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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电影是一种竞技与电影结合，体育与艺

术并重，凝聚激情、智慧、团结、拼搏、超越等

运动情感因素，通过艺术的形式，借助电影为表

现手段，锻造出体育运动色彩和魅力的特殊文化

产品。在所有的艺术表现中，电影被认为是呈现

“体育”最为逼真、华丽且丰富的媒体，而体育

比赛的实质是运动员的创造性劳动，是体育的最

终产品 [1]。体育电影正是利用体育比赛这一过程

生动的情节而形成一个实质的文艺作品。和电影

一样，体育本身同样也是叙事结构，因为体育电

影常常在结尾时设计一个高潮的胜利或者失败 [2]。

因此，作为社会文化传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体

育电影不仅载录着丰富、多样的竞技运动题材，

还有助于民众从艺术写实的角度高度认识、深入

了解体育，也折射出体育为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

不同的文化理念。

1 中国体育电影演进历程与时代特征

体育电影作为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

仅传递着人们对体育的感知和认识，也折射出一

个国家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 [3]。新中国伊始，

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态势朝气蓬勃，体育电影迎来

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春天。但体育电影发展初始，

始终受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

件的严重制约，直至 1956 年，毛泽东提出“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一时间文艺界凭

借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不断创造出了高质量的体

育影视作品，形成多元趋向的体育艺术电影格局，

产生一批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政治色彩的体育电

影，同时也缔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电影的第

一个高峰。

诚然，中国体育电影在摸索中前进，在实践

中升华的背后，却因为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时

代的变迁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第一春到文革时期的颗粒无果；从改革开放以

来的思想解放、艺术自由到新世纪的艺术本体创

新、颠覆与变革；从启蒙到探索；从狂热的爱国

主义、浓郁的政治色彩到鲜活的艺术写实、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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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自由，中国体育电影随着历史的变革而烙

上了不同的时代烙印。

本文通过史料统计每一历史阶段的体育电影

（见图、表 1），纪录片、科教片均不在体育电影数

量统计范围内。纪录片是描写的真人真事，一般

是由起因、发展、高潮、结果来描写人或事，往

往是真实发生过的，来反映某种情况或某种现象，

通常是由专人来讲述和当事人的对话作为表现形

式，而电影既可以描写真人真事，也可以虚拟故

事来反映某种情况或某种现象，也有故事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某种情况下，纪录片可以用电影的

形式表现出来，而电影却不能嫁接在纪录片的形

式上。

2 中国体育电影的演进探析

2.1 中国体育电影起步时期（1949-1966 年）

从 1949-1956 年期间，“歌颂新时代，热爱工

农兵”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主流思想，国

内多数电影创作人对体育影视作品抱有了“不求

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警惕思想。然而，

朴素迷离的政治因素是导致中国体育电影一片空

白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直至 1956 年“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袭来，国家从政策上逐

步表现出对文艺工作的支持、鼓励、引导和宽容，

体育电影挣脱政治的枷锁和桎梏，迎来了真正意

义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如表 2 所示，1949-1956 年期间，体育电影

在起步阶段未能迎着新中国成立之势乘风破浪，

反而一片空白。直至 1965 年，“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之风盛行，文艺建设和发展成为创造社会

主义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完成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统一的主要战略。此期间，中国共拍摄

体育题材电影 9 部，纪录片 381 部，科教片 15 部，

运动题材分别为篮球、足球、游泳、冰上运动、

职工体育的大众化、群体项目，运动题材的匮乏

是这一时期体育电影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多数影视作品在风格、

主题、结构甚至角色形态上缺乏趣味性和表现性，

但多数都倡导和宣扬了国家政治观念、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红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影视作品

中所展现的竞技体育成绩与国家荣誉、民族凝聚

力并驾齐驱，体育文化与国家特色紧密的关联在

一起，文化心理上依旧保留着战乱时的痕迹，实

用理性主义与政治热情想结合，大多都延续了战

争时代的时代印记。体育文艺作品、体育电影完

全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特征较为明显，彰显集

体主义价值观，然而体育电影运动题材较为单一，

不能完全体现群众体育功能，当然这也与当时的

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2.1.1 启蒙与探索并存，彰显政治色彩

毛泽东的体育哲学与体育思想一直成为这一

时期引领体育事业发展的风向标，军事体育、竞

技体育、体育教育等领域披上社会主义的新旗帜

时间 阶段 历史背景 时代特征

1949-1966 中国电影起步时期

以“工农兵电影”与“写重大题材”为旗帜；

从“题材决定论”为政治标准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启蒙与探索并存，以极端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写实，浓郁的政治色彩和深

深的时代烙印

1967-1976 发展停滞与变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打压；政治题材的体育电影

在“再革命”的狂热中被否定； 打压、禁锢而至停滞不前

1977-1989 多元现实主义回归时期

文化与艺术重获新生；思想解放；人文主义为

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潮登上舞台；

变现手法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

开放与变革相融合

1990 至今 转型、变革与创新时期

倡导人文理想；追求时代品格；艺术本体脱离

政治束缚，呼唤自由

鲜活而鲜明；有序而有力；体育思想

冲撞而又融合；多重价值观形成

表 1 中国体育电影演进历程与时代特征

中国体育电影发展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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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了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但民众对体育

的认知多停留在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军事目的

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依旧扮演着增强人民

体质，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使广大民众能够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的作用。与此同

时，体育电影也在大肆渲染了这一口号和理念，

从体育电影的选材中可以看出此阶段的作品多以

足、篮、排等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为主，

剧情与军事生活、训练大胆结合，充分迎合了毛

泽东的体育与军事密不可分的主流价值观与哲学

理念。

2.1.2 写实与叙事并重，突显教育理念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发展受

到了极大重视，体育成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情操和

完善个性的重要手段，促进学生体质健康，还与

德育、智育发展并行成为此期学校教育的重要方

针。这时期的体育电影多以在学校、社区为时空

背景，虽然叙事主体和主题倾向上以体育的身体

观与人文关怀并重，但社会与民众对体育的认识

并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对体育的理解仅仅停留在

生物认知层面，即“身心完整”“强健体魄”等

身体观。体育电影对体育运动元素进行了深入的

包装和加工，传递着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

对当时的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学校

体育、群众体育的变革和发展也起到推动和促进

的作用。

2.2 中国体育电影发展停滞与变革时期（1967-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政治层面的打压和禁锢

下，中国体育电影几乎颗粒无收，发展停滞，部

分导演、编剧、演员在此期间惨遭迫害，电影队

伍跌跌撞撞，最后没有逃脱出这场劫难，国内体

育电影业面临自萌生以来的第一个“大饥荒”。中

国体育电影在此期间毫无任何成果和贡献，国家

体育战略的瘫痪以及群众体育事业的举步维艰，

使得体育电影难以在体育运动题材、主题叙事上

捕捉到切实、形象、可塑典型故事，又恰逢紧张

而又敏感的政治因素，一些突兀、反面，带有抗

争、驳斥意味的运动题材电影几乎没有丝毫的生

存空间而被泯灭。

而此时，武术电影的发展迎来了真正意义上

的春风，一系列杰出的武术题材电影如雨后春笋

般走上荧幕，《死亡游戏》、《猛龙过江》等优秀作

品逐渐踏出亚洲、迈向国际舞台，并在国际上取

得不俗的称誉。同时，这些优秀武术题材的体育

电影将武术推向了另一个高度，维护武术的国际

舞台上的威信和尊严，使得在文革这种狭隘、敏

感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武术精

神仍可以得以宣扬，而武术成为了“文革”期间

中国体育电影唯一的标杆和旗帜 [4]。

2.2.1 冷落与洗劫，话语丧失而“瘫痪”

1966 年开始的红卫兵运动，通过之后的全国

性大串联，全国各行各业被煽动起了“造反”风

潮，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的社会政治大背

景下，全国体委的各级各层领导干部以及大部分

体育工作者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被

政治洪流裹挟和洗劫，这导致了体委系统组织管

理机构全面瘫痪，整个社会与群众已无暇顾及体

育事业，公众对体育的感知、认识也仅仅停留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军事主义层

面上。体育在文革社会形态“强冲突”的狂热下

惨遭泯灭，在“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下，中国

体育思想倒退，体育文化系统发展溃退而崩盘 [5]。

人们跟风推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热潮，

盲从掀翻“修正主义大染缸”的政治思想，将体

育活动与追求玩乐视为一体，偏执的认为体育活

阶段 / 时间 电影作品 题材 主体思想

中国电影起步时期

（1949-1966）

《球场风波》1957；《女篮五号》1957 篮球 竞争精神

《两个小足球队》1956；《球迷》1962 等 足球 团结；公平

《水上春秋》1959；《女跳水队员》1964 游泳 超越精神

《冰上姐妹》1959
《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

冰上运动

职工体育

爱国主义；平等意识

团队精神；民族主义

表 2 中国体育电影起步时期作品、题材、及主体思想表（1949-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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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即为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行为。体育文艺作品、

体育电影上的颗粒无收也使得体育系统在文革这

场政治洗劫中丧失所有话语权。

2.2.2 扭曲与裹挟，混沌而停滞不前

中国体育电影发展停滞与变革时期遭遇的“文

革”，为整个社会的体育事业发展蒙上难以揭开的

阴影，然而揪斗与批判之风也将学校体育一同卷

入了“重灾区”。混乱状态下，掀翻“资产阶级体

育思想”、“修正主义体育”、培养“锦标主义苗子”

等体育教育思潮的阶级斗争哄然而起，军队在毛

泽东的指示下参与办学、整顿组织等工作。学校

体育课程被军事训练中的跑、跳、投等技术技能

取代，军事操练在时隔数十年的淹没中又被重新

在学校恢复成体育课，为日后的体育课恢复正常

状态造成了不利影响，使体育课程的形式畸形扭曲。

2.2.3 渴求与涅槃，复苏而热情重燃

体育文艺、影视作品上的缺口、政治上的打

压等因素使得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仅仅停留、局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文革”后期，政治局

势趋于平稳后，人们逐渐从狂热的政治激情中苏

醒，对文化生活极度渴求，非组织、自发性的体

育个体与群体组织开始活跃，而体育活动无疑成

为人们满足和弥补文化生活缺口的必然选择。伴

随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吹

遍大江南北，群众体育日渐复苏和活跃，体育的

本质特征得以彰显，带有庆祝色彩的体育表演和

体育比赛也成为了渲染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

形式和内容。

2.3 中国体育电影多元现实主义回归时期（1977-

1989 年）

历史曾为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闭上了一道自

由、开放之门，却也为其留了一扇充满机遇和变

革的窗。然而，在百废俱兴的社会环境下，中国

体育电影也结束了“文革”的洗劫，日渐复苏，

借助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体

育电影迈向了另一个顶峰。多数影视作品破茧而

出，剥离政治主义的束缚，电影艺术家得以平反，

中国体育电影文化也从“文艺服从政治”转变到

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

中国体育电影由此步入了“人文主义为核心”的

新时代。如表 3 统计所示：这期间，我国共拍摄

体育为主题的电影 28 部，运动题材分别为篮球、

足球、排球、乒乓球、武术、体操等运动项目。

运动题材的丰富性以及所阐释的体育精神和文化

内涵的多样性是这一时期体育的标志性特征，不

同的运动项目具备不同的竞争理念，加之不同的

情节设定和人物塑造，造就了在秉承和宣扬体育

道德、精神价值上同样保持多样性。“冒险主义”、

“探索精神”作为新的文化力量逐步融入社会，丰

富了体育精神的色彩。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体育电影作品多以“战

阶段 / 时间 电影作品 题材 主体思想

多元现实主义

回归时期

1977-1989

《战斗年华》1982；《高中锋，矮教练》1985 篮球 团队协作

《加油 - 中国队》1986；《京都球侠》1988 足球 公平竞争、超越精神

《排球之花》1980；《沙鸥》1981 排球 求胜意志

《元帅与士兵》1981；《五虎将》1985
《神秘的大佛》1980；《少林寺》1982 等

《乳燕飞》1979；《潜网》1982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棋王》1988

《神行太保》1983
《一个女教练的自述》1983

《帆板姑娘》1985
《美人鱼》1987
《拳击手》1989

《剑魂》1981
《现代角斗士》1986

乒乓球

武术

体操

棋牌

自行车

曲棍球

帆船

 游泳

 拳击

 击剑

 摔跤

竞争精神

团结、民族主义

竞争精神

探索、执著精神

个人认同、荣耀

团队协作

冒险主义、勇敢

竞争精神

拼搏、不服输

冷静、理性

拼搏、竞争精神

表 3 中国体育电影多元现实主义回归时期作品、题材、及主体思想表（1977-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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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和“文革”中的灾难性历史取材，部分影视

作品依旧流露出对“文革”一种无声的讽刺和理

性的沉思，表现出对压迫时期的社会反思情怀。

而 80 年代后期的体育电影也步入了转型的轨道，

中国体育电影由传统的文化事业逐渐转变成文艺

企业，体育电影的运作和制作模式发生了变化，

打破传统的政府行为，形成了多元、变革的中国

体育电影格局。而改革开放这一利好政策极大了

刺激了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伴随着世界格局的

多元化，国外一些优秀的作品流入我国，在这些

优质作品的影响下，国内新生代导演将更多的文

艺思潮和思想流派糅合在一起并学习并提炼 [6]。 

2.3.1 思想争鸣，体育文化语境更变

如果说“乒乓外交”是现代中国体育发展的

巨大契机与转折，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

革开放则是中国体育实现自我突破后走向时代化、

国际化的最好印证。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启蒙

倾向以及社会心理学的个性化发展成为社会特征

的主流，这种文化侵袭和影响不断让中国体育电

影从压迫的桎梏中解禁，形成了百舸争流的社会

现象，争鸣成了中国体育电影这一时期最鲜明的

特征，体育电影在遵循自身本体的过程中大浪淘

沙，碰撞、汲取、革新，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革故

鼎新，阐释体育“本体”的禅意。面对中国体育

和中国体育电影蓬勃发展的双高潮，在众多体育

电影对体育文化的渲染和影射下，体育被赋予了

更多重、更多面、更多样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角色，

体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功能日渐突出，

体育活动也与社会万象交织并接轨，与此同时，

经济体制的变革也为体育电影的文化转型带来的

无限的契机。

2.3.2 本体回归，体育精神持续升华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

事业营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体

育电影从“文艺服从政治”的角色逐渐向“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中来。西方现代与

后现代时期的文化资源大量丰富了我国新时期文

化，这一切都为我国的新时期体育电影发展奠定

了深厚的社会主义文化基础 [7]。体育电影更为突

出的重塑了浓郁的爱国情怀与个人强烈的理想追

求，凸显团队精神与集体荣誉的影视作品较多，

对体育运动中的团结协作、集体利益为重的时代

精神进行了积极的倡导和宣扬。20 世纪 80 年代

初，对体育“本体”回归的争鸣不断，体育运动

给人们带来的锻炼、竞争、美感等时代元素不断

涌入，对体育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功能

等阐释众意纷纭。体育对生命意义、任性伦理进

行了肯定和探讨，日渐丰富的电影题材也多角度

从健康为上、积极拼搏、树立顽强意志、追求乐

观人生等元素阐释着体育以为文本的文化内涵。

2.4 中国体育电影转型、探索与创新时期（1990
年至今）

1990 年，第 11 届亚运会成功在我国举办，这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本土举办的规模最大，级

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中国体育事业乘亚运

会之势飞速发展，体育电影也迎来第一个高产时

代，更多样的体育题材融到新时代的体育电影。

运动员为祖国荣誉、不顾个人伤病困扰、超越自

我、追求卓越、奋勇拼搏等运动元素被细致的收

录在电影故事情节中，通过艺术手段将体育中的

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表 4 所示，在转型、探索与创新这一时期，

中国体育电影作品数量为 44（体育纪录片、科教

片、电视节目除外），电影高产的同时不断衍生出

更丰富的体育运动题材，包括田径、体操、滑板、

羽毛球、棒球等，实现了新兴运动项目在体育电

影的零突破。而“创新精神”的融入是本阶段体

育电影在叙事情节上的突出性标志，高科技视觉、

影响技术的发展，社会多重元素的吸收和融入，

极大的丰富了人物塑造的多面性，在传承和表达

体育精神的手法上与时俱进，造就了相当一批的

优秀体育影视作品。

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副巨大的天幕，

那么中国体育电影在这幅天幕下编织历史，同时

也在为政治服务、为市场服务、为现实人生服务

的“一仆三主”的境遇中进退维谷的证明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 [8]。 90 年代的体育电影与整个社会文

化交相呼应，体育电影呈现鲜活而鲜明；有序而

有力的时代特征。这种环境下，体育电影的东西

方文化、传统与创新、封闭与开放、主流与边缘

的思潮交汇融合，相互碰撞，在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敏感时期形成了多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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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多种意识形态交融的特殊电影格局。由此，

90 年代的体育电影开启了迈向自由之路的大门。

2.4.1 剥离政治枷锁，自由而多元

90 年代以来，体育电影剥离了对政治主流意

识形态强化与渲染的束缚，汇入了自由、前卫、

多元、等潮流元素的洪流，伴随时代赋予的新理

念、新精神，消除东西方格局的文化冲突，兼收

并蓄。与此同时，自由和多元已不再是简单的口

号，而是作为一种主流旋律维系着体育电影的时

代形象。政治与娱乐并存的结构和理念逐渐萌生，

虽然政府作为行政力量对体育电影进行方向上的

调控和干预，保证体育电影不偏离主流政治意识

形态，但市场经济的改革对整个体育电影产业转

型产生深刻影响，这使得娱乐性与市场化成为新

的价值取向，逐渐成了国产体育电影新的文化消

费价值。

2.4.2 追寻时代品格，冲撞与融合

21 世纪初，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与学校体育

并驾齐驱，欣欣向荣，体育电影逐渐摆脱了单纯

对体育的竞争价值塑造和宣扬的单一结构，转向

对大众休闲娱乐、健康为上、人文关怀上来。与

此同时，随着体育商业价值的不断开发，体育电

影的创作题材、叙事主题、剧情设计与安排等电

影技术手段在国际体育电影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

不断提升并创新，向具备科技、时尚、娱乐为一

体的新时期体育电影格局迈进 [9]。

3 结论

中国体育电影在传播“强种强国”、“育人育

德”等思想，解读“锦标主义”与“重在参与”

的悖论，还是重塑“健康第一”、“体育人文精神”

等社会价值方面，都很好履行了其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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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时间 电影作品 题材 主体思想

转型、探索与创新

时期（1990- 至今）

《女帅男兵》2000；《我和乔丹的日子》2003 等 8 部 篮球 竞争精神

《足球大侠》1998；《少林足球》2004 等 8 部 足球 拼搏、团队协作

《黄飞鸿》1991；《霍元甲》2006；《叶问》2008 等 10 部 武术 顽强、民族认同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2008；《七彩马拉松》2007 等 7 部

《冰与火》1999；《冰刀双人舞》2009；《破冰》2008
《我的九月》1990

《滑板梦之队》1996
《乒乓小子》2005
《棒球少年》2001

《闪光的羽毛》2008

田径

冰上运动

体操

滑板

乒乓球

棒球

羽毛球

竞争精神

个人荣耀

竞争精神

冒险、挑战精神

民族荣誉

团队协作

   创新精神

表 4 中国体育电影转型、探索与创新时期作品、题材、及主体思想表（1990 年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