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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表演艺术的崭新视角，对篮球运动的表演艺术本质及其表达维度和存在维度加以

论述。篮球运动是一种特殊的表演活动和艺术行为，篮球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表演及艺术

存在形式揭示了其表演艺术本质；篮球表演艺术的表达是身体的表达，身体语言和身体呈现分别

是其表达的基本方式和基本途径；篮球表演艺术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社会体验和社会文化分别

是其存在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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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lation of basketball performanc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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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such a new perspective as performance art, the authors expatiated on the nature, expression dimen-

sion and existence dimension of the performance art of basketball. Basketball is a special activity and artistic be-

havior, and the performance and artistic existence forms presented by basketball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

veal the nature of its performance art; the express of basketball performance art is a physical expression, and body 

language and body presentation are respectively the basic manner and basic way of its expression; the existence of 

basketball performance art is a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culture are respectively the basic 

condition and basic form of its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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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篮球运动由最初简单的学生游戏向现在复杂

的文化体系的逐渐演变，各国学者分别从娱乐游戏、

竞技项目、新兴产业和篮球文化等不同视角对篮球运

动进行深入研究。然而，在现代篮球运动经济、娱乐

和文化功能日益凸显的今天，现有理论已不足以解释

现代篮球运动存在和发展的全部问题，篮球运动理论

急需在视角、观点和体系上有所突破和升华。美国普

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威尔·杜兰特[1]曾经说过：每

一门科学都是哲学开始，以艺术结束的。它起源于假

设，而终结于丰硕的成果。因此，本文欲从表演艺术

的视角对篮球运动进行阐释，并提出篮球表演艺术的

理论构想，以期为我国篮球运动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

新思路。 

 

1  篮球表演艺术的理解维度 

1.1  篮球运动的表演存在形式 

篮球运动是一种特殊的表演活动。美国社会学家

戈夫曼[2]认为：“每个人都在日常社会情境中，通过外

在动作行为维护自我印象，并且还运用特定技巧进行

表演，试图导演和操纵他人对他的影响。”可见，日常

生活中的每一个身体动作都具有表演的特性，作为特

定身体动作集合的篮球运动自然也具有表演的特性，

它是以赛场为主要舞台，以篮球比赛及与比赛相关的

其他活动为主要表演内容，明确指向观众的特殊表演

活动。 

表演蕴藏在篮球运动的发展过程之中。篮球运动

以学生游戏的方式诞生，随着规则的完善和项目的普

及，逐渐演变为一项竞技运动，并吸引了大批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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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有了最初的观赏者，“表演”的框架初具端倪；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篮球运动开始走向职业化道路，真

正意义的观众出现，“表演”的特性初步确立；如今，

随着篮球竞赛表演市场的不断完善，篮球运动的表演

性愈加明显。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魅力四射的啦啦

队表演，甚至球员们在赛场上的言行举止都饱含表演

的意味，尤其是 NBA 全明星周末更是将篮球运动的表

演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如“魔兽”霍华德的“超人

归来”、“大鲨鱼”奥尼尔的“太空舞步”等。表演是

篮球运动的存在方式之一，表演使篮球运动摆脱漫无

目的“孤芳自赏”，表现为明确指向观众的特殊表演活

动，实现了篮球运动在表演中的存在和发展。 

1.2  篮球运动的艺术存在形式 

篮球运动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行为。黄琳华等[3]写道

“艺术活动应由 4 个环节构成：世界、艺术家、作品

和鉴赏者。在篮球运动的艺术存在中，“艺术家”即运

动员，“作品”即具体的篮球比赛，“鉴赏者”即观众。

运动员通过在篮球运动中，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艺和特

有的人格魅力，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极具观赏性和审美

价值的特殊艺术作品——篮球比赛。篮球运动艺术魅

力有效释放的过程，既是运动员内在生命活力和价值

的有效外化和展现，也是观赏者心灵灵光的闪现和自

我心灵的重塑。 

篮球运动与艺术虽然是两种独立的文化形态，但

在各自的发展中却不断地靠近融合。早期篮球文化对

艺术的影响仅限于绘画涂鸦等艺术作品的范围内，而

后篮球运动与艺术的混合性成为特技篮球表演的基

础，如今篮球运动与艺术的联系更加紧密，如花式篮

球、街头篮球和扣篮表演等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成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每一场篮球比赛都是一场艺术

表演，明星球员们不拘一格的服饰、光怪陆离的发型、

独具个性的纹身、精湛的球技、默契的配合以及华美

的扣篮，都展现出篮球运动无限的艺术魅力。除了篮

球比赛本身包含艺术性外，篮球运动与艺术活动还实

现了最大程度的兼容。如比赛开幕式和间歇期的表演

活动成了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等艺术形式的展示平台；

篮球运动题材也给艺术家们带来了创作的灵感，由此

产生了大量与篮球运动有关的雕刻艺术、摄影艺术、

广告艺术和影视艺术等作品。艺术蕴涵篮球运动，篮

球运动深藏艺术，篮球运动拥有了艺术，才能拥有人

的完整的感性生活，拥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 

1.3  篮球运动的表演艺术本质 

表演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艺

术作品创作和艺术审美欣赏的连结存在着“表演”这

一特殊的中介环节。篮球运动表演活动和艺术行为的

深刻内涵预示着现代篮球运动的表演艺术化发展趋

势，在人类精神需求至高无上的今天，篮球运动也必

将日益趋近其表演艺术的本质，即篮球表演艺术。 

篮球表演艺术是现代篮球运动表演艺术化发展的

必然过程和最终结果。如同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

一样，篮球表演艺术亦不是篮球运动与表演艺术的单

纯组合，而是对篮球运动中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

表演内容的美学体现。因此，篮球表演艺术可以理解

为：在特定的表演时空环境下，以经过组织和美化了

的运动员技术动作、战术行为、身体姿态和动作过程

为表演形式，以运动员在场上的创造性活动、个人及

群体的情感宣泄和时空变换为主要表演内容，来满足

人类精神需求的具有较强观赏性和审美价值的文化艺

术形式。 

 

2  篮球表演艺术的表达维度 
方千华[4]在对竞技运动的表演性进行研究时指出：

表演不能游离于身体，表演的意义需要通过身体的投

射来表达。篮球表演艺术的表达自然也离不开身体范

畴。 

2.1  作为身体语言的篮球表演艺术 

身体语言是篮球表演艺术表达的基本方式。英国

美学家乔治·科林伍德指出：“表现某些情感的身体动

作，只要它们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我们意识

到控制它们时把它们设想为表现这些情感的方式！那

它们就是语言。”[5]可见身体动作是组成身体语言的基

本素材。篮球运动中的身体动作主要是指运动动作，

因此，篮球表演艺术的身体语言主要是以运动动作为

基本元素，体现在技术动作和战术行为两个方面。技

术动作方面，运动员通过对运动动作的身体姿势、动

作轨迹、动作时间、动作速度、动作力量等结构规则

进行不断的提炼、加工和美化，形成了各种具有语言

意义的技术动作，如投篮动作，不同手法及抬臂、抖

腕、拨指的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运动员不同身体状态

的表达；战术行为方面，运动员通过各种跑位配合，

为观众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身体运动画面，如挡拆战术，

默契的联合掩护和适时的各自跑位，以其极具节奏韵

律的身体语言，传达出运动员的体能和角色信息。 

篮球表演艺术的身体语言并不是运动动作的简单

组合，它必须服从于一定的表现目的，通过运动员在

实践中创造性的加工、改造、发展和重组而成，如乔

丹的“飞翔”、约翰逊的“魔术”等，这些“天才篮球

艺术家”的精湛球技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运动

实践中不断融入个人生命感悟的艺术结晶。因此，只

有体现出篮球运动的公平竞争、表达自我、沟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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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共鸣等交流作用的技战术行为或其他身体活动，

方能称之为身体语言。离开了这种身体语言，篮球表

演艺术便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可能。 

2.2  作为身体呈现的篮球表演艺术 

身体呈现是篮球表演艺术表达的基本途径。身体

语言的有效表达必须以身体呈现的竞争性和审美性为

最终途径，方能实现人类对篮球运动美的感知和享受。

竞争是公平竞争，是表达人类本真的竞争，篮球比赛

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只要对自身生命进行了真实而完

整诠释，就能得到人们的赞扬和欢呼。如 2009 年，

CBA 铁军“八一”男篮 14 年来首次无缘季后赛，但

仍赢得了广大球迷的热烈支持；审美性是篮球运动成

为表演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6]。篮球表演艺术通过运动

员在比赛中的艺术表现诠释其独特的外在美和内在

美。外在美不仅表现在运动员静态的人体美上，更表

现在技战术运用的动态美上，如快速的移动、敏捷的

抢断和精准的投篮无不演译着这种动态之美。在表现

外在美的同时，篮球表演艺术更加强调把审美的意蕴

引向内部，即呈现出运动员的个性气质、意志品质等

内在美，从而使欣赏者沉醉于篮球运动美的意境之中，

获得对生命的感知。 

竞争性和审美性既是身体呈现的形式也是内容，

形式与内容在“身体呈现”这个层面上融为不可剥离

的整体。运动员只有在竞争和对抗中，呈现具有美感

的技术动作和战术形式，才具有真正的艺术审美价值。

而没有艺术审美价值的竞争，便如同古罗马竞技场上

的血腥厮杀，只能成为少数人享乐的工具，不会有更

多观众和市场。 

 

3  篮球表演艺术的存在维度 
篮球表演艺术的表达是身体的表达，而身体只有

置于社会之中才能呈现其生命力。因此，当我们追问

篮球表演艺术是如何借助身体表达得以存在的时候，

社会便成为篮球表演艺术存在的理解之维。 

3.1  作为社会体验的篮球表演艺术 

社会体验是篮球表演艺术存在的基本条件[7]。社会

体验即社会在对事物生物的和社会的阅历中见到深厚

的情感和深刻的意义，观众欣赏运动员的表演，固然

可以依靠个体体验得到对篮球运动的审美感受，但是，

这种仅从客观得到的审美感受还只是一种旁观者所获

得的赛场感染，人们只有通过社会体验，才能最广泛

地体会运动员的身体语言所迸发出的内在生命力量，

理解和把握篮球运动的本质内涵。社会体验具有情感

性。正如童庆炳[8]所言：“体验的出发点是情感，最后

归结点也是情感。”人们在长期参与篮球运动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丰富的情感，当这种深厚的情感成为人们

普遍的精神需求时，篮球运动也就拥有了人的完整的

感性生活，具备了表演艺术的特质；社会体验具有认

识性。人们总是习惯从内心的情感出发去体验和揭示

篮球运动的真谛，随着知识的增长，人们又会自觉以

科学和理性的视角对篮球运动进行重新审视，这种科

学理性的认识往往使人们在追求美好的本能驱使下，

穿越时空，在体味篮球运动美的历史回顾中看到篮球

运动“表演艺术”的影子，并逐渐形成对篮球表演艺

术积极的认识。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历由感性到理性的过

程，篮球运动也不例外。社会体验的情感性构筑了篮

球表演艺术存在的感性基础，认识性构筑了篮球表演

艺术存在的理性基础，情感性和认识性辩证统一的社

会体验的结果常常是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把握了篮球运

动和生命活动本质的智慧的生成，即形成对篮球表演

艺术的广泛社会认同。 

3.2  作为社会文化的篮球表演艺术 

社会文化是篮球表演艺术存在的基本形式。美国

人类学家克鲁克洪[9]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

方式的内涵。”篮球表演艺术只有作为社会文化的存

在，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与价值。篮球表演艺术是篮

球文化积淀和传承的结果。文化积淀方面，篮球运动

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文化锤炼和滋养，先后演变出“游

戏文化”、“竞技文化”、“技艺文化”、“个性文化”等

不同的文化形态，篮球表演艺术也是社会文化的表现

形式之一，体现出特定文化的继承性。如篮球运动虽

然起源于美国，但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秉承了不同国

家及地区的文化特质，而表现出不同的技战术风格[10]。

如欧洲篮球“高、狠、准”、亚洲篮球的“快、灵、巧”

等。在文化传承方面。篮球技术的物态文化通过自我

发展、师徒传承和团队发展等传承方式，使篮球运动

技术日臻完美，并日益展示出“表演艺术”本质；篮

球制度文化形态以篮球规则的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和

合理化为主要传承形式，使篮球运动最终成为公认统

一的稳定项目类型；而篮球精神文化则在传承早期的

“公平竞争”、“身心和谐”等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不

断融入时代性的思想元素，如“文化交流”、“人的全

面发展”、“个性张扬”等，并成为人类精神需求的一

部分。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篮球文化历经各个历

史时期的文化延续和传承，实现了篮球运动技术、制

度和精神文化形态的全面发展，并逐步向表演艺术的

方向迈进。 

篮球表演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传承，体现了篮球

运动发展的动态性，而篮球表演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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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则体现了篮球运动相对静止的稳定状态，篮球

表演艺术在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中，逐渐发展成为人

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并日益表现出越来越

重要的社会价值。 

 

表演艺术视域中的篮球运动是作为以人类生命对

话和情感交流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存在的。篮球表演艺

术不仅是一种以运动动作为基本元素，实现表演艺术

表达的身体语言，一种遵循竞争性和审美性相统一的

身体呈现，也是一种保持情感性和认识性，凝聚多种

文化滋养和秉承不同文化特质的社会体验和社会文

化。未来篮球运动将作为独特表演艺术存在于社会生

活中，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实现多元价

值，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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