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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harmony of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CBA). We found that inharmonious factors include 

the audiences violence, athletes violence, referees’ qualification and black whistle. Based on these studies we proposed several strategies 

for creating harmonious competition: the Basketball Management Center has to establish necessary management and legal systems; the 

clubs have to improve the stadium security and the course condition; the audience and fans must set up correct attitude and improve 

their ball ethics; the athletes, coaches and refere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occupation morality. 

Keywords—CBA, harmony, stadium violence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赛场和谐现状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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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武汉，湖北，中国 

摘  要  本研究针对我国男子职业篮球联（CBA）的和谐现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不和谐因素主要有：观众暴力、运动员暴

力、裁判黑哨及水平等。通过研究提出了构建和谐赛场的几点策略：篮球运动管理中心要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各俱乐部

要完善球场安全制度及措施，改善球场设条件; 观众与球迷要树立正确的看球观及提高自身道德规范；运动员教练员及裁判员应加强

自身职业道德修养。 

关键词  CBA，和谐，球场暴力 

1. 前言 

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简称 CBA）已经成功的举办

了 18 个赛季，总体来看，它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但是近些

年来，观众暴力、运动员暴力、裁判员水平黑哨现象频频

发生，并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和谐是指使不同事物“相应”

且“配合得当”，使多样要素相“统一”。观众暴力、运动员

暴力、裁判员黑哨现象与和谐本质相背离，与我国竞技体

育事业和谐健康发展的轨道背道而驰，不利于 CBA 联赛的

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不利于 CBA 联赛提倡的清洁比赛、

净化赛场的主题精神,更不符合我国构建筑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要求。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的健康、

快速发展，适应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总体趋势的需要，针对

我国 CBA 赛场不和谐现状，控索构建和谐 CBA 赛场，是

我国今后发展篮球工作的一个重点。国内学者在《我国球

场观众暴力遏制策略的研究》、《我国篮球职业联赛球场观

众暴力现状、成因与遏制》等研究中对相关方面的问题作

了分析。本文从和谐的角度出发，提出构建和谐 CBA 赛场

的策略。 

2. CBA 赛场一些不“和谐”现状及其危害 

2.1  观众暴力 

观众暴力是指在赛场上球迷之间进行的有目的的破坏

或伤害行为。主要体现在观众破坏赛场秩序，向比赛场地

扔杂物；辱骂甚至攻击裁判、运动员、教练员。典型的篮

球场暴力事件如：2000 年 12 月 3 日，吉林男篮主杨迎战

广东队，一些主场球迷多次向场院内投掷矿泉水等杂物，

致使比赛一度中断 8 分钟。2001 年 1 月 12 日，全国篮球

赛区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在广东东莞召开，但东莞球迷却在

比赛中多次向场院内投掷杂物，导致比赛不得不中断几分

钟。2009 年 12 月 30 日，江苏对新疆比赛，个别观众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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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和客队席投掷矿泉水瓶、打火机和硬币，中国篮球协会

分别给予处罚南京赛区、江苏南钢俱乐部核减联赛经费 1

万元和 3 万元，分别处罚南京赛区、江苏南钢俱乐部核减

联赛经费 1 万元和 3 万元，第十八轮第 154 场福建浔兴（以

下简称主队）与上海东方（以下简称客队）的比赛中，当

第四节比赛进行至还有 1 分 25 秒时，主队 13 号外援质疑

裁判员判罚，被裁判员判罚技术犯规，个别球迷表示不满，

向场内投掷了一个矿泉水瓶等。这些现象的出现已经使篮

管中心和俱乐部的管理有些捉襟见肘，尽管篮球管理中心

对此出台了不少规定和措施，但近些年球场暴力有上升的

趋势，且影响更加恶劣、危险更大。球场暴力严重阻碍了

比赛的顺利进行，使比赛的观赏性大大降低，不利于 CBA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2 运动员暴力 

运动员暴力主要包括：运动员与运动员间的冲突，运

动员与观众间的冲突，运动员与裁判员之间的冲突。典型

的运动员暴力事件：2004-2005 赛季，中国男篮 A 联篮第

八轮上海 VS 辽宁的比赛中，当比赛进行到第 4 节，上海

队某队员持球进攻，在突破中与防守他的辽宁队员发生身

体接触，双方摔倒在地。此时，上海队的这名队员采取了

报复性行为，抬脚将正在站起来的辽宁队员踢倒（裁判员

没有进行判罚），造成比赛中断，影响极坏。2007 年 1 月 7

日，CBA 第 19 轮，吉林东北虎主场 84-87 负于山东黄金。

赛后，山东队某外援与球迷发生争执冲进看台。CBA 第 12

轮四川辽宁两队球员间发生冲突，导致比赛一度中断。2009

年 1 月 11 日，青岛对北京比赛，哈里森肘击大门，造成观

众情绪激动，中国篮球协会给予哈里森通报批评、罚款 5

万停赛 3 场；2013 年 12 月 27 日，在 2013-2014 中国男子

篮球职业联赛（以下简称联赛）第十八轮第 155 场四川金

强（以下简称主队）与东莞新世纪（以下简称客队）的比

赛中，当第三节比赛进行至 8 分 55 秒时，主队 6 号外援菲

巴在持球突破过程中，球被客队 21 号队员李慕豪断掉，菲

巴随后拽拉李慕豪，由于拉得很紧，李慕豪有甩臂的动作，

裁判员立即判罚菲巴拉人犯规，菲巴接着用手推李慕豪，

裁判员随即判罚菲巴违体犯规。在此情况下，李慕豪仍然

肘击菲巴，性质恶劣，裁判员立刻宣判取消李慕豪比赛资

格的犯规。但此时双方个别队员不够冷静，相互推搡，其

中，主队 33 号外援怀特冲上去猛推了李慕豪两次，场面混

乱。在此片段中，双方分别有两名球员共 4 人被宣判取消

比赛资格的犯规。中国篮球协会给予了相应罚款停赛等处

罚。篮球场上发生了许多不文明，不和谐的事件，这些都

给赛场和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破坏了篮球竞赛事业的

形象，违背了竞技体育的公平、公正精神原则，更不利于

我国整体篮球水平的提高。 

2.3 裁判员水平及黑哨 

篮协管员张雄表示，加强裁判的水平刻不容缓，“我们

一直都在提高裁判的水平，比如让他们观看奥运会和世锦

赛等世界大赛的裁判是如何判罚的”。张雄同时强调，“在

特定的时间，可能会继续聘请外国裁判来吹罚比赛。”但是

张雄表示，让外国裁判执法比赛的做法，并不是一个长久

之计。黑哨简单的说就是指裁判员收受贿赂或得到指令，

从而在吹罚比赛时故意偏袒一方。裁判员黑哨现象在 CBA

是时常发生的，2002-2003 赛季，某一国家 A 级裁判受到

篮管中心“取消 8 轮执行资格”的内部处罚。理由是常规赛

指点四轮万马队主场与奥神队的比赛中，该裁判出现了明

显的错、漏判。而在 CBA 期间一直以“斗士”面目出现的奥

神，提起了上诉，并出示了录像证据，这一黑哨才受到处

罚。CBA 比赛从来出现这种主队球迷向球馆扔矿泉水瓶等

杂物的现象，这已经与裁判水平黑哨等成了中国竞技体育

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于是也才出现了所谓的主场优势和“魔

鬼主场”一说，这是极不正常的；看看世界其他国家竞技体

育搞的好的几个国家，这种现象是少之又少的，虽然“奥本

山宫殿”丑闻也有，但总的说来是正常的积极的。在 CBA

流行“主场龙、客场虫”的说法，2004-2005 赛季，CBA14

支球队在常规赛平均主场院胜率是 67.8%，客场胜率却少

得可怜,只有 29.8%.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在比赛没有结束之

前,比赛结果就出来了.可见裁判员黑哨使比赛的悬念减低，

使比赛的观赏性大打折扣。另外裁判的执裁水平有限和理

论素养不高不能很好的把握判罚尺度保持公正原则，而出

现一些误判、漏判等行为，都会引起球员、教练和观众的

抗议，从而破坏了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因为裁判员裁判

的执裁能力和公正程度，不仅影响着球员技战术和情绪心

理，也直接影响着教练和现场观众的言行。 

3. 营造和谐 CBA 赛场的策略 

上面所讲的一些不和谐现状已经严重阻碍了 CBA 健

康、稳定、有序观赏性发展；不利于创造良好、稳定、有

序的 CBA 赛场环境；违背了我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篮球

运动追求的团结、协作、进取、坚持的精神和当前我国篮

球发展的口号“打造良好篮球文化、构建和谐篮球”。因此，

营造和谐的 CBA 赛场是 CBA 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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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篮球运动管理中应建立健全俱乐部、观众、运动员、

裁判员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 

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作为 CBA 的最高管理机构，全面负

责 CBA 联赛的业务管理，主要包括：建立健全的俱乐部、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管理体制。在俱乐部的管理方

面要继续深化职业俱乐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借国外好的经

验结合国内实际，稳步推动篮球产业的发展，建立篮球运

动经营管理的竞争机制。健全职业篮球俱乐部的规章制度。

充分调动球员的积极性，加强敬业精神教育，培养球员良

好的职业意识和行为，实行主教练负责制，充分发挥主教

练的主导作用，对裁判员实行职业化管理。 

3.2 俱乐部完善球场安全制度及措施、改善球场设施条件 

一些暴力事件的发生与俱乐部的球场安全制度及措

施、球场设施条件有一定的关系，从以往来看多数主场在

检查观众携带违纪物品方还存在不足、因此比赛场馆一定

要严把入口，增加多重安检关口，禁止观众将危险品及禁

带物品带入场馆。每个场馆应该准备应对事件的预案，应

“树立球场管理风险意识，建立多层次的球场安全保卫模

式”。安排专门人员将责任明确分工到位，看台上，赛场上、

球员撤离通道、观众退场通道是重点盯防的地方，一旦出

现意外，反应要迅速，管理人员要立即到位。另外，针对

观众暴力事件，应做好文明宣传，球场应安装视频监视系

统并由专人负责监视。 

3.3 观众树立正确的看球观及提高自身道德规范 

观众都会有自已的看球目的，当观众的看球目的与比

赛给他带来的结果不一致辞时，球迷在心理上就会表现不

满，甚至引起球迷不理智行为的发生，就可能会产生暴力

现象。因此要想营造一个和谐的 CBA 赛场，球迷必须要树

立正确的看球观，不要太在乎比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要

懂得享受看比赛过程带给自已的乐趣。要不断提高自身的

观赏能力、审美能力、道德素养以及法律观念，主要做到

以下几点：1.尊重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2.对持主队、

客队一视同仁；3.爱护场地设施,不乱扔杂物。当看到身边

的观众有不理智的行为倾向时要主动上去加以劝阻。 

3.4 运动员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 

篮球运动员是篮球比赛的主要实行者，篮球的技术、

战术主要是由运动员来实现的。运动员加强自身职业道德

修养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技、战术水平。随着篮球产

业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上一些不良的风气也开始侵蚀

运动员，特别是有些运动员的个体素质不高，辱骂、斗殴

等不文明事件也层出不穷。在篮球比赛中恶意犯规甚至是

故意危害对方行为也时有发生，还有球风懒散、动作粗野，

蓄意伤害、消极比赛，对观众、裁判、教练有“竖中指”等

不文明行为，都可能影响到观众的不满，从而导致观众情

绪失控而出现攻击性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影响到篮球赛事

的竞技精神，而且给现场观众带来负面影响，破坏观众的

观赏情绪，造成不文明赛场，这与和谐社会的精神背道而

驰。因此要求运动员要学会控制比赛情绪，减少场上不理

智行为，减少恶意犯规，懂得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

球迷，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这样不仅有利于运动员给观

众带来更精彩的比赛，还可以提高运动员的人格魅力，为

运动员成为球星增加筹码。 

3.5 裁判员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 

裁判员临场工作的好坏、公正与否将直接影响联赛的

整体形象，甚至联赛的生命。裁判员裁判的执裁能力和公

正程度，不仅影响着球员技战术和情绪心理，也直接影响

着教练和现场观众的言行。因此，裁判是篮球比赛赛场决

定文明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每个裁判员应

努力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熟练的掌握篮球裁判知识，

提高场上执法能力，尽量减少错判、漏判、误判，在临场

执裁中加强对小动作、坏动作、脏动作、危险伤人动作等

不道德行为的严格判罚，将“清洁比赛”贯彻到每一场比赛。

另一方面要求裁判员加强自身思想品德修养，不受金钱利

益的诱惑，不被权势所恐吓。执行不力的裁判员也将承担

相应责任。 

3.6 教练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 

教练是整个球队的指挥官，教练的沉稳与否，关系到

整个球队的情绪状况。教练员在场上的言行势必会影响到

球员和观众的情绪，有些教练在比赛中出现过激行为，对

裁判的执法判罚不满，或者赛后不冷静做出过激行为，如

发表指责裁判的言论，这些行为都可能降低裁判在球场上

的威信，不利于比赛的顺利进行，尤其在主场比赛中，更

是可能煽动主场球迷的情绪，无形中给观众的发泄不满情

绪找到理由，进而可能引发球迷骚乱，直接影响到和谐赛

场的建设，损害联赛形象。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 CBA 赛场需要在篮球运动管理中

心、俱乐部、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观众的共同努力才

可能实现，要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建立健全俱乐部、运动

员、裁判员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俱乐部完善球场安全

制度及措施、改善球场设施条件，观众树立正确的看球观

及提高自身身道德规范，运动员、裁判员加强自身职业道

德修养。与此同时，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可对场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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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赛场、文明运动员、教练员、观众等相关人员提出

表扬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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