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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与访谈法探讨我国足球场观众暴力现状与问题 ,首先回顾了我国足球场观众暴力的

发展进程 ,提出了足球场观众暴力不是舶来品的观点 ,并指出了我国足球场观众暴力呈现与国际接轨和低龄

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 ,辨析了有关足球场暴力方面的几个关键词 ,讨论了我国足球迷闹事事件的界定问题 ,并

对足球场观众暴力的社会安全阀理论以及防范应对策略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讨 ;最后 ,建议加快我国反球场

暴力立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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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体育运动以来 ,就产生了体育暴力行为。通常 ,人

们认为竞技体育是和平时代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拳击、橄

榄球、冰球和足球等被认为是最为野蛮的几个项目 ,也是经常

发生体育暴力事件、充满血腥的运动项目。

足球场美其名曰绿茵场 ,而实际上却是地地道道的“战

场”。从球员到观众 ,为了球队的胜负输赢 ,在光天化日、众目

睽睽之下 ,实施暴力行为。仅仅就为了自己球队的比赛成绩 ,

双方球迷就由互相漫骂到大打出手 ,袭击裁判与球员 ,打砸公

共设施 ,破坏社会秩序。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讲 ,足球给一些

人带来的不是快乐 ,而是可怕的灾难。

1 　研究方法

1.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国际互联网、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

中国学术期刊网 (www.cnki.net ) 、超星数字图书馆 (www.ss2
reader.com) 等查阅有关球场暴力方面的文献 500 多篇 ,检索

词分别为 :“球迷骚乱”、“球场暴力”、“球迷过激行为”、“球迷

滋事”、“足球流氓”、“观众闹事”和“观众暴力”等 ,了解我国足

球场观众暴力的有关情况 ,并进行内容分析。

1. 2 　访谈法 　走访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球场管理者与

球迷等 ,了解他们对我国球场暴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访谈

过程进行全程录音 ,并进行事后书面整理与分析。

1. 3 　现场研究法 　加入辽宁足球俱乐部北京阳光球迷会 ,观

摩 2002年下半年和 2003年上半年全国足球甲 A 联赛辽宁队

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的主场比赛 ,实地了解我国球场观众

暴力的有关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我国足球场观众暴力状况 ,“好转”还是“恶化”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球场观众暴力在我国显现出来 ,并呈现“与国

际接轨”和“低龄化”的发展态势。从 1995年到 2000年 5 月 29

日止 ,中国足协处罚的“违反赛区安全秩序”的球迷闹事事件

有 42 起 ,其中 ,1995年 7 起 ,1996年 7 起 ,1997年 4 起 ,1998 年

8 起 ,1999年 8 起 ,2000 年上半年已达 8 起。2001 年 ,我国足

球甲级联赛采取“只升不降”的办法。中国足协希望这样能减

少球迷闹事事件的发生 ,但是在联赛前 6 轮仍呈现出球迷向

场内和球队大巴扔杂物一轮比一轮增多的趋势。2002 年 ,中

国足协实行“不升不降”等办法以及各赛区加强了球场安全的

管理 ,本以为这样可以“平安无事”了 ,但是还是“球迷闹事”不

断。2002年球场暴力事件次数没有上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

球场暴力事件的严重性加剧了。另外 ,在 3·24 事件中 ,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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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拳击裁判和放火烧警车的分别是 1 名 16 岁的高中生和 2

名 13 岁的体校学生。在校学生参与球场暴力 ,并造成如此恶

劣影响和经济损失 ,应引起我们重视。依据球场暴力事件后

果的严重程度 ,总结出我国足球场观众暴力 10 个典型事件 ,

详细情况见表 1。

2. 2 　我国足球场观众暴力问题与思考

2.2.1 　有关球场观众暴力关键词的争论 　描述球场观众暴

力的词汇很多 ,并在如何定性发生的球场观众暴力行为问题

上有一些分歧。2002年 3 月 24 日西安球迷闹事后 ,一些媒体

认为是“球迷骚乱”,是“足球流氓”所为 ,但是 ,西安赛区负责

人认为 ,这只是少数球迷滋事 ,并非“球迷骚乱”,更不能称那

些闹事球迷是“足球流氓”。显然 ,他们愿意使用“球迷滋事”

或“球迷闹事”来描述这种事件。中国足协现在给这类事件定

性时使用“球迷过激行为”这样的词汇 ,比以往谨慎用词了。

曾写过《5·19 长镜头》的作家刘心武在“3·24 事件”后认

为 :中国没有“足球流氓”,国力球迷热情令人感动。在刘心武

看来 ,足球流氓是那些“职业闹事者”。刘心武的言论很快也

引起一些媒体的质疑 ,《法制日报》文章的题目是 :流氓一次也

是流氓 ;《南方都市报》文章的题目是 :“足球流氓”与“流氓足

球”,该文认为刘心武文章的用心虽好 ,可惜逻辑上有点站不

住脚 ,这就像说职业杀手是“杀人犯”,偶起杀机就不能叫“杀

人犯”。需要说明的是 ,职业足球流氓并不是以闹事为谋生的

手段 ,国内有人提出他们怎么生活的问题 ,显然 ,这是一种误

解。国外的那些足球流氓大多有自己谋生的职业 ,只不过白

天工作时还是斯文的君子 ,晚上球场内外就变成了失去理性

的暴徒。

表 1 　我国足球场观众暴力的 10 个典型事件

时间与地点 比赛双方与比分 事　　　件 后　果　与　处　罚

1985.2.7
昆明

云南—匈牙利维多顿
(2 :2)

下雨与管理不善 ,退场拥挤踩踏。
踩死 8 人 ,伤 100 余人。这是我国最严重的一起球场惨
案。

1985.5.19
北京

中国—香港
(1 :2)

球迷不接受比赛结果 ,赛后球迷骚
乱。

40 余名警察受伤 ,28 辆汽车被砸 ;127 人被抓 ,其中 38 人
被拘留 ,5 人被判刑。

1985.5.24
沈阳

辽宁—香港精工
(0 :1)

下午比赛主队输球 ,晚上球迷闹事。
一些商店和 19 辆汽车被砸 ;101 人被抓 ,其中 ,拘留 21 人 ,
劳教 6 人 ,收容 2 人。

1986.7.19
西安

陕西—国家
( ?)

赛中球迷行为过激 ,赛后闹事。 车辆和警察遭袭 ;73 人被抓 ,其中 ,拘留 2 人 ,逮捕 2 人。

1988.5.23
南充

四川—天津青年
(1 :1)

客队获出线权 ,赛后球迷骚乱。
警车被砸 ,当地公安机关被冲击 ;逮捕、拘留和劳动教养
15 人。

1994.7.10
上海

上海—四川
(2 :1)

主客队球迷混坐一起 ,赛前双方球迷
殴斗。

球场部分座椅被毁 ,多人受伤 ,赛区被罚款 5 000 元。

1995.10.14
长沙

湖南—火车头
(1 :1)

球迷冲入场地 ,引发骚乱。
当天比赛无效 ,择日重赛 ,罚款 1 万 ,取消 2 场主场比赛资
格。

2000.7.15
西安

陕西—成都
(1 :1)

对裁判判罚和比赛结果不满 ,万名球
迷与警察发生冲突。

警方首次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平息球迷骚乱 ,最后 6场主
场比赛资格被取消 ,罚款 10 万。

2002.3.24
西安

陕西—青岛
(3 :3)

不满裁判判罚 ,球迷在看台上放火 ,
赛后与警察冲突。

部分座椅和一辆警车被烧毁 ,6人被拘留 ,2 人被送公读学
校 ,8 场主场资格被取消 ,罚款 10 万。

2002.9.8
北京

北京—上海中远
(1 :1)

不满平局结果 ,球迷上街闹事。
部分公共设施被毁坏 ,过往车辆被砸 ;50 人被抓 ,其中 18
人被拘留 ,北京赛区被警告。

　　注 :依据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2002。

　　球场暴力通常是指球场观众暴力或球迷暴力 ,而实际上 ,

它应该包括球员暴力、球迷暴力以及发生在球场上的其他人

员的暴力。在国外球场上曾发生过较为罕见的教练打伤裁

判、裁判殴打球员的恶劣事件。从体育社会学角度来讲 ,严格

地讲 ,对球迷的这种行为应该称为“越轨行为或离轨行为”。

宋凯 (1996)认为 ,球迷的越轨行为可分为球迷的违规行为、违

纪行为和犯罪行为 ;对球迷的犯罪行为 ,称之为球迷骚乱。

2.2.2 　界定足球场观众暴力事件 ,“定性”还是“定量”　近年

来 ,中国足协对已经发生的球场观众暴力事件上的界定 ,经常

遭到相关俱乐部、媒体和球迷的质疑 ,争议的焦点少部分是集

中在“有和无”上 ,更多的是在严重性上的分歧。尽管有关方

面在定性与处罚上有意倾向于“大事化小”的态度与做法 ,但

是许多出问题赛区的组织者仍然在“喊冤”。显然 ,由于缺少

客观的评价机制与评价标准 ,所以常出现受处罚的俱乐部不

接受中国足协对球迷闹事事件的认定并提出异议的情况。另

外 ,2000 年中国足协提出我国已经有足球流氓 ,但是这一提

法也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

目前 ,需要建立一套科学量化的评价我国球场观众暴力

的指标体系与标准 ,有必要建立我国球场观众暴力的风险预

警系统 ,从而有利于准确界定球迷闹事、球迷骚乱及其程度 ,

把握我国球场观众暴力的总体和局部的发展态势 ,为防范和

治理球场观众暴力提供理论依据。

2.2.3 　我国现在究竟有没有足球流氓 ? 公众对足球流氓有

何看法 　鉴于近年来我国部分赛区出现的一些严重的观众暴

力行为 ,2000年公安部和中国足协负责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国

足球观众中也有足球流氓 ,虽然他们是极少数 ,但是危害特别

大 ,这些人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害群之马。然而国内一些人

认为 ,在中国还没有像英国那样所谓的“职业足球流氓”,我国

不存在足球流氓 ,切不可小题大做。但是 ,一些“球迷”危害社

会的越轨行为让我们感到这种观点实际上只是一种善良的愿

望。

要弄清楚中国球迷中有没有足球流氓 ,首先要明确足球

流氓 (Hooligan)的真正含义。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 ,所谓

“足球流氓”是指那些经常在足球场上寻衅滋事 ,扰乱球场和

公共秩序 ,危害社会安定的人。其主要特征是 :1)平时一贯表

现不好 ,品行恶劣 ,道德素质低下 ;2)不是偶尔的一两次 ,而是

经常在足球场上寻衅闹事 ,劣迹斑斑 ,往往有前科 ;3) 其到足

球场并非是为了欣赏球赛 ,而是借看球之名发泄情绪和寻找

刺激 ,他们往往故意制造事端 ,唯恐天下不乱 ,并以此为乐为

荣。这是足球流氓与球迷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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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了“足球流氓天

堂”网站 ,发表有《北京足球流氓章程》,在这份章程中对其会

员提出必须熟练掌握“京骂”等要求 ,从里面的内容来看 ,可以

说它是第一个公开的中国足球流氓的非法民间组织。需要说

明的是 ,中国足球流氓与国外足球流氓在扰乱球场秩序和社

会秩序方面并无两样 ,只是在方法和程度上有所不同。

2.2.4 　足球场观众暴力是社会安全阀 ,还是导火索 　社会学

和体育社会学有一种理论认为 ,直接参与和观看体育运动对

社会来讲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会

积累许多的烦恼和怨恨 ,需要发泄 ,以维持心理平衡。除了直

接参与体育运动的途径外 ,观看体育比赛 ,特别是足球等对抗

激烈项目的比赛 ,也是一种重要的渠道。

“社会安全阀 ( socialsafetyvalve )”理论强调 ,消除心理紧

张在解决社会冲突、排除敌对和不满情绪中的作用 ;其作用机

制是“替罪羊机制”,即将人们的敌对、不满情绪引离原来仇恨

的目标 ,用其它替代性目标和手段 ,使他们得以排发和发泄。

通俗地讲就是 ,人们在小的地方发泄了 ,便不会在大的场合发

作了 ,更不会造成社会动乱 ;若找不到这种“安全阀”,可能会

在积聚到一定阶段时“爆发”出来 ,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但是 ,在球场安保部门人员看来 ,这种理论未免太天真和理想

化了。从近年来一些球迷闹事事件来看 ,面对公私财物严重

受损 ,社会秩序受到冲击 ,球员、裁判和安保人员流血等直接

后果 ,球迷闹事哪里是“安全阀”,分明是“导火索”。

另外 ,从心理学角度讲 ,球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泄

室”,可以为人们提供情绪宣泄的场所 ,球场观众暴力在某种

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但是 ,从犯罪学角度来

看 ,球场是最危险的地方 ,是警方重点监控的场所 ,由于球场

少的聚集几千人 ,多的有几万人 ,一旦出现秩序混乱等问题 ,

很可能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后果 ,甚至引发社会动乱 ,因此 ,

球场观众暴力又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是“火药桶”。

2.2.5 　对待足球场观众暴力 ,“堵”还是“疏”?“罚治”还是

“法治”　中国足协负责人 2001 年在谈及足球联赛暴力事件

时表示 :“去年西安、重庆都发生了球迷骚乱 ,西安还动用了高

压水枪和催泪瓦斯 ,公安部的同志告诉我 ,这是建国以来对老

百姓实施的最高规格的‘武器’。湖北赛区还动用了直升飞

机 ,难道要在今年联赛里动用坦克吗 ?”2000年 ,中国足协和公

安部召开了职业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全国足球比赛安全保卫工

作会议。在会议上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治理足球流氓将

是公安部门今后一个工作重点 ,公安部将本着露头就打的原

则 ,主动进攻 ,始终保持高压状态 ,决不让其形成气候。

2001年 3 月昆明警方率先在全国实施足球流氓登记入户

制 ,制定了足球流氓判定的详细标准。当一个足球流氓被实

施入户制后 ,他就必须填写《足球流氓登记表》,包括姓名、年

龄、籍贯、职业、家庭成员和一些个人嗜好及体貌特征等较为

详细的内容。一旦上了警方的这个黑名单 ,该足球流氓将丧

失观赏足球比赛的权利。对于昆明市公安局实行的“足球流

氓”登记制度 ,有人提出能否缓行 ? 其主要观点是 ,没有这个

必要 ,这是小题大做。目前 ,中国足协和公安部没有这方面的

统一要求 ,但是国内有几个城市已经进行这种从国外引进的

“足球流氓登记制”的试点工作。

遏制足球场观众暴力 ,关键在于足协、俱乐部等有关单位

怎样教育与管理球迷 ,而不是限制球迷。栾开封 (1998) 认为 :

“正确引导球迷 ,提高球迷素质 ,首先要提倡和推行俱乐部会

员制 ;其次 ,在正式比赛前可以增加一场垫赛 ,让双方俱乐部

的会员即球迷参加 ,来提高球迷素质 ,使球迷有参与感。”中国

足协副主席阎世铎 (2000)表示 ,当前做好球迷工作 ,关键要抓

好几个环节 :一是要教育球迷能够以平常心看球 ,不仅要看比

赛的胜负结果 ,也要看比赛的过程 ,从中享受足球的乐趣 ;其

次 ,要加强球迷组织建设 ,规范球迷组织行为 ,鼓励球迷的自

律管理 ;还要做好球迷异地看球的疏导、组织、联系工作 ;各地

赛区、足协和公安部门要多加强联系、沟通 ,随时掌握球迷异

地看球的信息动态。

由于发生一些严重的足球场观众暴力事件 ,有的国家曾

计划停止国内的足球联赛或受到牵连而被取消参加一些国际

比赛的资格。目前 ,我国在对足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处理上 ,

主要是根据中国足球协会制定的有关比赛管理规定来对赛区

组委会或俱乐部进行罚款 ,最重的处罚是取消主场比赛资格。

另外 ,公检法机关对闹事的个人进行治安处罚和判刑的还不

多见。

在对足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处理上 ,我们的处罚措施不

是重了 ,而是轻了。由于处罚的力度不够 ,也导致了一些赛区

忽视赛场的安全保卫工作。鉴于目前的这种现状 ,应该加大

对球迷闹事赛区的处罚力度 ,要很好地运用“惩罚”这一手段 ,

同时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对足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处罚。

2. 3 　加快我国反球场暴力的立法进程 　2002年3月24日西安

再次发生的严重球迷闹事事件引起了全国关注 ,有法律界人

士认为 ,应该细化有关法规 ,制定防止球迷闹事的法规。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 ,尽管球迷闹事有一定的原

因 ,但是 ,球迷不理智的行为已触犯有关法规 ,该受到行政或

法律处罚。如果真有烧警车等行为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当

受到刑法处罚。他建议 ,除了倡导文明公平等体育道德外 ,通

过法律来约束比赛环境也很必要 ;应该细化现有的一些法规 ,

制定一部专门针对预防球迷闹事的相关法规 ,赋予民警在这

些场合的权力 ,以利即时控制场面。

在我国逐步走向法制社会的今天 ,面对日益严重的我国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 ,各单项运动协会依据自己的“行规”来处

理发生球迷暴力行为的有关俱乐部或赛区组委会只是一种行

政上的办法 ;对于少数球迷在球场上的各种暴力行为 ,仅仅依

据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多少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在

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修改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 ,如在我国

《刑法》或《体育法》中增加“禁止球场暴力”条款 ,明确球场暴

力属于犯罪行为 ,制定详细的处罚办法。由于再好的法律法

规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问题 ,我们最佳的选择还是应该制定

相应的专门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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