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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狂下的释放与诉求 ： 球迷集体骂人现象探析
钱宗梅
（ 南通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 眼下球场上的京骂已成为一种共同发泄与表达的符号，这不仅导致了球迷价值观的偏移，还易形成
语言暴力与语言污染，如果不加强管理与引导势必加剧文化暴力和社会暴力，诱发球迷骚乱。因此，必须明确
相关主管单位，加强球迷群体组织与管理，加强安检与场内监控并及时固定证据，多征集并鼓励使用加油助威
口号和歌曲，使得球迷情绪文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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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lease and Appeal of Fanatical Fans： 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Fans’Collective Yelling
QIAN Zongmei
（ School of Sports ＆ Science，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Jiangsu 226019，China）

Abstract： Now mandarin Chinese slang has become a common symbol of venting anger，which not
only led to the deviation of fans’values，but tended to form the language violence and social violence． Without proper management and guidance，it will inevitably intensify cultural violence and social violence and induce fan riots． Therefore，related authoritie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fan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strengthen the security check and the field monitoring，and seize evidence timely． Solicitation and the use of slogans and more songs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order to release fans’emotions in a civilized way．
Key words： fans； mandarin slang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mandarin slang language； release and
appeals； harm
成千上万名球迷穿着同样色彩的衣服，划着整齐手势，合着同样的节奏同仇敌忾地呐喊“傻 × ”、
“呆 ×”、“操 × × ”时，那不约而同、义愤填膺的气势及尴尬字词真是应了贾平凹的那句话： 足球场是城
［1］（ p36）
市的“公共痰盂”，这是一个可以骂、可以任意发泄情绪的地方。
但球场毕竟是公众场合，是一个国
家或城市最活灵活现的名片，它展示和关系着国家或城市的形象 。北京工体作为北京国安的主场曾出

现过全场 5 万人齐呼“京骂”的壮观景象，五棵松篮球馆也分别于 2012 和 2014 年因京骂而被罚款 11 万
和 4 万。如此直白、粗鄙、肮脏的“京骂”与“地方骂”在职业联赛 20 年间不仅没有收敛、遏制，反而愈演
愈烈并席卷全场，乃至全国，这不得不让人对该迷狂行为产生好奇与深思 ，这是本研究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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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球迷及其分类与特征分析
1． 1

球迷一般情况调查

笔者曾经在国内若干赛场做过现场问卷调查 ，发现现场球迷中以男性、未婚青年为主，在接受调查
15 － 34 岁人员占 79． 1% 。他们中以学生和公司
的 651 名球迷观众中男性占 81． 7% ，未婚者占 63． 4% ，
职员为主，大多拥有高中、中专、大专学历。这群血气方刚，易感染、易冲动、好模仿的年轻人崇尚媚俗，
不善自控。在山呼海啸的球场气氛中，让他们独善其身是何等不易，他们甚至把“京骂 ”当成一种时髦，
20 年间京骂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流遍大江
以互喊“京骂”当作有“派”来加以炫耀自己。正因为此，
南北，“发扬光大”带出了诸多地方骂。如今，京骂已经成为中国球市的特有语言，而且京骂沦为国骂已
不仅仅是足球与篮球的悲哀。
1． 2 球迷的分类
球迷一直被喻为场上的主力军之一 ，他们对运动项目与运动员的支持及对赛场气氛的渲染起到了
功不可没的作用，但这一群体中的人员是怀着各式各样的心理态势与目的来看球的 ，他们具体可划分
为： （ 1） 感受现场气氛型。喜欢现场看球的热烈气氛。（ 2） 迷恋球星型。对某球星十分崇拜、迷恋，一般
学生或女性群体较多。（ 3） 求知结果型。对运动项目有一定了解，
想第一时间知道比赛结果。（ 4） 宣泄型。
迷恋现场热烈气氛，
并想通过现场呐喊宣泄心中某种情绪，
时常表现出狂热行为，
心理因素不稳定。（ 5） 归
属型（ 求同型） 。支持某球队，
一般为当地球队，把球队的荣誉视为自己的荣誉，对比赛结果很重视。以上
迷恋球星型、
宣泄型与归属型球迷心理倾向十分明显，
情绪外露，
很容易受感染并产生过激行为。
1． 3 球迷群体的特征分析
1． 3． 1

冲动、易变和急躁

孤立的个体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 ，而群体则不具备，群体几乎完全是受无意识动机支配
的，对他们的行为影响更大的是脊髓神经 ，而不是大脑，群体的行为与原始人非常相似，在现场某刺激因
［2］（ p17 － 18）

素的作用影响下，他们极易表现出冲动和急躁。

年轻气盛使得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甚 。 数量
，
上的优势又给予他们一种认为自己势不可挡的感觉 孤身一人时可能会理智、克制，但在成为群体一员
后，特别是群体数量庞大时，他们会意识到人多势众赋予的强大力量 ，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此时如
果有不良因素的刺激，球迷会像狂暴分子一样引发骚乱 。随着场内比赛进程的发展与赛场气氛的变化 ，
球迷群体还会表现出多变性，而这种多变性使对他们的管理与控制变得更为困难 。
1． 3． 2

易轻信和受暗示

群体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时，意外事件一发生，高度刺激打断了他们的正常秩
序，于是群情骚动、激愤，骚乱或冲动行为在所难免。在这种高度情感支配下球迷群体的理智瞬间被冲
淡，从而失去批判能力，形成的暗示会迅速地相互传染，且很快传入所有球迷大脑，球迷群体的感情会在
顷刻间达成一致性倾向，所有处在同一暗示影响下的人都会轻信同样一个信息 ，哪怕这不是事实，因为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似乎是数不甚数而且各不相同的 。 这样，群体都在无意识的边
界游荡，由于传染受到的曲解是同样的，已经进入大脑的思想都倾向于变成行动，都想为此做点什
［2］（ p21 － 22）

呐喊抗议甚至攻击变得理所当然 。
么。
1． 3． 3 情绪的夸张与偏见
群体中的个体很像原始人，这无论从装束、表情还是反应都能看出，他们情绪夸张且简单，很容易受
感染，一群人在一起既没有怀疑也无质疑 ，很容易走向极端，有时猜疑一旦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
驳的证据，引来大家的附和，将群体带向群情激愤。这种夸张情绪会促使偏见产生，通过对多位球迷的
采访不难发现，不少球迷包括球迷会长认为赛场中的辱骂或冲突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他们对这种行
为不仅表示认同，甚至“自豪”。球迷们的这种社会道德准则与认知度无疑对球迷群体的辱骂与冲突行
为起到了助长作用。上海蓝魔球迷协会会长徐锋在一次球迷群体冲突中受伤 ，但他在谈及此次事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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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球迷群体之间发生冲突是很正常的事情 。
任何夸张情绪与过火行为也不足为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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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反常规行为在他们眼里却是理所当然，所以

精神一致性且倾向性非常明显
球类运动是球迷的精神寄托，是他们的精神图腾。 周末比赛，球迷时常从周一开始就憧憬、期盼。

1． 3． 4

当不认识的男女老少聚在一起时 ，大家都会有一种真实的切身感受 ： 同仇敌忾、热血沸腾，大家都像一个
［3］（ p8）
此时，他们的思想和情感都朝一个固定的方
个战士一样和自己所拥护的球队或球星一起在战斗 ！
向转变，个性消失。对于某些球迷，特别是女球迷，球星的吸引力与赛场气氛要远远超过比赛技战术层
面的解读，处在一个激情似火的情绪中，偶然的失利有时都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更不要说某些关
键场次的比赛。大家来到球场，就是为了胜利！ 渴望胜利，与家乡球队或偶像球星并肩作战的决心十分
执著，此时的失败、委屈或平局都成了不能承受之重 。

2． 京骂的语言特征与优势
与口腔运动有关，骂的人舌尖翻云覆雨，吐出爆破感极强的京骂字眼儿，那叫一个痛快。不仅如此，
［4］
从女孩到女人，也都一字排开，形成了京骂队伍的生猛后备军。 数万人像被打了鸡血似的，和着同一
个节奏发出共同的声音： “牛 ×”、“傻 ×”、“呆 × ”！ 顾名思义，京骂由北京而起，它混杂着赛场上的助
威、对平日郁闷的发泄和中国特定城市文化根深蒂固的傲慢而起 。 京骂字少、生动、易记、好模仿、指向
性强，符合骂人者当时的愤懑、贬损、鄙视与攻击心理，以足够有力的表达方式来宣泄球迷在比赛现场那
种高度兴奋的情绪和激昂的情感 。现如今，京骂已变成了一种共同发泄与表达的符号。 据脏话学者研
究发现，脏话的发音模式一般是“摩擦音 + 爆裂音 ”，它能使发出的声音多出一种粗砺、情绪化的特质，
适合表达粗犷激愤，适合集体发泄的激昂吟诵。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教授郭晴也认为 ： 京骂之所以流行
是因为意义明确、简洁，它就像网络语言，指向性强，容易被大众所认同和理解，在表达上很形象和简洁。

3． 集体骂人的释放与诉求
心灵的归属
人是集群动物，天生必须在人类群体当中才能生存下去 。现在的独生子女生下来便只有一个 ，天然

3． 1

地缺少“集群”的基础，难以在包围着的大人中间找到同伴的感觉 。 所以，他们要走出家门寻找同伴，球
［5］
场就是一个很容易找到同伴的地方 。 虽然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大家共同支持某球队，穿着同样色彩
的衣服，带着同样色彩的头饰，所以大家很容易和身边的陌生人成为朋友 ，并在内心深处感觉我们就是
一伙的。这样不仅可以免于孤独恐惧感，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还能一起呐喊、谩骂，一起为自己的球队
或心目中的英雄（ 球星） 加油助威，在这种即时性的集群行动中满足各自所需 。 一位球迷曾经在访谈中
谈到，他自己虽然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踏入比赛现场的感觉就是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 ，他在这种环
［6］
境中会变得疯狂，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没有人会嘲笑他，不会把他看作疯子。 成千上万人在一起，合着
同样的音节和节奏，大伙儿都感觉自己拥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且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种体验在

平日、其它地方是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很多球迷都在追队与追星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
3． 2 情绪的释放
巴赫金认为，就心理机能而言，谩骂具有“释放”功能。它是一种自由意识的突然放纵，一种心理的
［7］
解脱、心灵的松弛，一种移除压迫的快感，一种释放能量的途径。 曾有一位心理学专家说过，当你在上
千或上万人的看台上会情不自禁地随着此起彼伏的声浪而呐喊 ，这是完全参与其中的心理情绪的宣泄 ，
［8］
给人们提供了去释放文明压抑下的野性的合法合情又合理的场所 。 在采访的各中超球队的球迷中，
观看比赛时每场必骂的球迷高达 60% ，只是偶尔会骂人的大约占到了 30% ，无论如何都不会骂人的仅
［9］
仅占了 10% 左右。 看来情绪已经是球场的一部分，那种撕心裂肺、简单的呐喊就是球迷最直接的宣
泄，有人认为中国人活得太压抑： 房价、物价奇高，就医看病难，生活缺乏保障，外有老板、上司的气，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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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的气，气积压到一定程度总要找地方出，其实京骂已超越体育范畴，它是公众不良情绪的爆发口。
绝佳的体育场能让人忘掉老幼尊卑 ，肆无忌惮地疯狂喊叫却无人质疑你是“神经病 ”。 北京市社会科学
院体育文化中心金汕主任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源自北京下层文化的国骂，现在全国流行，迎合了现代人
［10］
压力大、寻求宣泄的心理需求。 甚至平日温文尔雅的文弱女生一旦进入球场 ，也会被那种热烈的气氛
所带动而摇旗呐喊、高声叫骂，她们感觉在赛场外不能做的事儿在这做了不仅不会招人侧目 ，而且喊过
之后特别痛快、过瘾。
3． 3

英雄的崇拜

和平时代球星成了懵懂少年与青春少女的英雄 。2013 年 6 月麦迪到中国湖南，中国球迷纷纷赶赴
机场与酒店想一睹真容，其中一位 20 岁的球迷表示，他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麦迪，并将麦迪视为自己唯一
的偶像，他说： “今天能见他一面，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初恋，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科比来华时也有女球
迷因为第一次有机会离科比这么近而激动得从头到尾都在流泪 。 科比、C 罗、贝克汉姆、梅西的无限风
情有几人能挡？ 迷者如斯，可谓走火入魔，如日本影迷，听说山口百惠结婚了，当天自杀 6 人。迷们的言
行可谓反常规，球迷对于球星的迷恋常常超出常人的想象与理解 ，如巴西球迷见到丢球痛砸电视机，还
有见到赢球激动得竟将怀里的孩子抛起来扔下了楼 。一些球迷，特别是女球迷们连基本的“越位”、“定
位球”都不懂，却买了球赛的全年套票，于他们而言，看到迷恋的球星才是主要目的，心目中的英雄在场
上驰骋的风采与拼搏的英姿能让他们疯狂 、倾倒，甚至球星的一言一行，所用物品等都是他们关注的焦
点。由此可见，球迷们对于球星的迷恋与关注非同一般 ，如果他们的英雄在场上有什么不利情况，如受
到攻击、裁判误判时，极有可能引起他们的辱骂，甚至攻击。
3． 4 宿怨的报复
德比战在比赛开始前双方球迷就开始了口水战 ，使得比赛充满了火药味，把比赛气氛渲染得剑拔弩
张，这种积存下来的宿怨与不快使那些场次比赛的安保成为重中之重 。 曾经在大连实德和沈阳金德的
比赛中，由于对裁判判罚不满，实德球员采取了罢赛的举动。赛后林乐丰表示： “我真是太庆幸了，如果
我让球员继续比赛，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裁判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 有球迷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准备
［11］（ p246）
主客场制不仅成了球员你
好了石头、棍子等，一开球他们就肯定闹事，继续比赛就要出人命了。”
，
，
、
来我往的战争 也成了球迷的争斗 这种你来我往 日积月累使得球迷心中积存了诸多宿怨 ，而且这种宿
怨的争斗只有在球场内外才能展开 、见分晓，所以有人说这些球类运动成了和平时代的战争，去客场成

了球迷别样的旅行和战争的需要 ，而战争的开始往往就是彼此的互骂。 泛起的咒骂声不断诱惑着有骂
人欲望者的加入，特别是对于年轻有宣泄欲望的球迷 ，随着队伍的日渐壮大，他们的气势越来越盛，越发
理直气壮，也越可稀释常人扮演独角恶棍的怯懦 ，这也是他们想看到的。
3． 5 成功的渴望
球迷们用最简洁的呐喊摧毁对手的意志 ，希望形成对对手的压迫感，特别是在他们支持的球队处于
劣势或他们感到他们支持的球队或球星受到不公正待遇时 。永不畏强手、和对手死磕到底的精神是运
动员应该发挥的风格与精神，但球迷在此的心理一点也不逊色，他们也有这样的信念，因此球场上经常
能听到“闹他”、“跟丫死磕 ”的呐喊，甚至这场输了，散场时还念叨下一场一定要“跟丫死磕 ”，争取反
转。对于球迷来说，他们渴望胜利，只要有一丝念想与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有时连平局也不是他们能
接受的，最好是完胜，对于他们来说那样才能享受到王者的洗礼 ，这是一种平日生活中永远体会不到的
快感与幸福感。
3． 6 夺目的需要
比赛成了球迷的节日，也是他们表现自己的机会。球迷群体总是处于一种期待别人关注的状态中 ，
这一点从他们的装束与行为即能看到 ，球迷们经常身穿奇装异服，脸上、身上涂满油彩，有时甚至以裸奔
闪亮登场。他们的反常规行为无非就是想博人眼球 ，引起别人的注视，因此他们也很容易受到暗示。球
迷皇帝罗西一身西部牛仔的装束和山羊胡非常有特征 ，也非常惹人眼目，他的衣服上到处是球星和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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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名，这让人在人群中一眼即能看到他 。看台上也经常能见到红军军装、北伐军军服、龙袍、肚兜以及
其它各式各样的装扮，这一方面是归属感的需要，还有就是球迷张扬、豪放个性的体现以及博镜头、博眼
球的需要，为的是给自己制造一些轰动效应 。

4． 危害
4． 1

价值观偏移

赛场是一个最容易展示文明，也是最容易偏离文明的场所，虽说这是一个可以任人疯狂喊叫的地
方，但语言暴力比行为暴力更可怕，这是道德的缺失，精神的沦陷。 这些现象说明了当下人们庸俗、鄙
［12］

陋、浅薄的文化观念，暴露了大众文化中的瑕疵部分。 据《中国体育》和北京市球迷协会联合完成的一
份调查表明，在回答“如果你在球场上听到了‘京骂’，你的感受是什么 ”的问题时，有 64． 17% 的北京观
［13］
众认为“觉得很有血性，很爽”。 不绝于耳的骂声响彻整个看台，有时还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示威与助
威方式，就像很多球迷认为的那样： 来球场看球就为来喊两嗓子的。 但如此不分时机与场合，不分事件
的青红皂白，不辨场内客观情况： 对方进攻或进球时骂，裁判判罚时骂裁判，甚至情绪上来了连己方球员
也要“问候”，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球迷大众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 。 当辱骂成为球场内外观众
的常态和共性，这怎能不让人惊吓？ 对于诸多球迷而言，在球场内高声叫骂已不再只是为某球队助威的
方式，而是娱乐的一部分。
4． 2 语言污染
京骂开始在球场上兴起是在职业联赛开始的第二 、三年，但那时还没有形成气候，也只是少数铁杆
球迷啦啦队齐声叫骂，次数多了就招来许多观众的纷纷效仿 。球市火爆后北京球迷看到外地球队进京
跟来了许多球迷，这使得“京骂”声更为响亮，对方队员与球迷成了辱骂对象。 但外地球迷也不怵，很快
就把北京人的骂街学回了家，“京骂”成了一种“时髦”的“口头禅”。平日里的京骂、国骂可能是一般的
习惯与语气，但到了球场，万人一声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不仅是语言污染，也反映了国民的精神状态
与素养。愤怒时骂，高兴时骂； 感叹时骂，调侃时骂； 众口一词，不绝于耳； 不约而同，情绪激昂。 为人粗
鲁意味着忽略了自己的尊严。语言反映和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素养和社会风貌 ，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
围墙，语言污染并非仅是个人道德素养问题 ，它是文化暴力、社会暴力的折射，同时又能加剧文化暴力、
社会暴力……青少年的价值观、世界观还没有成熟、稳定，需要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京骂 ”等糟粕语
言可能在大家的不以为然与不留意中 ，不自觉地污染了孩子们的耳朵与心灵 ，使从众行为发生。电视剧
《我爱男闺蜜》中男女主人公堂而皇之地一遍又一遍重复台词“牛叉、傻叉 ”； 中小学门外小店内“傻逼
证”、“同居证”、“发春证”、“色狼证”大行其市。都说青少年的价值观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
取向，这些糟粕给那些懵懂孩子的价值观 、文化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危害呢 ？
4． 3 引发集体骚乱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 地铁或公交车里，乘客与乘客争吵； 大街上，两个素不相识的
人争得面红耳赤； 医院里，病人与医生争吵……当争吵不奏效或争吵越来越激烈时即会升级为殴斗 。赛
场上经常能看到双方球迷由开始的谩骂进而升级为殴斗 ，当冲突逐步升级后，还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群
体骚乱、踩踏事故和球迷对公共物品的攻击与毁坏 ，如座椅、汽车及路边的公共设施等。 埃及塞得港足
球骚乱事件起因也是小纠纷，最后演变成了 74 人死亡，上千人受伤的大事件。小事件、小纠纷不能得到
及时平息，最后会夹杂着很多因素逐渐演变成大事故 ，那惨烈的后果会变成不能承受之重 。集群行为无
小事，因为集群行为太难控制，人群数量的庞大与不可控因素太多，如上海外滩的踩踏事故即是典型事
36 人死亡，
40 多人受伤的教训极为惨痛，需要我们更加重视与强化应急管理制度的建设与管理 。
例，

5． 结语
语言是精神情操的外化，思想的外衣，文化的载体，文明的传承，亦是一个民族的心理。京骂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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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是一种精神雾霾，它会污染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近 20 年间，有关方面
与球场内京骂的对决基本以完败告终 。 也许球迷喊的是一种心情、情绪，是足球、篮球煮沸了的心情。
然而球场毕竟是公众场合，它体现和传播着国民与国家的形象，任何借口都不能为种种不文明行为开
脱，不堪入耳的“京骂”在场内不绝于耳，不仅污染语言环境，让人质疑我国的国民素养，也会引发球场
骚乱。全国球场都在骂，且骂了这么多年，可能源于相关管理部门的态度失策 ，漠视即是纵容，纵容之下
必定愈演愈烈。因此，首先必须明确相关主管单位，并出台具体明确的相关处罚细则与措施 ； 其次，加强
球迷群体的组织与管理，异地球迷间多组织联谊与沟通活动 ，加强了解，增进友谊，消解敌对情绪，严格
审核球迷领袖与球迷骨干的人选 ，发挥他们的积极引导与辅助作用 ； 再次，加强安检与场内监控，多利用
高科技产品及时固定证据； 最后，多征集球迷加油助威口号和歌曲 ，利于球迷情绪文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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