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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透视我国当前媒介体育存在的虚假化、娱乐过度和炒作不断等现象，认为媒体自律

对遏制媒介体育畸变有着重要的意义。提出强化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是基础，加强媒介从业人员的

业务素养是前提，规范新闻媒体内部管理机制是保障，广泛采取社会监督是媒体自律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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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looking into such phenomena currently existing in media sport in China as faking, over entertaining, 

and constant over publicizing, the author considered that media self-discipline is important to contain media sports 

aberration,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uplifting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he practitioners is the founda-

tion; strengthening the business accomplishments of the practitioners is the precondition; standardizing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news media is the assurance; widely implementing social monitoring is the main chan-

nel for media self-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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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现代体育发生了巨大变

革，大众传媒也深度介入体育领域，体育成为了大众

传媒锁定的重点传播内容。“专业性的体育传媒为体育

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扩大了体育的社会影响力，

实现了体育传播的各种价值功能”[1]。有研究认为，“媒

介通过对体育信息的选择、加工、反映和重构，产生

了以体育为原始文本，但在形式和本质上又截然不同

于体育的新的文化形态——媒介体育。”[2]所谓媒介体

育是指媒介化了的体育，体育媒介化，就是媒介将挑

选过的体育形象和信息再现给读者、听众和观众的过

程[3]。 

媒介体育和客观世界的体育不能等同，媒介体育

只是在体育现实中架起了一座桥梁。而现在的媒介体

育与其传播理想存在差距，甚至可以说媒介体育发生

了畸变。媒介体育出现畸变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商业化的影响，媒介体育传播内容的软化趋势，大

众文化的世俗性等，但缺乏媒体自律是媒介体育畸变

的重要因素。那么加强媒体自律对于扭转媒介体育畸

变现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强化媒体自律能有效遏

止媒介体育畸变。 

 

1  媒介体育畸变现象 
媒介体育畸变是媒介体育在传播体育信息和知识

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媒介体育传

播与媒介传播规律或者体育发展宗旨相违背的现象。 

1.1  媒介体育虚假化 

2004 年 8 月 19 日，《成都商报》等媒体报道，举

重运动员张国政的奥运金牌是教练员在比赛场地用金

钱“激”出来的。这是记者把笑话当作事实，捏造细

节编出来的假新闻。2004 年 8 月 29 日凌晨，某门户

网站体育频道在奥运会女排决赛还在紧张进行时，就

提前抢发了中国女排失利的消息，而这场比赛最后中

国女排翻盘，夺得最后的冠军。上海《新闻记者》评

选出的 2004 年“十大假新闻”中，虚假的体育新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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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条。2002 年 6 月 27 日，《新快报》刊发《意韩赛

主裁惨死于乱枪？》的报道，照片都是从别的新闻报

道中移花接木的。媒介体育虚假化日益严重，这在社

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媒体的日趋商业化和争抢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使

大量偏离新闻理念和基本原则的虚假新闻的大量涌

现”[4]。李希光教授[5]认为：“新闻媒体的卖点是新闻

真实，媒体出售的商品是真实。”而今天的媒介体育，

真实和虚构的故事混杂，使社会大众难辨真伪。 

1.2  媒介体育过度娱乐化 

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一些媒体在媒介体育传播

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娱乐化的手法，使媒介体育的娱

乐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他媒体纷纷跟进，热

衷于报道运动员的私生活和花边新闻，媒介体育娱乐

化成为潮流时尚[6]。“一场球赛就是一场性爱”（《新周

刊》2002 年 5 月 15 日）、“足球性高潮”（《新周刊》

2002 年 5 月 15 日）、“性是迷人的东西”（《南方体育》

2002年 5月 31日）、“世界杯，没有性生活的日子”（《南

方体育》2002 年 6 月 17 日）、“NBA 性骚扰何其多”

（《体坛周报》2005 年 8 月 22 日）、“瑞典不禁止性生

活，阿根廷会贩卖”（《体坛周报》2006 年 6 月 15 日）。

一些媒体在娱乐化大潮中越过职业道德的底线，使媒

介体育娱乐过度。李良荣教授[7]在《娱乐化、本土化》

一文中说“传媒硬件越来越硬，但传媒的内容却越来

越软。”媒介体育越来越将名人绯闻，煽情性、刺激性

的内容作为报道的重点，倾向于用视觉盛宴以刺激受

众的欲望，用暧昧的文字挑逗人的理性，对体育媒体

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南方体育》曾经是国内“三大体育专业报”之

一，此后，《南方体育》过度地放大“媒介体育娱乐化”

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无法自拔的深渊，最后寿

终正寝，于 2005 年停刊，这也是媒介体育娱乐过度而

自掘坟墓的典型。 

1.3  媒介体育炒作不断 

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媒体经常运用“尖叫原

理”，通过炒作体育明星和丑闻，以吸引受众的眼球。

这使得一些媒介体育从业者对这种肆无忌惮的炒作也

很反感，一位《东方体育日报》记者钟浩在他的博客

里说：“我不知道如今的中国体育报道到底掺杂了多少

炒作的成分，我不禁要问，有多少真相可以重来。”[8] 

媒介炒作，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媒介体育传

播中尤甚。在体育记者中常流行这样一句话“体育记

者应该有狗仔的精神。”媒介体育难道真的要靠炒作来

吸引大众的眼球吗？有意思的是，在 2007 年 1 月 21

日网易体育新闻排出了“体育明星炒作价值榜”，黄健

翔因解说失误，离开央视绯闻不断位居炒作价值榜首

位。刘翔的 12.88 s 的广告、田亮与超级女生叶一茜的

恋情、“姚明牌”女用卫生巾、郭晶晶与霍启刚的翻版

“松霞恋”、刘璇跻身《名声大震》三甲、周萌萌性骚

扰事件、陈纯甄拍裸照还债这些都是 2006 年的体育新

闻炒作大热门，不管网站排出的价值榜是否具有参考

性，但这表明了媒介体育炒作是不争的事实。 

 

2  困境中媒介自律的必要性 

2.1  媒介体育应承载历史使命 

大众传播媒介是为社会提供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工

具，其运作特征是将大量的信息同时、反复地提供给

尽可能多的受众[9]。媒介所反映的现实已经不是真正的

现实，而是超现实。后现代理论家道格拉斯认为，超

现实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非真实超过了真

实，比真实还真实。这种超真实性决定了媒介体育从

业者要对社会负责，要具有历史使命感。 

媒介体育的畸变在社会上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要

求媒体改进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媒体的社会

责任成为了关注的热点。其实，社会责任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兴起，最早在美国、英国出现，

后来传到全世界，它对媒介的发展有指导性意义。社

会责任论对新闻媒介提出了具体要求：应该提供真实

的、综合的、明智的新闻报道；新闻媒介应负责陈述

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等。 

社会责任论强烈要求媒体实行自律，媒体自身必

须强化职业建设，强化职业意识，以职业化的精神，

自觉担负起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自觉以职业道德准

则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传播活动服务于公

众利益与社会利益，使自身的利益同公众利益及社会

利益平衡，使自己作为信息和意见的公共传递者的角

色[10]。 

媒介体育从业者同样要自觉承担社会主义国家新

闻记者的职责与使命。应确保媒介体育的真实性，谨

守媒介体育道德，这就要求媒介体育实行媒体自律，

避免不和谐的声音在媒介体育中出现。 

2.2  现代体育健康发展亟待媒体自律 

媒介体育虚假化、过度娱乐化、炒作不断等问题

困扰着中国体育，恶化了中国体育的环境，阻碍了全

民健身推进的步伐，影响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2006

年全国体育宣传工作会上，体育界人士呼吁，别让这

些不良倾向搞坏了中国体育。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

长张海峰说，当前，我国体育宣传报道中，虚假新闻、

恶性炒作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媒体热衷于制造和传

播虚假体育新闻，炒作各类小道消息和负面报道，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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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热衷于炒作运动员的私生活和其他低俗内容，这些

都将给中国体育带来不利影响[11]。 

媒介体育畸变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体育的健康发

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了不良后果，有的甚至严重

损害了中国体育形象，干扰了运动队正常竞赛、训练

和运动员的个人生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说：

“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坚决打击丑恶现象的同时，

体育宣传更重要的责任在于引导人民群众学习体育健

儿为国争光、顽强拼搏、公平竞争的精神，营造良好

的全民健身氛围。” 

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先生[12]在 2007年 4月 6日

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也称：“现在很多体育都快

变成娱乐了，但在我看来，体育毕竟不是娱乐，过分

地追求这些东西违背了体育运动的本身。”体育的发展

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多体育界人士也呼吁，不要

让媒介的不良倾向搞坏了体育。因此，媒介体育引导

受众正确看待体育很重要，特别是在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来临之前，培养大众的体育欣赏水平以及增强群众

体育的参与热情都是媒介体育传播者的责任。体育的

长远发展离不开媒介，体育需要媒介扩大在社会的影

响，要改变媒介体育畸变这一现状，还体育一个洁净

的发展环境，加强媒体自律迫在眉睫。 

2.3  新闻媒介公信力需要媒体自律 

媒介公信力就是在公众与媒介的相互作用中，媒

介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大众

的文化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也越来

越深刻，社会大众对传媒寄予了厚望，希望从媒介获

取更多的体育知识和信息。在我国，媒介体育传播逐

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这对体育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

的机遇，对媒介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大众

对体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或实践

后，如果大众发现媒介体育不再专业，产生畸变，社

会大众的逆反心理便会产生，久而久之，就会抗拒某

种报纸、刊物或电视台传播的体育信息，这对媒介来

说，无疑存在潜在的威胁。 

现在，媒介体育传播的竞争异常激烈，中国号称

拥有“8 000 足记”，这对媒介体育的繁荣是一个可喜

的情况。如此激烈的竞争，传媒要想生存，必定要增

强自身的竞争力。由于媒介体育传播环境比较宽松，

操作容易上手，自由的空间越大，对自律的要求就越

高。因此媒介体育以自律换自由才是明智之举。 

新闻媒介公信力的树立需要媒体自律，媒体自律

的弱化可使媒体的权威性、美誉度不断被消解，新闻

记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感也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特别需要通过自律重塑权威，新闻记者特别需要

通过自律重获尊严[13]。 

 

3  实现媒体自律，遏制媒介体育畸变 

3.1  强化媒介体育从业者的新闻职业道德 

实现媒介自律最直接的动力来自传播者内部，有

学者称为“内化新闻职业道德”。所谓内化新闻职业道

德，即将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为自己的新闻道德观念，

形成职业良心、职业荣誉心和职业品德。内化新闻道

德规范的过程，本质上是对新闻道德规范的认知、评

价的过程，是在心里确立新闻道德规范的过程[14]。内

化媒介道德并不是纯粹的认知、评价活动，而且是媒

介传播实践过程。一旦媒体职业道德内化为传播主体

的道德观念，新闻传播主体就获得了自我评价职业动

机和行为的标准，会主动去用这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

这是实现媒体自律的主体途径。另外一种是新闻职业

道德观念的外化法，即用内化了的职业道德观念自觉

指导自己的新闻传播活动，就是用职业品德支配自己

的传播活动。 

3.2  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业务素养 

目前，我国媒介体育从业者主要是体育学院新闻

专业，综合大学体育专业、新闻专业、中文专业、外

语专业的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专业知识，有

时候媒介体育出现虚假化、娱乐过度并非传播主体本

身的原因，而是受他们的业务素养所限。因此，加强

媒介体育从业者的业务素质就显得非常重要。媒介体

育从业者没有相关体育科学知识储备是很难开展工作

的，高校体育新闻专业的培养要重视学科的知识结构，

保证知识结构的最优化。学生要丰富自己的文化和体

育知识，不断钻研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

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此外，还应该严格把好媒介体育从业者的“入门

教育”关，正式的入门教育必不可少。美国一些媒体

鉴于公众对新闻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存在疑虑，纷纷制

定了从业人员守则，其中著名的有“NBC的公正、准

确和均衡”等守则。《纽约时报》在用人之前就对“新

人”进行全面培训，在它发给员工的守则中，明确地

写着“记者本身就是最终事实核查者，通常也是唯一

的核查者”[15]。实习期间“入门教育”是重中之重，

媒体在培养新人时一定要帮助他们提高业务素养，以

严格、精确为响亮口号强化客观写作训练，促使他们

养成好习惯。“入门教育”并非职业教育的终点，“继

续教育”应该贯穿于职业生涯当中。媒体机构要经常

组织从业者进行业务补习，从业者也要自觉进行充电，

社会发展迅速，一时不学习，就可能被时代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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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范新闻媒体内部管理制度 

媒介体育传播中出现虚假化、娱乐过度和炒作不

断等现象，与媒体内部的管理机制有直接关系。严密

的编辑流程是媒介自律的重要保障。媒介体育在传播

前一般要经过选题、编辑、校对几个流程，严格把关

审稿，是媒介体育从业人员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美

国媒体的自律措施值得借鉴，根据自律的需要，美国

媒体还增加一些特别的编辑环节，如事实核对、节目

监控和法律咨询。《时代周刊》为了避免发生新闻丑闻，

设立了一个专门核对事实的调查小组。 

完善媒介体育工作者外出监督机制。因媒介体育

工作者经常要外出采访，对于同一个体育事件，题材

趋同化明显，经常都会发生记者之间互相串稿现象，

刊出的新闻也都大同小异。如果有一个记者在报道上

出现了偏差，大家没有经过核实就传开了，在社会上

就会造成不良影响。如果媒体在制度上周全，就会防

止媒介传播虚假信息的可能，增加媒介体育的真实性。 

对于媒体而言，不出错误是不可能的，而合理、

有效的纠错机制是减少错误数量和负面影响的主要办

法。这种纠错包括报刊或节目面世前的内部纠错，也

包括事后的公开纠错。美国一些媒体还将及时更正、

与读者沟通作为主要的自律机制，并赢得社会的尊重

和受众的认可。 

3.4  完善监督制度，加强社会监督 

首先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媒体自律监督机构，建

立行业自律仲裁机构即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进

行行业仲裁并监督执行情况，可以对新闻媒体及其从

业者违规行为进行调节仲裁而加以规范。这方面可以

借鉴国外许多国家成立的新闻工作者的监督机构，如

报业荣誉法庭、报业评议会、新闻协会、新闻理事会

等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又能发挥实际作用的监督

机构。要增强社会对媒体职业道德的监督，要受理群

众举报，对违反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者要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处理[16]。 

我国媒体自律最权威、最全面的制度理所当然的

依据是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定的《中国新闻

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这是我国新闻界全国统一执行

的媒体自律的规章制度。除了《准则》外，还有些全

国性的专业行业组织制定专门的自律规定，各种媒体

内部有针对性的专门规定。这些规定的制定，有利于

媒体的自律。中国记者协会应该是一个促进新闻界自

律的监督机构，但是它在监督新闻媒体自律，有效执

行专业标准和记者规则上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像美

国的新闻仲裁委员会或新闻评议会是一个由新闻传播

学者、律师、政治经济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新闻仲裁机

构，专门受理人们对新闻单位的投诉。英国自律机构

最具规模的是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它可以独立裁决

报纸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当然，因为国情不一

样，不能照般别国的新闻监督制度，但可以适当借鉴

他们的做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17]。中国记协应当

承担其媒体监督的重任，广泛受理社会大众对媒体工

作的意见，增强媒体监督的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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