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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法在体育标语研究中的应用

孙继龙1一，石岩1
(1．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2．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摘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及逻辑分析对体育标语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研究认为：内容分析法是体育标语内涵、意义研究的基

础方法，也是贯穿整个体育标语研究的主线，同时综合语料库、编码、词频分析、帕累托分析及其他研究方法的应用，有助于从多学

科视角下对体育标语进行更为直观的描述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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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ntent Analysis in Research on Sports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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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are employed in this article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ports signs．It is believed that content analysis is the basic method for research Oil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sports

signs as well as the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sports signs．Meanwhile a combination with such research

methods鹪corpus，coding，term frequency analysis and Pareto analysis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description and under-

standing of sports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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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分析法概述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的突破向前推进的，认识研

究方法比发明、发现本身更重要⋯。因此，制定有效

的研究方法是认识事物的首要前提和基础。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口号(一般只有一句)，

具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特征心】。从国家政策的

发布与实施，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标语的应用已经深入

到各个领域，包括体育领域中。体育标语以一种视觉

语言符号，体现丰富的体育文化、精神及价值观内涵。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推动和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及体

育事业的发展¨J。为更深入地认识体育标语，选用较

为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内容分析法是对

其内涵、背景及意义分析的重要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字、口头及图像材料进行

基于定性的定量研究方法。其始于二战期间的军事情

报研究，经历了实践探索期、理论研究期、基本成形期

和发展完善期几个发展阶段【4J。

Berelson(1952)在《传播研究的内容分析》中，将

内容分析法正式定义为“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

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这

标志着内容分析法的系统化∞J。随后，Naisbitt(1963)

的《大趋势》一书使得内容分析法日渐成熟，新闻传播

学、政治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介入，以及

6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内容分析方法的在诸多

研究领域中得到应用与拓展哺J。

2内容分析法在体育标语研究中的具
体应用

对于体育标语研究，首先是体育标语资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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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理，其次是编码阶段，最后是运用内容分析的具体

操作方法对体育标语进行深层次分析。

2．1体育标语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2．1．1体育标语资料的收集

体育标语资料的收集主要通过网络、现场调查及

访谈渠道获得：(1)网络资源。以标语、体育标语、训

练场(馆)等关键词进行相关文献、图片的收集；(2)现

场调查。通过现场调查获得最为直接与感性的资

料n1；(3)访谈。体育标语出台途径、效果及评价等必

须通过人的主观感受才能获得。因此，相关人士的访

谈也必不可少。

2．1．2体育标语资料的整理

通过以上途径收集资料有文字类、图片类和有声

语言类三类。对不同的资料具有不同的处理途径与方

法。(1)文字类。主要根据其表述含义分为功能、作

用、文化、精神、价值等进行先期的分类与汇总，为后续

的编码与聚类分析奠定基础；(2)图片类。剔除不清

晰、重复图片，根据其内容人工转化为Word文档；(3)

有声语言类。转化为Word文档，为保证研究效度，在

进行转录时，要呈现出并遵从被访谈者的原意，还要根

据三角检验原则进行必要的交叉检验。

2．2体育标语相关资料的编码

编码是对已收集或整理好的体育标语相关资料进

行分析前的重要过程或阶段，编码可以使研究变得简

单且利于分析，有助后续研究的推进。在本研究的编

码过程中，主要有二级编码形式：

第一，将上述整理后有关标语或体育标语文本文

件，导入分析软件atlas．ti中，以备后续编码分析。本

研究以三个领域的体育标语为研究对象，即三个研究

领域(竞技领域、学校领域、社会体育领域)分别编码

为大写字母X、Y、z。各领域下不同分支以阿拉伯字

母，如01，02，03⋯⋯为编码代码。在对标语及体育
标语相关报道的资料中，主要论及标语功能、作用、精

神、文化、价值等反映内容及要素进行编码，分别以小

写字母a，b，C，d等，如有再下属集合，则以ao。，

a02⋯⋯．b。。，b02等为编码(表1)。
第二，对研究资料的导入与编码，先对导入的文本

资料进行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关联性编码。第一次编码

是为初步分析，当在一定背景或语境下分析时，需要对

体育标语内涵作进一步的分析时，有必要进行二次编

码问题。第二次编码与第一次编码的差别，仅体现第

三位置字母的大小写方式上。如Xla，X1A。举例如

下，如国家体操训练场(馆)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

从负开始，奋起直追”，首先是竞技训练类x1，其次是

警示运动员，归属于作用类即b类中，即此句体育标语

的编码为Xlb⋯⋯当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分析时，
它是在2004年雅典体操队失利的情况下，由管理者制

订，其语义体现了是以言语权势传达对运动员的一种

制度要求。因此，当其归属于上位概念制度层次时，且

当制度层定义为A时，那么这句的编码就变成了

X1A，即其涵意为竞技训练中制度类体育标语。

表1体育标语研究中的变量编码

第一次编码是为初步分析，根据其表面语义进行

简单归类。第二次编码是建立在第一次编码的基础

上，为更进一步聚类分析和进行差异性分析而设立。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就可以对所获得资料进行解

析，对相关编码进行词频统计。采取列表排序对体育

标语其深层内涵与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对社会发展的意

义进行探讨。

2．3体育标语的资料分析

语义分析与文本分析的思想与方法，也逐渐被应

用于体育理论研究中[8】，为体育标语研究提供理论参

考。

2．3．1 体育标语的语义分析

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有些话语

不是用来记述事情的，而是直接用来做事的，从而把话

语分为施行式和记述式，更侧重于从行为做事的角度

来看待语言。记述式的话语主要是用语句来表意，施

行式话语主要以言行事。记述式是隐蔽的施行式，是

广义的言语行为的一个子类，所有的言语都是行为。

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由三种行为组成：“言内行为”、

“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出合乎

语言习惯和有意义的话语，言外行为就是在特定的语

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或称语力

“言语行为力量”，言后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

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哺】。从言语行为的角度

来看，标语也是一种言语行为。

2．3．2体育标语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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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法，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而形成

的概念，是从语言、书写、词汇、语法、篇章结构等层面

对文本进行解读一J。

(1)中心词(语)分析法。

前苏联心理学家A．A列昂捷耶夫研究发现，理解

与记忆话语无须掌握一句话的全部词汇，只须抓住几

个“意义”支点，即“关键词”[1 0I，因此，关键词成为体

育标语表达意思的中心词(语)。

体育标语中的关键词还不等同于中心词，因为在

一个句型结构复杂的体育标语中，关键词可能有几个，

结合一定的语境背景才能确定其表达的中心意思，如

“奋力创新，争做雅典奥运冠军”体育标语中，关键词

有“奋力”、“创新”、“雅典”、“奥运冠军”等，但“奥运

冠军”则是引领全句，表达设定预期目标的意思，因

此，可以把其划定为目标任务类。通过中心词(语)的

确定，有助于对体育标语进行归类与分析。

(2)体育标语的语法结构分析。

体育标语的语法结构也存在一定规律，使得语义

分析成为可能，如“热烈欢迎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到

海埂基地训练”，从语法结构来看，“欢迎”是谓词，“热

烈”是修饰词，表达程度，“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到海

埂基地训练”是复合宾语，因此说本句是以欢迎为谓

词，主要表达欢迎类意义的体育标语。

对体育标语语法结构的分析，主要从谓词人手，结

合中心词、语境进行综合性分析。

2．3．3语料库分析法

语料库，通常指为语言研究收集的、用电子形式保

存的语言材料，由自然出现的书面语或口语的样本汇

集而成，用来代表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语料库已

经成为语言学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语言工程不可缺

少的基础资源¨1‘。

对体育标语应用语料库分析法，主要是通过以下

三个步骤进行：(1)建立体育标语语料库。运用内容

分析法的思想对体育标语进行编码、分类和整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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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统计。也称次数，是量化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指标。

通过词频数统计，可以更直观量化体育标语类型划分，

为后续的帕累托分析提供可能；(3)帕累托分析。帕

累托分析，是查找主次因素的直观图表的分析方法，是

现代质量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u引。应用帕累托分析

主要在分析体育标语内涵的同时，寻求体育标语设置

的主要和次要影响因素，对体育标语的背景、评估研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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