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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alyzes news reports on Chinese athletes from
“New York Times” between January 2008 and December 2012 to figure out the media image of
Chinese athletes and its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study shows that two categories are found for
the Chinese athletes, namely market-economy-driven and nationwide system-driven athletes. In
“New York Times”, the market-economy-system-driven athletes receive primarily positive comments while the nationwide-system-driven ones fall on the other sid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hinese athletes’ media image needs to be reshaped by appropriate packaging and marketing, proper
use of various media channels, and increase on communication means etc., in order to upgrade our
athletic sport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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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纽约时报》2008年1月~2012年12月间关于我国运动员的新闻报道为主要
质性材料，旨在通过研究《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运动员的新闻报道，定位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媒介形
象，分析国外媒体对我国运动员媒介形象的建构过程。研究结果发现，《纽约时报》将我国运动员按体
制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一类是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纽约时报》构建
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以正面形象为主，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报道则偏向负面；《纽约时报》对
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形象负面的塑造反应出其对我国举国体制存在偏见。建议通过利用提升运动员自
身形象、对运动员进行适度包装与营销、充分利用网络自媒体，扩展发声渠道等方法重塑我国举国体制
下运动员媒介新形象，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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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媒介是“传播工具、传播渠道和传播信息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
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也指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个人或社会组织”[1]。因此媒
介形象是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个人或社会组织再现的人或者事物认知信息的总和。李普曼
的“拟态环境”论指出,媒体所再现的人或事物是由媒体对相关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处理后，形成兼具
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拟态形象”。如果再现者是的大众传播媒介组织，那媒介形象可理解为大众传播媒
介组织利用大众媒介依据客观事实再现的“拟态”的人或者事物的形象。运动员媒介形象即大众传播媒
介组织利用大众媒介依据客观事实再现的“拟态”的运动员的形象。其主要包括对运动员在其职业过程、
社会角色承担、个性特征和社会交往方面体现
出来的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的刻画、描述和评价。
“运动员媒介形象作为当代一种特殊的媒介形象，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镜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媒
介文化作用”[2]。随着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在国际上的快速发展，我国涌现出刘翔、姚明、李娜等一批优
秀的运动员，他们成为了各国体育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各国媒体对我国运动员的大量报道，为我国运
动员形象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运动员良好的个人形象不仅代表了我国运动员的形象，也代表了
我国国人形象、体育形象，甚至代表了我国国家形象，是我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媒介。
大众媒体成为了运动员媒介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工具，因此大众媒体在建构、传播和影响我国运动员
形象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纽约时报》2008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间关于我国竞技
运动员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纽约时报》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的报
道，展现外国媒体对不同体制下我国竞技运动员形象构建差异。以此窥探出大众媒介在传播信息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对今后我国运动员媒介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
选取《纽约时报》为研究样本，是因为《纽约时报》是美国三大主流报纸之一，是美国社会公认的
历史记录性报纸，美国人日常资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它在美国政治中极有影响，有着参政议政功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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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非常重视对体育新闻的报道，并且专门设有体育版，在报道体育新闻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
风格，吸引着全世界读者的关注[4]。其体育版功能定位明确，并高度重视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5]。
总之，《纽约时报》在美国媒体界具有极高的地位，对体育新闻报道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广泛的读者基
础，多样的新闻传播方式及官方对体育新闻的高度重视。

2.2. 样本采集
《纽约时报》资料的收集主要是利用“China”、“sports”、“athlete”、“Olympic”为关键词，
从 EBSCOhost 数据库和《纽约时报》官网(http://www.nytimes.com)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间《纽
约时报》对中国体育的新闻报道，在剔除重复报道和读者回信后，最终获得有效报道共 117 篇，其中新
闻报道中出现我国体育运动员的文章共有 110 篇，占总报道数的 94%，并以此作为本研究内容分析的样
本。

2.3. 理论依据
本研究依据话语分析理论。“话语理论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一。近代话语研
究多运用在语言学领域，学者利用‘话语分析’的手段对语言的词汇、句子、段落、篇章进行透彻的分
析”[6]。“最终奠定流行性‘话语’理论基础的是福柯。在他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
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
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7]。本文通过研究《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的句子、段
落、篇章的报道，反映其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报道中具体语句的分析，探析《纽约时报》对两种不同体
制的竞技运动员形象的构建。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纽约时报》对两种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报道截然相
反。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具体阐述：

3.1. 实现自我价值——追逐名利不择手段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可知，人类的需求共分为五层，只有依次满足了生理、安全、归属与
爱、尊重的需求后，才能到达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8]。《纽约时报》报道中，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
刻苦训练的目的不是追求金牌，追求荣誉，他们是在竭尽所能的完善自己，以期达到自己内心精神的升
华。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带伤顽强训练却是只为追求名利。两者运动员形象完全相反。
《Chinese Athletes Say No to the System》一文中报道“6 月，李娜获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冠军，
成为第一个亚洲地区赢得大满贯赛事的人。为了奖励她，湖北省委，省政府给了她价值 92,000 的奖品并
提供她在政府工作，她拒绝了，说她要专注于打网球”[9]。将功名弃之如敝屣，坚持自己的网球梦。
而《纽约时报》在报道中通过两个方面的描述展现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
一是运动员常年带病训练、过度训练。“在 2008 年的奥运会上运动员迫于国家体育系统和商业财富的诱
惑，中国运动员正在接近和超越他们自己的极限，导致一些威胁他们健康的风险去追求民族的荣耀”[10]。
如跳水运动员胡佳“2005 年在训练时视网膜脱落，在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两个月之际，胡佳因训练和比
赛导致另一个视网膜也受伤了，胡佳说：‘北京奥运会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巨大的荣耀，我将竭尽全力去
夺取一个金牌，除非我的眼睛真的瞎了’”[9]。二是运动员在参加比赛过程中有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
如我国体操运动员何可欣、江钰源，“在线记录列出中国体操运动员和他们的年龄，被发布在中国官方
网站上，中国官方新闻媒体也列出了年龄。然而，似乎与护照信息相矛盾，表明何和江可能是 1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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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奥运最低年龄两年”[11]。一系列的兴奋剂丑闻使中国体育体制伤痕累累。马家军“在 2000 年奥运
会上六名队员退出比赛，
一些被发现高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血液重组红细胞生成素，也被称之为 EPO”
[10]。
于洋、王晓理因在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上消极比赛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违背了体育道德、奥林匹克精
神[12]。

3.2. 高学历——文盲
《纽约时报》报道显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注重对文化知识的追求，接受过高等院校的教
育。如李娜曾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并且英语学习的很好。“她曾经两年放弃比赛，在 2004 年归队前在
一所中国大学学习新闻专业[13]”。
而在举国体制下只注重对运动员运动成绩的追求，并不重视对运动员文化的教育。马鹏鹏，邯郸省
队赛艇运动员，她说在她所在城市的体育学校“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书籍，他们的目标是夺取金牌”[14]。
举重运动员周春兰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14]赛艇冠军杨文军也曾感慨道“作为一个孩子，除了运动我
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我有我自己的梦想，但实现它是非常
困难的。我没有基础，让它们变成现实”[14]。

3.3. 博爱——退役后生活不堪
《纽约时报》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描述成爱国志士和具有公益心的爱心人士，这些品质都
集中体现在了我国篮球运动员姚明身上。参加北京奥运会是姚明的一个重要的职业梦想。姚明说“我希望
奥运会将从明天开始，我真的希望。我不能等待了，我感到非常自豪”[15]。“如果你在北京夜晚充满雾
霾的竞技场，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姚明回来比赛。在资本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中国”[16]。
“2006
年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姚明承诺永远不会再吃中国的鱼翅，引起人们对鲨鱼的关注”[17]。2008 年
5 月中国遭受毁灭性的地震后，“姚明通过他的基金会捐赠了 200 万美元，帮助重建四川”[18]。
《纽约时报》还关注到我国退役运动员生存情况，运动员退役后基本都无社会生存能力。如女子举
重冠军陈晓敏说“一旦你赢得世界冠军，你可以去大学免费，或工作，或成为官员。如果你没有，你得
到的只会是受伤的身体。没有文凭，没有工作，没有能力”[19]。“运动员艾冬梅，前北京马拉松赛冠军，
在大街上卖爆米花和服装。邹春兰，前全国冠军的举重运动员，在澡堂擦洗后背，后来全国妇联帮她开
一家洗衣店”[14]。报道中表面是在讲述我国运动员退役生活的不易，实则是对我国举国体制的抨击，抨
击我国没有帮助运动员规划好人生道路，没有传授运动员除体育外社会生存的技能，抨击我国退役运动
员的安置体系的不完善。
我们将《纽约时报》对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形象和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形象进行对比发现，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偏向正面，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偏向负面(见图 1)。市场经济体制下运
动员努力训练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有爱心，有奉献精神；而举国体制下运动员
常年带病、过度和极端训练，为了获取名利和荣誉，在比赛中做出违背体育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
且从未受过教育，导致退役后没有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总体来说，《纽约时报》将市场经济体制下运
动员塑造具有美国特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是被国家所控制为了达
到其政治意图、文化传播的机器。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了媒介形象的概念来探讨 2008 年~2012 年《纽约时报》对我国运动员形象的构建，通过研
究我们发现，《纽约时报》将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形象塑造成负面，实则是对我国举国体制制度的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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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ur country’s competitive sports athletes’ image built on “New York Times”
图 1. 《纽约时报》构建的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形象

击，认为这些是举国体制的诟病。由于《纽约时报》对我国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塑造过于负面，会
使受众对我国运动员形象乃至体育形象形成不好的印象和偏见，这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我国向世界传播我
国体育强国新形象乃至国家形象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改善我国运动员特别是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
在国外媒体报道中的形象，我国有必要采取有效手段对运动员形象进行国际传播。
(1) 对运动员自身而言，一要提升我国运动员自身形象。运动员在公共场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穿着打扮等都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关注；二要加强运动员思想文化教育，提升运动员文化素养。国
家、运动队以及运动员本人应该认识到思想修养、文明礼仪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动学习，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与文化素养的提高；三要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运动员应积极参
加公益和慈善活动，塑造“有爱心的运动员”形象，从而受到人们的欢迎，赢得人们的尊重，获得公众
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并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四要提升运动员媒介素养。运动员可以充分利用新兴媒
体，如微博、微信等各种网络平台，与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与交流，充分展现自己的青春、个性的一面，
并传播积极向上、健康、具有正能量的内容，塑造自身良好的媒体形象；五要提升运动员话语能力，提
升运动员国内、国际话语发声水平。运动员要学会如何与媒体进行沟通交流，在应对媒体的时候能够表
达自我、收放自如，并善于利用和媒体打交道的同时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
(2) 对国家而言，对运动员进行适度包装与营销，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策略，充分
利用网络自媒体，扩展运动员发声渠道，在国际主流媒体主动展现我国运动员新形象。“酒香也怕巷子
深”，通过《纽约时报》的报道我们看出，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
形态、报纸立场等方面的原因，其对我国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带有与生俱来的偏见。不管我们采取什么
样的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其导向。为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形象，我们需要主动出击，通过对动
员尤其是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进行适度的包装与营销，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特别是网络自媒体，选取我国
具有代表性的运动员，尤其是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拍摄他们训练、学习、业余生活等能展现我国运动
员个性、性格、兴趣爱好、精神面貌等生活片段，制作成运动员宣传片并通过网络自媒体进行发布和传
播，从而摆脱对西方传统媒体的依赖，重塑我国运动员国际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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