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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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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球场观众暴力一直伴随着足球。英国不仅是现代足球的鼻祖 , 而且也是球场观众暴力、足球流氓的传统

发源地。1960 年以来 , 球场观众暴力在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发展与蔓延 , 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首先

介绍了欧洲球场观众暴力的简要历史 , 然后重点通报了英国在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研究上所做的工作、主要理论和

其它欧洲国家的研究状况。为我国今后在球场观众暴力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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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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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pectator violence in sports has accompanied with football. Not only the UK is the originator in modern football , but

also is the earliest traditional birthplace of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and football hooliganism. The spectator violence in sports , which

has been spread in the UK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1960 ,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and researched by many schol2
ars. The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brief history of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in Europe , and then emphasizes on the research work

and main theories of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in the UK. In addition , the situation of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in the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is also given.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ing of the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in China in the fu2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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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洲球场观众暴力简史

13 世纪初 ,英国就出现了球场观众暴力现象。

此后英国的足球就一直与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中

世纪古老的足球赛与现在的足球运动不一样 ,只是

一种民间的游戏活动 ,上百人共同踢球 ,而且足球比

赛通常变成了来自不同村庄、城镇的年轻人相互较

量的绿茵战争 ,绿茵场成为各个家族与人群解决不

和、个人争议和土地争夺等矛盾的好机会。当时球

场上发生一些零星的暴力冲突被认为是十分正常

的。

在 15 世纪初 ,出现了要求控制球场观众暴力的

呼声 ,政府试图禁止举行这种比赛 ,但是效果不大。

18 世纪末 ,英国的足球比赛经常伴有不同地域之间

的斗争 ,暴力事件屡有发生 ,官方密切注视双方好斗

青年的一举一动。到了 19 世纪 ,这种比赛明显带有

政治倾向性 ,当局对此十分紧张。19 世纪 80 年代

发生在英国的足球骚乱大多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 ,

而且由于其它形式的骚乱也经常发生 ,因此 ,球迷的

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一份调查报告

这样写到 :“球场骚乱、违规行为、暴力事件、袭击和

破坏行为显然已经形成 ,但这是可以避免的 ,至少

19 世纪 70 年代是这样。”在 19 世纪 90 年代 ,足球暴

力被认为是一种“街上的犯罪行为”或“流氓行为”。

在英国的足球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不发生

球场骚乱的事件 ,但是在战争期间 ,问题有所减轻。

从二战后到 50 年代这段时期 ,球场上出现了暂时的

平静 ,但是到了 60 年代 ,球场观众暴力又死灰复燃

了。在 60 年代的前 5 年里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比起

前 25 年增加了一倍。为了举办 1966 年世界杯足球

赛 ,英国迫切需要解决足球暴力问题以及由此所带

来的各种问题 ,但是在后来的 10 年间 ,英国足球流

氓问题还是对欧洲其它国家的球迷行为产生了非常

不好的影响。一位意大利社会学家认为 ,在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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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欧洲并没有足球暴力问题 ,只是在此之后意大

利青年人效仿英国球迷流氓行为之后才开始出现

的。但是许多研究报告显示 ,其实在此之前 ,欧洲各

国就已经出现了足球暴力问题。对于足球暴力问题

存在不同的观点 ,说明不同学者对足球骚乱问题可

能有着不同的定义。

60 年代球迷的支持行为变得更有组织性。球

迷在赛前精心排练 ,制作标语 ,设计队歌 ,而且更具

移动性。即使是在客场比赛时 ,也会有固定的球迷

到场支持自己的球队 ,但是 ,这也使得暴力冲突不断

增加。到了 1964 年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球迷闹事群

体 ,他们不支持任何一支球队 ,而是将比赛看成是与

其它球迷群体正面斗争的场所。1967 年 ,球迷暴力

行为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 ,其目标是将对方球迷赶

出看台 ,尽量破坏对方球迷的支持行动 (如撕毁他们

的标语、旗帜等) ,而且要在警察赶来之前进行有效

攻击。到了 70 年代 ,球迷行为日益复杂化 ,球迷群

体的凝聚力增强 ,更有组织性。进入 90 年代以来 ,

欧洲球场上暴力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有下降

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英国最为明显。

2 　欧洲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研究

许多早期研究认为 ,足球流氓行为根本不是什

么新奇的事 ,只不过是早期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的

延续。也有些人认为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只是媒体

为了吸引读者编造出来的 ,而不是足球爱好者真正

的行为 ,并不值得研究。然而 ,60 年代初 ,英国足球

流氓的突然出现 ,促使英国人对此开始关注 ,英国学

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用来解释球场观众暴

力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具体表现形式。后来欧洲其它

国家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英国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意

大利、荷兰和德国等国的学者也开始采用不同的方

法进行研究。下面对欧洲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研究

情况做一简要的介绍。

211 　Harrington 的报告

英国精神病医生 John Harrington 被认为是最早

认真研究“现代”足球观众暴力问题这一新的社会现

象的学者。他的研究报告 (1968) 是在发放调查问卷

和实际观察等基础上完成的。Harrington 的报告重

点研究个人的应激行为 ,文中经常用到“不成熟”和

“失控”两个词 ,而较少从更广泛的团体动力的社会

力量方面进行研究。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 ,只将问题归咎于一小部分

人 ,而不从社会政治因素全面的考虑 ,这只是权宜之

计。Harrington 的报告很快受到 Ian Taylor 的批评 :

“虽然这篇报告的内容十分新颖 ,但是研究内容的重

要性稍差一些。像是一个精神病专家做的一份政府

工作报告 ,只是向公众阐明球场观众暴力是一种不

稳定、反常的性格表现 ,是个人出于某种原因在足球

场上所做出的一种不稳定的行为。从心理学角度考

虑 ,更加确信足球流氓并不是真正的球迷 ,他们应该

从球迷队伍中分离出来 ,对他们实行法律制裁 ,有时

可以交由心理医生治疗。”

212 　Lang 的报告

英国政府后来委托运动委员会和政府资助的社

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共同起草一份更深入更广泛的报

告。在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Sir John Lang 主持下于

1969 年出版了这份工作报告。编纂成员包括足协、

英国政府、警察局、球员代表和一些管理者 ,但不包

括精神病医生、社会学家及一些学者。他们犯了一

个错误 ,就是孤立地从本学科领域去研究球场暴力

问题 ,没有将各个学科结合起来 ,而且只注重研究足

球比赛时的情况 ,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原因 ,甚至连

比赛前和比赛后球迷在行车路线上可能发生的情况

也不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这份工作报告提供了 23 条建议 ,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 (1)俱乐部和警察局要尽可能地加大合作 ;

(2)每个人要绝对地接受裁判的判决 ; (3) 看台上只

提供坐票 ,不允许有站票。对于如何处理足球闹事

者的建议如下 :“对那些闹事者应该处以重罚 ,其中

一项措施是有必要禁止闹事者继续观看后面的比

赛。”Lang 的报告最重要的是 ,第一次为球场暴力问

题提出解决办法 ,在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但

是没有资料数据记录当时球场暴力问题发展到什么

程度 ,而且连最基本的逮捕记录也没有。对于什么

是犯罪行为、什么只是轻度的违规行为没有一个很

明确的界定。

213 　Ian Taylor 的报告

Ian Taylor 的报告是第一次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足球流氓问题的。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看 ,足

球暴力问题的出现说明这项体育运动本身正在发生

变化 ,尤其是当地俱乐部主要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 ,

他们在邻近的社区中所起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二

战后随着职业足球的发展 ,地方足球俱乐部逐渐脱

离出了当地社区的范围 ,而转变为收费的商业体育

的形式。

Taylor 认为足球在逐渐地成为资产阶级的运

动。其早先是工人阶级度周末的一种传统的娱乐项

目 ,这一传统在 19 世纪后期就形成了。球场上的暴

力被那些不服气的工人阶级看作是一种尝试 ,想重

新恢复传统那种充满男性、部落式的风格。Taylor

在 70 年代早期的著作中 ,主要是说明足球俱乐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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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滑坡的现象。这不仅因为俱乐部越来越多的是由

富商开办 ,而且球员工资的增加、超级球星社会地位

的升高等因素使得足球俱乐部逐渐脱离本地社区的

范围。根据 Taylor 所述 ,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化和工

人社区解散 ,球迷对球队的疏远感进一步加剧。因

此 ,球场上出现暴力 ,一部分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传统

价值观念滑坡 ,而且很明确的一个原因是要从资产

阶级那里夺回对足球比赛的控制权。

214 　亚文化理论

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社会学者

从亚文化 ( sub - culture) 的角度研究球迷的行为方

式。John Clarke 和 Stuart Hall 认为 ,特定的亚文化能

够促使年青人 ,尤其是男性 ,解决他们生活中所遇到

的各种矛盾冲突 ,但是 Clarke 在他的研究中没有能

够解释为什么个体会选择这种文化而不是那种文

化。在解释足球流氓问题上 ,他从社会政治角度进

行分析 ,这与 Ian Taylor 所提出的日益商业化的足球

逐渐远离工人阶层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Clarke 认

为 ,虽然工人阶级新生的一代继承了足球的情结以

及前辈们的那种支持方式 ,但是他们没有继承做事

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 ,暴力则成了一种行为

方法 ,去做他们父辈当年所做的事情 ,为了表示对他

们支持球队的绝对忠诚。

正如各种亚文化将足球看作是他们的一种重要

的行为活动方式一样 ,比赛本身也就像是一面反映

社会问题的镜子。Clarke 这样描述到 :“球迷在场外

也形成了一场比赛。只不过这个比赛不是发生在球

场上而是在看台上。场上是运动员之间的较量 ,场

边则是球迷之间的较量 ,场上的输赢决定了场下的

输赢。同样的球迷也使用各种标语、歌唱来表示他

们对球队的支持 ,而且有时由于他们支持本方 ,尽力

压倒对方的行为会影响到比赛。球迷之间的暴力行

为也是参与比赛的一部分 ,比赛不仅包括球场上的

竞争也应该包括场边看台上的竞争。”

Clarke 指出球迷和他们所支持的球队之间的这

种紧密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有许多评论家认为球

场暴力实际上是由那些所谓的球迷制造的 ,他们其

实不是在看球 ,而只是把球场当作是他们发泄生活

不满的一个场所。Clarke 对球迷行为和语言进行了

研究 ,比起 Taylor 的推测性理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

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提供了更为缜密的社

会学观点。

215 　媒体的放大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媒体对球场观众暴力的

态度成为研究的对象。Stuart Hall 等人认为 ,虽然所

有的新闻媒体都对足球暴力做了报道 ,但是很少有

人真正有现场的体验。Hall 指出 ,他没有看到媒体

在球场观众暴力问题上做过任何正确的报道 ;媒体

这些年在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素材选择、报道的方

式和对球场观众暴力的界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

题 ;球场观众暴力并不是像媒体所经常报道的那样

是一个简单的‘野蛮动物’的说法。

Hall 还指出 ,媒体不仅是在按自己意志来报道

这一问题 ,反而起着使问题更加严重的作用。他认

为 ,媒体的这种歪曲报道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反响 ,实

际上使问题扩大化了。虽然对球迷的行为做出了越

来越多的限制 ,如将球迷用围栏圈起来或将球迷分

离开来等 ,但实际上这些措施反而增加了球迷的反

感情绪 ,使问题变得更糟。媒体越是批评什么行为 ,

球迷就越做什么 ,反其道而行之。一些球迷气愤地

说 ,既然你们把我们看作是野蛮的野兽 ,那我们不妨

就做做真的野兽 ,结果就发生了流血暴力事件。

216 　性格决定理论

英格兰学者 Peter Marsh 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

球迷行为和当事人自己表述的研究。Marsh 花了将

近 3 年的时间 ,在球赛举行时到地铁、公共汽车、酒

吧等一切球迷可能去的地方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

上 ,Marsh 指出那些被判为犯了故意伤害罪的球迷 ,

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看上去的伤害性那么大。

我们通常是对此问题说的太多了 ,而实际并没有发

生那么多的球场暴力事件。他建议 ,如果要使赛场

边变得有秩序 ,应该做积极的社会行为引导 ,而且用

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来限制他们行为 ,这样能使比

赛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进行。

Marsh 提出的“足球暴力无害论”受到了舆论的

谴责 ,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评。然而

调查事实表明 ,70 年代的球场观众暴力问题是被夸

大了。Marsh 认为 ,如果考虑到人的性格特征 ,球场

观众暴力的发生是十分正常的 ;如果没有暴力事件

那才是令人惊讶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学者们又该去

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充斥暴力的社会里还会有这样一

块净土。

在 Marsh 的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受到许多传统

的社会心理学者的批评 ,尤其是 Williams 等人认为

他的研究缺乏对社会阶层等问题的考虑。由于 80

年代球场暴力的严重性 ,Marsh 后来也不得不对结论

做了一些修改 ,但是他仍然认为 ,球场暴力问题变得

更加严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实施了不适当的解决措

施 ,再就是因为媒体的歪曲报道。

217 　Leicester 大学的研究

英国Leicester 大学的 John Williams 等人将 70 年

代末出现的 Taylor、Clarke、Hall、Marsh 等人的研究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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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统的”方法。他们试图改变这种研究现状 ,在

Norber Elias 社会学的基础上对足球暴力做出更加有

力的解释 ,实现他们所谓的“文明的过程”。

这种研究大多数人称其为“形态 (figuration)”社

会学。它假设随着近代社会发展 ,欧洲社会各阶级

已逐渐地文明化了 ,但是这种文明还没有完全渗透

到底层的工人阶层。这部分社会阶层的社会行为因

为亚文化价值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 ,为了解释

当代足球暴力问题 ,我们需要研究这个社会阶层的

结构以及成员和足球比赛之间的传统关系。下等工

人阶层在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易通过暴力来

解决问题 ,尤其是男性。Williams 比较重视工人阶

层球迷的酗酒行为。他明确提出了酒精是一个能使

球场暴力问题更加恶化的重要因素。

Leicester 大学最资深的一位教授 Eric Dunning

指出 :“我将尝试用事实来说明为什么 Williams 和其

它一些观点相同的学者的研究是错误的。”Dunning

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就阶级

问题来说 ,并不强调工人阶层受到剥削 ,由于与其他

阶层的疏远和仇恨而导致做出暴力行为 ,而是强调

亚文化为暴力行为提供了一个法律上的保证。

近年来 ,Leicester 大学的 Williams 和 Rogan Taylor

等人将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如何提出一些能够控制球

迷行为的做法以及球迷行为的评价标准研究上。

218 　从人种学角度的研究

Gary Armstrong 和 Rosemary Harris (1991) 从人种

学角度 (ethnographic approach)对 Sheffield United 的球

迷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暴力行为并不是球

迷的主要活动。研究认为 ,Sheffield United 球迷中的

闹事者本身并没有暴力倾向 ;在他们当中没有暴徒、

没有人受非主流文化的影响 ;这些球迷主要是受大

媒体和警方造成的恐慌而引起暴力行为的 ;通过对

现场球迷的观察结果表明 ,关于球场暴力的一些基

本数据与先前假设不同 ,因此 ,先前很多的研究是错

误的。

与 Armstrong 和 Harris 的研究相比 ,Richard Giu2
lianotti (1995)对苏格兰球迷的研究更具有理论性而

且提供了大量详细的数据。研究表明 ,许多针对于

英格兰球迷的研究得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具有普适

性。Giulianotti 认为 ,球场暴力问题不仅是由社会组

织结构而引起的 ,更多的是由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

因素而导致的。在 Moorhouse (1983 ,1991) 对苏格兰

球迷的研究中 ,也对英国球场观众暴力的理论是否

能直接应用到苏格兰球迷暴力问题中表示质疑。他

特别指出 ,英格兰和苏格兰在球迷与俱乐部的关系

问题上有所不同。他还对媒体对苏格兰球迷行为的

报道表示质疑 ,提出许多比赛场次球迷的行为被歪

曲报道 ,过分夸大事实严重性。

219 　经验研究

在足球暴力问题的研究上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

面临同样问题 ,即如何界定暴力行为 ,对暴力行为类

型如何定义 ,目前尚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定义方法。

例如 ,某一位学者确认为十分严重的暴力行为 ,对另

一位学者来说也可能只是一般性的侵犯行为 ,然而

对于处在当时那种状况下的记者也许就可能将其描

述为“毫无理性的谋财害命行为”或“野蛮的行为”。

即使使用摄像技术也帮助不大 ,因为记录下的镜头

最终还是要经过理论解释。

1960 年以来 ,理论上、研究上缺乏客观事实支

持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尽管在欧洲其它国

家的社会学者比英格兰的学者更加注重经验 ,但是

这些国家缺乏经验性数据的问题还是比英国要严

重。直到 80 年代中期 ,英国才有了有关足球暴力的

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等统计数据。要得到这样的数

据 ,一般都要从当地的警察局、私人足球俱乐部以及

一些曾经参与暴力行为的组织中获得。但是 ,由于

球场观众暴力行为的突发性 ,因此各种情况之间是

否具有可比性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球迷通常是以

“破坏社会安定”为由被拘捕 ,依公共秩序法案

(1986)审判。从这些数据来看 ,很难能够收集到有

关暴力行为造成的伤害程度等统计数据。

自英国颁布足球犯罪法案 (1991) 以后 ,各个地

区对于如何判定问题性质就有法可依了。然而 ,这

一法案所涉及的权限并不是针对暴力行为 ,而是针

对一些突发事件或种族冲突中的口角行为做出规定

的 ,而且警力的使用也是多种多样的。国家犯罪情

报调查局近年的报告显示 ,在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

析上的系统性、连续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基于对这

些数据进行分析得出 ,英国近年来的球场暴力水平

有所减轻。

2110 　欧洲其它国家的研究

211011 　意大利

在 90 年代 ,意大利米兰大学 Alessandro Dal Lago

和摩迪那大学 Antonio Roversi 分别对意大利球场暴

力问题进行了一些社会学研究。Dal Lago (1990) 认

为足球球迷行为从本质上讲是仪式化的 ,他的大多

数研究直接源于 Peter Marsh 等人的研究。他假设引

起球迷行为主要有 3 个因素 :第一 ,足球给球迷提供

了展示自己的特殊标志 ,能够将球迷与其它社会活

动的支持者区分开来 ;第二 ,意大利的足球比赛不仅

仅是两支球队之间的聚会 ,对于球迷来说 ,是球迷之

间不同礼仪风俗之间的对话 ,这种对话在特定的、可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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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场合下就转化为身体对抗 ;第三 ,足球赛场不

仅仅是提供比赛的场所 ,更像是球迷之间各种友好

的或敌对的仪式之间碰撞的舞台。他认为球迷之间

所谓的“战争”并不像中世纪时那么残酷、那么具有

血腥味 ,但是他们与中世纪骑士具有共同的“骑士”

精神 ,他们同样是用歌唱的手段代替武器或者拳头

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这种标志性的行为可以

称之为“言语”斗争的文化。然而 Dal Lago 也承认如

果是在赛场外发生双方球迷的对抗 ,就有可能演化

成真正意义上的暴力冲突。Alessandro Roversi 的观

点与 Dal Lago 的观点相反 ,他不认为球迷的暴力行

为那么仪式化。对于 Roversi 来说 ,当代的球迷简单

地将他们祖辈的对手看作是自己的敌人 ,继承了好

斗的传统 ,在许多比赛时出现暴力冲突。与对方球

迷进行对抗已经成为新一代球迷的传统 ,同时在赛

场外也是如此。

Alessandro Salvini (1988)主要对仪式化行为模式

的种种限制进行探讨 ,尤其是对在何种情况下会从

标志性的行为转变为更加严重、更具伤害性的行为。

Salvini 的理论模型在解释球迷暴力行为时更多地运

用了认知社会学习理论来进行分析。他在对意大利

球迷的研究中主要运用了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 ,主

要针对“性情温和”的球迷和行为比较激进的球迷在

思想上和态度上的不同之处。研究结果显示 ,意大

利激进的球迷反对称他们是球场暴力问题引发者的

这种假设 ;他们不承认球场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是由

于犯罪团体或者说是“恐怖分子”渗透到球场上而引

发的 ,同样他们也反对是由于家庭和学校道德教育

水平的下降而引起的这种说法 ,但同时他们也确实

承认 ,球场暴力问题与目前意大利全社会暴力问题

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有关 ,球场暴力问题的根源也

许并不出在球赛和球迷本身。

Bruna Zani 对意大利球场暴力问题也进行了一

些研究。他对一些社会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些直接导

致球场暴力问题原因表示反对。在访谈和问卷调查

收集数据的基础上 ,他提出 ,参与球场暴力行为与足

球俱乐部、低的教育水平和球迷之间的相似水平有

关。研究结果表明 ,球场观众暴力的一个典型特征

是 :球场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大多数是一些年轻人、失

业工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士 ,他们大多是俱乐部的

成员 ,而且将自己做出违规行为归结为外因造成的 ,

而不愿自己负责任。Zani 和 Kirchler 认为球场暴力

问题是发生在足球场内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在

这一点上他们与 Dal Lago 的观点相似。他们指出 :

“足球比赛通常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比较重视球

赛本身的观赏性和精彩程度 ;第二种情况是球迷观

看比赛的目的并不在于球赛本身 ,而是寻找一个与

对方球迷针锋相对的机会 ,以发泄心中的不满情

绪。”

Christine Fontana 在 Zani 和 Kirchler 提供的数据

基础上 ,对球迷暴力行为做了一些补充分析。他认

为 ,大多数球场暴力行为的实施者接触社会暴力的

黑暗面比较多 ,而且三分之一的球迷是由于缺乏家

长的关怀和教育而造成的。与 Zani 的观点相反 ,

Fontana 指出球赛本身有许多因素是直接导致球场

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 ,如裁判员的错误判罚就能导

致双方球迷的关系紧张而最终引发暴力行为发生。

211012 　德 　国

Hahn 从亚文化和寻求认同结合的角度来解释

德国足球暴力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他认为 ,对

于德国年轻人来说 ,实现自我价值变得越来越难 ;许

多亚文化所倡导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一些激进的行

为、反抗来打破旧的传统、制度、规章 ,甚至是艺术的

审美标准 ;在这种背景下 ,足球可算是为此提供了一

个方便而可见的平台。Hahn 指出 ,警察在赛场上巡

逻主要是为了控制秩序 ,但经常起到相反的作用。

足球场以及赛场周围的环境对年轻人来说越来越具

有吸引力 ,他们认为这些都能刺激他们做出暴力行

为。暴力行为日益增多 ,主要是针对赛场的服务工

作人员、对方球迷以及赛场内各种可能引发暴力的

因素。

Gunter Pilz 在访谈调查后指出 ,球场观众暴力的

发生实际上是许多年轻人由于在社会主流生活中不

能实现自我价值 ,对未来失去希望转而到足球场上

“寻求帮助”。他认为 ,德国足球迷之所以做出暴力

行为是因为德国社会制度的不健全、高压政治以及

“过度军事化”等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造成的。跟

Hahn 一样 ,Pilz 反对将足球暴力问题单纯的看作是

“法律和制度规范”的问题。他认为 ,靠社会强制措

施以及社会教育等手段不能解决足球暴力问题 ,除

非这些措施能够深入到社会采取的其它一些有效的

改善年轻人日常生活的措施中。他还指出 :“足球暴

力行为我们也能够解释为是‘正常的社会行为’,那

些骚乱的球迷分子也可被看作是一种新型自我价值

定位。只要社会总体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足球暴力问题就不可能减少。暴力问题对于体育和

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商业化和职业化起到了阻碍作

用。”

德国其他一些社会学者认为 ,德国球迷暴乱团

体表现出新纳粹主义的形象 ,赛场暴力行为属于种

族活动的再次爆发 ,但是许多人也认为 ,这种说法是

由德国媒体过度宣传而培育出来的 ,并不能反映球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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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团体的真实情况。

211013 　荷 　兰

Van der Brug 大部分实证性研究是对荷兰球迷

的人口特征进行调查的 ,并对荷兰球场导致暴力问

题原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分析。首先 ,他对 Veugel2
ers 的论点发出挑战 ,Veugelers 认为荷兰球场观众暴

力的起因与 Ian Taylor 所分析的英格兰球迷暴力问

题产生的原因有相似的社会和阶级背景。根据 van

der Brug 调查 ,两个国家球迷的行为方式和爆发的原

因是截然不同的 ,Veuglers 忽略了两个国家足球文化

的不同点。

Van der Brug 运用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来解

释荷兰足球暴力日益严重化以及某些犯罪增加等问

题。他提出 ,60 %的足球暴力问题都是由于缺乏有

效的家庭教育和“令人置疑”的教育经历两个主要因

素造成的。对于荷兰球迷 ,如果考虑他们父亲的职

业 ,应该属于社会正常职业分布 ,不像英国大部分球

迷的职业背景都是工人阶级。然而 Ver der Brug 却

认为参与暴力、犯罪行为的球迷其社会文化背景出

现了下降的趋势 ,学历和工作级别比起上辈人有所

下降。

荷兰学者 Russell 和 Goldstein 的研究是将所谓

的足球暴力者与‘非球迷’进行比较 ,目的是找出能

对两者进行区别的心理特征。他们对小群体样本

(60 名球迷和 43 名非球迷) 进行调查 ,发现精神狂

乱和反社会倾向的球迷要比非球迷群体大。据此研

究者总结到 :“荷兰球迷的行为除了表现出一些冲动

性和缺乏自我控制性以外 ,也表现出了一些追求刺

激的特征。球迷诉求能够以某种方式来改变目前这

种传统无味、重复性的行为 ,因为他们对此已经极为

厌倦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增加了球场暴力问题

出现的可能性。”

3 　结 　语

从作为民间游戏的古老足球到现代足球的几百

年间 ,球场观众暴力一直伴随足球左右。尽管历史

上曾经出现过为了遏止球场观众暴力而禁止足球比

赛的时期 ,但是相对来讲 ,过去人们对球场观众暴力

还是比较宽容的 ,当然 ,那时的球场观众暴力在发生

频率和危害程度上都无法与后来的情况相比。二战

以后 ,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球场观众暴力迅

猛上升的势头使得它逐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严重

的社会问题。作为足球流氓故乡的英国首先受到这

方面的冲击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研

究最多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紧接着球

场观众暴力由英国蔓延到欧洲其它国家 ,并发展成

为整个欧洲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英国专

家学者们率先开展研究并提出了球场观众暴力的一

些理论 ,欧洲其它国家在 80 年代中期也相继进行了

专门研究。目前研究认为 ,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阶

层、组织结构的差异 ,许多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得出的

结论在英国以外国家不能适用 ,甚至在英格兰也不

适用 ,目前依旧没有全欧洲统一适用的球场观众暴

力的理论模式。

虽然 90 年代以来球场观众暴力出现了下降的

趋势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热情。目前来看 ,虽然有一些自认为“较早就开始

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认为这一领域没有什么可研

究的了 ,但是这一问题还是和以往一样引起人们的

关注。也许随着英国球场观众暴力的减弱 ,欧洲其

它国家的球场暴力也会逐渐减轻。尽管现在欧洲国

家球场暴力问题的研究还在增加 ,但是社会学家们

发现 ,他们的国家还有许多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等

待研究。青年人犯罪和右翼势力日趋严重 ,都将威

胁欧洲许多国家社会稳定 ,这比起在球场上能看得

见而涉及人数相对较少的球场暴力问题要严重得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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