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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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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核心期刊收录的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６ 年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的 １４２ 篇文献为数
据来源，采用知识图谱方法，对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结果表

明，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热点包括球场观众暴力、运动员攻击行为、足球流氓、球迷骚乱和越轨行

为；演进脉络从体育暴力的概念界定、分类等理论研究过渡到对球场观众暴力、运动员攻击行

为、足球流氓等问题成因、影响因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进而细化到对体育暴力历史起

源、法律规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未来我国体育暴力研究应该采用整合的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

探讨，采用质性研究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探析体育暴力发生的心理机制，增加道德手段对行为主

体的约束，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法律手段对体育暴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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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暴力（Ｓｐｏｒｔ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是任何导致身体或
心理直接或间接受到伤害的行为［１］。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欧洲国家“职业足球流氓”问题突出，英国、意大

利等国的学术研究机构随即展开了对体育暴力问

题的探讨。国际运动心理学会（ＩＳＳＰ）曾倡议将体
育运动中的攻击和暴力行为作为重要研究方向之

一，并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至今，国外体育暴

力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理论和

模型、影响因素、干预和控制方法等方面，且在遏制

体育暴力的实践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

相比之下，我国体育暴力研究起步较晚，具有

明显的事件驱动性特征。社会发展给人们造成的

心理压力、媒介的渲染、人们对体育认识的极端性

及其追求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认同心理与体育暴力

的发生密切相关［２］。“７·１５”“３·２４”等体育暴力
事件发生后，学界掀起了体育暴力研究的热潮。张

鲲等（２００４）［３］、仇军等（２００４）［４］、石岩等（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５ － ７］对足球暴力、球迷越轨行为、球场观
众暴力等问题的研究丰富了国内对体育暴力问题

的认知。

任何科学研究的进步都有赖于前人研究成果

的积累，我国体育暴力研究亦是如此，面对当前仍

然严峻的体育暴力形势，总结我国体育暴力的研究

进展，梳理体育暴力研究热点和发展脉络显得尤为

必要。基于此，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Ⅴ知识可视化软件，
运用共词分析、共现分析的研究方法，解读我国体

育暴力研究的热点内容，揭示其演进脉络，并在此

基础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体育

暴力研究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均来源于核心期刊，检索策略为“题

名 ＝体育暴力 ｏｒ 关键词 ＝运动暴力 ｏｒ 关键词 ＝暴
力行为 ｏｒ关键词 ＝攻击行为（精确匹配）”，时间跨
度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６ 年，获得有效文献 １４２ 篇，检索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９ 日。
１． ２　 研究工具

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Ⅴ分析软件。该软件在绘制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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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科领域科学知识图谱，分析不同特征和类型的

知识网络以及识别和呈现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

态等方面具有较强技术和功能优势［８］。

１． ３　 研究程序
将检索到的数据从 ＣＮＫＩ 数据库导出，作为原

始数据。将数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Ｖ 软件，选择最小生
成树算法（ＭＳＴ）绘制图谱，记录关键词的中介中心
性和频次。中介中心性高的节点通常是推动研究

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９］。高频词通常被认为是领

域的研究热点，以此作为主要指标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热点
从表 １ 可见，关键词“球场观众暴力”“运动员”

“攻击行为”等具有较高频次和中介中心性，是我国

体育暴力研究关键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

体育暴力研究热点内容。

表 １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６ 年我国体育暴力研究高频次和高中介中
心性关键词（前 １０ 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１６（Ｔｏｐ
１０）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１ 球场观众暴力 １１ ０. ２５
２ 运动员 ８ ０. １１
３ 攻击行为 ８ ０. ２４
４ 足球流氓 ７ ０. ３４
５ 球迷骚乱 ５ ０. １６
６ 越轨行为 ５ ０. １５
７ 影响因素 ３ ０. １６
８ 体育竞赛 ３ ０. ２０
９ 青少年 ３ ０. ３１
１０ 社会控制 ２ ０. １２

２． １． １　 球场观众暴力
“球场观众暴力”是频次最高且中介中心性排

第 ３ 位的关键词，反映了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的主要
内容。理论研究方面，石岩（２００４）认为，球场观众
暴力是一种集群行为，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

应，社会安全阀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和更好控制球场

观众暴力有一定借鉴意义［１０］。此外，石岩等（２００９）
基于风险理论提出了我国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发生

模型，并对我国球场观众暴力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了

详细论述［６］。

在应用研究方面，石岩（２００３，２０１４）认为我国
应尽快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球场观众暴

力，并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方略（多疏少堵、遏制、爱

的教育）和主要的处理方法（球迷自律、球迷协会整

治和观众实名制）［７］［１１］。此外，史敏等（２０１５）研究
表明，针对不同类别的球迷，采用不同的情绪控制

方式，对于预防和遏制球场观众暴力有一定的

效果［１２］。

我国球场观众暴力研究侧重于分析其发展现

状、趋势、危害性以及遏制策略，该类相关研究成果

最为丰富，但也面临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球场

观众暴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多来源于国外研究成果，

尽管这些理论较为客观地解释了球场观众暴力的

本质、发生机制，但未能充分揭示球场观众暴力发

生的全过程，不同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各有侧

重。集群行为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受到群体心态的

影响，领导者是集群行为产生的关键，但是其并没

有解释领导者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引导群体行为，

并且基于我国文化背景下的球场观众暴力理论体

系尚未建立，如何客观地评价我国球场观众的认知

与行为仍需探讨。此外，在众多影响球场观众暴力

产生的因素中，未有充分的数据可以证明哪些影响

因素最终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现有的遏制策略

对球场观众暴力的干预力度还不够，尚未建立起完

整的球场观众暴力遏制策略体系。

２． １． ２　 运动员攻击行为
“运动员”与“攻击行为”具有同样高的频次，中

介中心性排第 ４ 位和第 ９ 位，连接了“篮球竞赛”
“青少年”“裁判工作”“反应性攻击”等多个关键

词，形成了运动员攻击行为研究知识网络，研究内

容集中在运动员攻击行为现象的描述和影响因素

两个方面。

运动员攻击行为主要集中在男子足球或篮球

赛的比赛中，人员涉及场上队员、替补队员、教练员

和官员等。张东（２０１０）指出，运动项目和性别是大
学生运动员攻击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体能类与同场

对抗类项目其攻击性水平要高于隔网对抗类项目，

男生攻击性水平要显著高于女生［１３］。吴颖等

（２０１６）发现，男女大学生运动员在总体攻击行为上
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大学生运动员在身体攻击

强度上高于女性大学生运动员，女性大学生运动员

的言语攻击强度高于男性大学生运动员，大学生运

动员在消极情绪状态下比积极情绪状态下总体攻

击水平更高［１４］。

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环境因素对攻击行为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１）项目差异，在身体接触较多、
对抗激烈的运动项目中，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就越

大［１５］；（２）比赛特点，张超等（２００８）研究证实，在足
球比赛中比分是胜两球时，胜队与负队的攻击性行

为次数没有差异，当比分是胜 ３ 球及以上时，负队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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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行为次数要明显多于胜队［１６］。在对主客场

条件的研究中，客队在比赛中动作的攻击性高于主

队，比赛时间、气温、观众、噪音等都对运动员攻击

行为产生影响［１７］。

他人因素方面，主要是指与运动员接触并对运

动员产生影响的人，包括教练员、队友、裁判员等。

年轻运动员通过观看比赛对其他运动员的攻击性

行为产生认同，进而学会应用攻击。教练员的指

责，增加了队员的心理负担，造成心理状态的不稳

定，而裁判员的错判、漏判或故意“黑哨”等不公正

的判罚是导致运动员攻击行为的直接诱因。

个人因素方面包括运动员唤醒水平、道德和价

值观念、技战术水平的发挥等。唤醒水平是运动员

攻击性行为的准备机制，当运动员受到技战术水平

发挥失常或因挫折而受到否定的社会评价时，运动

员身体唤醒水平就会被激发或者提高，当较高的唤

醒水平与内心的攻击意图结合时，更可能产生攻击

行为，而低水平道德归因的运动员比高水平道德归

因的运动员更富有攻击性。此外，个体行为的产生

与体内生理作用是分不开的，睾酮与攻击行为的重

要相关已经得到证实［１８］，单胺氧化酶（ＭＡＯＡ）、多
巴胺 Ｄ４ 受体（ＤＲＤ４）、儿茶酚氧位甲基转氨酶
（ＣＯＭＴ）等候选基因与个体攻击行为的发生存在显
著关联［１９］，但是现有研究仍未能充分揭示具体遗传

基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

２． １． ３　 足球流氓
“足球流氓”在高频关键词中排第 ４ 位，中介中

心性排在第 １ 位。足球流氓是无论比赛进行如何都
表现出与足球运动相联系的人际间流氓行为的一

类人，其目的是为了表现出男子汉气概、地域斗争

和寻求刺激，具有次数众多、暴力严重、种类繁多、

无处不在的特点，酗酒、运动员之间的身体冲突、裁

判的判罚、失业等因素对足球流氓行为产生影响，

足球流氓团体中形成的亚文化及男子气概是其群

体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２０］。足球流氓组织

和参与的球迷骚乱是球场观众暴力发展的最高阶

段［５］。石岩等（２００７）研究认为，足球流氓问题有进
一步向犯罪学领域发展的趋势，其成因除了表现在

社会环境、关键性心理因素以及球场 ３ 个方面外，还
表现在足球流氓文化模式的差异性、足球流氓的社

会阶层和个性心理因素等方面［２１］。欧洲各国均对

其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并实施“黑名单制”，把在球

场蓄意滋事的球迷录入档案，进行重点管控。

２． １． ４　 球迷骚乱
“球迷骚乱”出现的频次排在第 ５ 位，中介中心

性排在第 ６ 位，与“自我认同”“防治策略”“模型建

构”等关键词相连。足球骚乱是一种集群行为，失

控的球迷是运动场骚乱的核心人物，球迷行为与其

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及其多种社会因素有着密切

关系，过激行为的产生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社会

分层、社会结构和各种社会问题密切相关［２２］。心理

竞争是球迷骚乱群体愤怒情绪得以相互传染、情感

得以强化的根源［２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到自我认同对球迷骚乱和暴力行为的重要相关，球

迷暴力行为既是球迷对自己的一种绝对而全面的

自我肯定，也是对“对手”的否认，是球迷实现社会

认同的一种方式，能够构建产生社会意识和团结的

集体记忆［２４］；石岩等（２０１５）研究指出，球迷集体身
份认同与球迷暴力存在着正相关，也是解释球迷暴

力行为的重要变量［２５］。面对我国日益庞大的球迷

群体，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的球迷研究将更有助于理

解球迷的心理和行为。

２． １． ５　 越轨行为
“越轨行为”在高频关键词中排在第 ６ 位，中介

中心性排在第 ７ 位。仇军等（２００４）指出，球迷集群
类因素、裁判判罚类因素、球队管理类因素和赛场

管理类因素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上多元交互、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对球迷行为越轨产生影响，提出

把习惯风俗、道德规范等“软调控”和法律法规“硬

调控”结合起来，把球迷越轨行为的防范与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员、管理人员赛场行为的规范建设结

合起来，以减少球迷越轨行为的产生［４］。张大力等

（２０１３）指出，观众越轨行为具有非理性、隐蔽性、集
中性、持续性的特征，遏制球迷越轨行为应从球迷

文化入手［２６］。韩新君等（２０１３）则将运动员越轨行
为分为情绪宣泄型、利益驱动型、精神满足型和偏

激盲动型，从运动群体文化、运动员权利保障和运

动员成长过程等方面分析了运动员发生越轨行为

的原因，提出了相应对策［２７］。

“影响因素”“体育竞赛”“社会控制”虽然是排

在第 ７ 位、第 ８ 位和第 １０ 位的高频关键词，中介中
心性在第 ６ 位、第 ５ 位和第 ８ 位，但却集中反映了我
国体育暴力研究的侧重点。“青少年”虽然频次排

第 ９ 位，但是其中介中心性却排在第 ２ 位，石岩等
（２０１３）对青少年体育暴力测量维度的建构［２８］以及

石岩等（２０１５）对青少年体育暴力的个案研究［２９］，都

将研究视角关注到青少年人群。

２． ２　 我国体育暴力研究演进脉络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３ 年间关键词“体育暴力”“攻击行

为”“运动员”“球迷骚乱”等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

性，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有项世新（１９８７）对体育
暴力成因的研究［２］、白君玲等（１９８８）对球迷骚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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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过程与管理对策研究［３０］。研究内容涉及体育

暴力概念、分类、成因与对策，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

为后续我国体育暴力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年间呈现的关键词有“暴力冲突”
“球迷现象”“狂热行为”等，突显了球迷现象成为这

一时期研究重点。宋凯（１９９６）指出，足球运动之功
能与球迷需要相契合，形成价值同构，是构成球迷

狂热、形成球迷现象的本质原因，建立和扶持球迷

协会是对球迷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最佳途径，球迷现

象应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其进行引导和

教育［３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年间出现了多个高中介中心性的
关键词，形成了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的热潮。代表性

的研究有刘志民等（２００２）对英格兰足球流氓暴力
行为产生原因的研究［２０］、仇军（２００４）对运动竞赛中
球迷行为越轨成因与防范对策的研究［４］以及石岩

等（２００７）对球场观众暴力的发展趋势、研究进展与
遏制策略的研究［５］。这一时期受职业联赛赛场上

暴力事件的影响，对体育暴力成因、影响因素和应

对策略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间出现了与其他学科紧密相关
的关键词，如“体育犯罪”“抗辩事由”“身体暴力”

“测量维度”“数值仿真方法”等。这一时期，对于体

育暴力问题的历史起源、法律规制和研究方法的创

新备受学者关注。吴玉萍（２０１２）认为，刑法应当介
入到竞技体育暴力行为，这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

求、社会公众的要求以及国外司法实践的做法［３２］，

风险自负作为体育领域常见的抗辩事由，其适用范

围直接决定着体育暴力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决

定着体育暴力刑法化的进程。西方竞技体育中身

体暴力的演变体现了竞技体育文明的进程，并伴随

着身体暴力的扩大化、泛化，竞技规则的建立体现

了对身体暴力的控制［３３］。此外，基于研究方法的创

新运用，石岩等（２０１３）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青少
年体育暴力测量维度进行了理论建构，并对青少年

体育暴力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２８］，史敏等（２０１５）采
用数值仿真方法和动力学方法“动态”刻画了球场

观众暴力的演化规律，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对球场

观众暴力研究的不足，并使得人为干预球场观众暴

力定量化［１２］。

２． ３　 我国体育暴力研究发展趋势
２． ３． １　 理论层面

体育暴力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集群行为，而在集

群行为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了整合化的理

论对其进行解释。薛婷等（２０１０）通过对现有集群
行为理论的梳理，尝试建立了“集群行为理论的整

合模型”，用以解释集群行为发生与发展的完整过

程［３４］。Ｚｏｍｅｒｅｎ等（２０１２）整合行为应对理论，将集
体身份认同、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作为核心变量，

提出了集群行为双重路径动力理论模型（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ｕ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ｏｐｉｎｇ），集体身份
认同通过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两条路径影响集群

行为［３５］。在对集群行为参与动机的解释中，双路径

模型（Ｄｕａｌ －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Ｍｏｄｅｌ）理论得到了广泛的
运用。

运用整合的集群行为理论模型解释体育暴力

行为目前看来是可行的，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

识到，球迷集体身份认同是球迷行动的心理基础，

也是解释球迷暴力的重要变量，只是现阶段对球迷

身份认同这一概念的多维建构尚未形成共识，尝试

建立基于认知、情感、行为多维度的球迷身份认同

的测量工具，将是整合集群行为理论解释不同层次

和不同类型体育暴力的关键和突破口。

在攻击行为研究中，社会认知取向研究的不断

发展，心理学对攻击行为的理论探究更加深入。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２００２）在整合前人关于攻击行为研究
的理论观点及早期一般情感攻击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般攻击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３６］。
这一模型从攻击行为的发生过程和攻击性人格的

形成过程两个方面阐明个人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

的相互作用对个体的长期影响，分析攻击行为产

生、维持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情境因素和

个人因素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生理唤醒影

响个体当前的攻击准备状态，唤起个体对攻击行为

的思考、解释和决策，最终形成攻击行为或非攻击

行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又会作为反馈变量继续影响

和改变个体与情境变量，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攻

击性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则是个体从自身生活经验

中建构起来的知识结构的发展、自动化和强化过

程，同时受到个体生物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在未来运动员攻击行为研究中可借鉴一般攻

击模型理论，在探讨运动员攻击行为产生过程时将

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相结合，实现从运动员攻击行

为产生的直接原因入手，分析直接原因如何影响运

动员当时的内在状态，再分析内在状态对运动员决

策和评价的影响，直至行为产生，层层深入，全面具

体，进而有助于对运动员攻击行为产生原因的全面

解释。同时，在攻击行为的预防和干预研究中，一

般攻击模型认为，随着生活经验的增加，个体基本

上是依据已经演练好的、可利用的且难于改变的知

识结构对社会环境进行解释，因而要改变年龄较大

的人的高攻击性，难度较大，预防和干预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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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在年龄相对较小的时期。因此，在如何减少运

动员攻击行为的研究中，尤其是对青少年运动员，

应建立完善的预防和干预体系，帮助其提高自身认

知、培养健全的人格，减少攻击性人格发展的可能。

２． ３． ２　 方法层面
近年来，质性研究、数学模型的方法在体育暴

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采用质性研究方

法的原因在于个体行为的产生与其所处的文化背

景、生活经验、个性特点密切相关，只有深入探究当

事人行为产生的心理变化，才能准确地找出影响其

行为的相关因素和应对方法。质性研究在个体及

社会心理层面上，对涉及与运动参与相关的心理状

态与过程、情绪反应、思维及态度等方面显示出更

多的话语优势。刘瑾瑜等 （２０１４）［１５］、石岩等
（２０１５）［２９］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运动员攻击行为
和青少年体育暴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

的研究成果。

非线性科学对开放、演化以及非线性的复杂系

统的研究为探讨集群行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有

价值的工具。Ｈａｋｅｎ（２００１）指出结合高质量测量工
具、概率论和非线性科学的数学模型有可能对革命

活动进行预测［３７］。史敏等（２０１５）运用常微分方程
定性、稳定性理论、集群行为理论、情绪感染理论以

及传染病学和数学中经典的传染病模型，建立了描

述球场观众暴力演化规律的动力学模型和预测球

场观众暴力趋势的动力学传播模型，刻画了球场观

众暴力演化发展的规律，根据数学模型的仿真结

果，寻找最佳预防和遏制球场观众暴力的措施，使

得人为干预球场观众暴力定量化［１２］。这种以复杂

系统思想为指导，基于客观对象的建模方法整合了

微观个人行动、个体间交互作用以及宏观整体模

式，为探究群际冲突的基本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

具，通过演绎推理和分析求解的过程实现对事物发

展趋势的预测，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优化的策略。

２． ３． ３　 应用层面
从实践角度来看，遏制体育暴力事件的发生是

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的意义所在，道德和法律作为维

护社会稳定的基本社会规范，在体育领域同样发挥

着重要的调控和约束作用，体育法律禁止和制裁的

行为，必然也是体育道德谴责和唾弃的行为，体育

法律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体育道德培养和倡导

的行为。因此，在体育暴力遏制策略中应增加道德

手段来减少体育活动中的不良行为，实现对体育参

与主体的“软约束”，同时强化法律手段对体育暴力

行为的“硬约束”，以德治和法治构建起体育暴力遏

制策略体系，实现对体育暴力发生过程的源头预

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

道德手段主要依靠个体的内心信念、自律意识

对人进行约束与规范，属于主体内在的自我行为，

是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

和道德觉悟，在遏制体育暴力发生时起到源头预防

的作用。在观众入场前对其进行文明看球教育能

够起到很好地预防球场观众暴力的效果［１２］。增强

球迷自律，这也是在道德层面上对球迷提出的要

求，但是道德对行为主体的处置力度相对薄弱，对

人的制约效用要小，因而在对体育暴力事件的过程

控制和末端治理阶段需要法律手段的“硬约束”来

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法律手段对体育暴力的治理主要体现在行业

内部处罚和行业外部的处罚。在行业内部自治框

架下，我国职业联赛赛场上形成了“球迷闹事、俱乐

部受罚”的模式，观众往往不会受到太多的约束，后

果多由俱乐部承担，处罚手段也以罚款为主，这样

的做法难以收到预期的治理效果。行业内部的竞

技规则同样是规制运动员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但

是现有的竞技规则对是否产生伤害后果的行为处

罚未作区分，对伤害行为的处罚过轻，不足以对违

规者造成惩戒［３８］。正是竞技规则处罚体系没有重

视对严重违规者的处罚，更没有从预防的角度去制

定详尽的违规处罚规则才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暴力

事件发生。因而，在行业内部自治中应完善规则本

身，加大处罚力度，制定出更加严谨、严厉的违规处

罚规则，对闹事球迷和失职的赛场管理者进行严厉

处罚，区别对待运动员有无伤害后果的严重犯规，

根据不同程度和性质的违规，制定相应的罚款和

禁赛。

在行业外部的处罚中，尽管我国在遏制体育暴

力方面已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也将扰乱大型比赛秩序的行为纳入到处罚的范

畴，理论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在实际运用中，

对体育暴力的约束仍显不足，同时体育运动存在规

则允许的前设性条件，对体育运动中的暴力行为的

主观故意不同于普通伤害行为的主观恶性。无论

是依靠行业内部自治还是诉求于民事诉讼，均在争

端的解决及处罚间暴露出弊端，在内部救济的无力

性以及外部救济的局限性难以阻却体育暴力蔓延

趋势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将严重的体育

暴力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体育暴力的程度与刑

罚标准进行对应量化将成为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的

重要议题。

３　 小结

（１）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热点包括球场观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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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运动员攻击行为、足球流氓、球迷骚乱和越轨行

为，内容涉及体育暴力成因、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等方面。

（２）我国体育暴力研究演进脉络从体育暴力的
概念界定、分类等基础理论研究过渡到球场观众暴

力、运动员攻击行为、足球流氓等问题成因、影响因

素及应对措施等应用研究，进而发展到对体育暴力

历史起源、法律规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３）未来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理论上应采用整合
的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方法上采用质性研究

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探讨体育暴力发生的心理机制，

应用上增加道德手段对行为主体的约束，完善现有

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法律手段对体育暴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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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际运动医学与健康学术论坛在成都体育学院举行

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学分会、运动生理与生物化学分会和成都体育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国

际运动医学与健康学术论坛”于 １０ 月 ２５ － ２８ 日在成都体育学院举行。这是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为
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加强中国运动医学与健康事业同国际的交流合作而举行的一次学术

盛会。此次论坛恰逢成都体育学院建校 ７５ 周年，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以色列以及国内运动医学
方面的专家和学者等近 ５００ 人出席大会，分享运动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助力学校运动医学一流学科的
建设。

消息来源：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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