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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电视体育解说员的专业化
!!
!从"韩乔生现象#说起

"

! 张灵明
可爱的错误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几个项目一起上! 所以我的脑子里有时
候就没有转过弯来$ &事实上!有这样语录的解说员不止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就开始流行一个帖子叫"体

乔生一个!央视的宋世雄)孙正平)蔡猛等体育解说员也经

育解说员笑话集#!帖子内容主要是汇集了许多体育解说员

常出现这样的错误!于是网友们就把这个现象称作%韩乔生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语言表达错误! 以及由此引起的娱乐

现象&$ 体育解说员的口误固然难以避免!但是%韩乔生现

搞笑效果$ !""! 年!更有好事之徒将中央电视台体育%名

象& 却给电视体育解说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体

嘴&韩乔生此类的语言错误汇集成册!并出版发行!取名为

育解说员的专业化$

’恐韩 (韩乔生语录 #$ 下面摘录书中精彩的几句 (

!"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 !比赛结束了"

电视体育解说员的必由之路!
!!专业化

#"各位观众 !中秋节刚过!我给大家拜个晚年 #$
$" 队员在平时的训练中一定要加强体能和对抗性训

的缺乏!一个解说员往往要解说几十个体育项目!再加上没

练!这样才能适应比赛中的激烈程度!否则的话!就会像不

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足为怪$ 但是!!-

倒翁一样一撞就倒$$

世纪的中国体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国人对体育的热情空

%"因为李金羽的身高比对方队员矮!因此在拼抢的时
候他的肘部碰到了对方的脸上%

&"可能有的观众刚刚打开电梯!我们再把比分$$
’"&转播 ()* 总决赛’今天转播的是((( &半天没想起
来’与爵士犹他队的比赛

+"各位观众,现在站在跳台上的是英国裁判 ##&!--’
年奥运会解说跳水项目 ’

."乌拉圭的主力门将是尤文图斯的主力门将!! !这位
#! 岁的门将很年轻!今年只有 !- 岁%
-"水晶宫队已经赛了 + 场!# 胜 # 平 % 负##

韩乔生有如此多的语录!有客观原因$ 当时!由于解说员

前高涨$ 体育一改过去%事业&的性质!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
要的经济产业! 数以亿计的体育 ./01 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
群体$ 大众传播媒介中体育报道的份量也在日益加重!体育
新闻的比重已经占到了所有新闻总量的三成左右$ ! 以

))23 为例!体育频道在中央电视台各套节目收视份额中稳
居第三$ 逢重大的体育比赛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媒介体
育报道的量会大大增加$ !""" 年悉尼奥运会期间!))23 在
短短 !" 天时间里就播出了 #45 小时的节目 ! ))236# 的平
均收视份额达到了 -47!89!超过了 ))23:-$ "
体育产业正在迅速发展!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对体育

!/" 在解说跳水比赛时!韩乔生可能认为双人跳中大个

的报道日渐增多! 这为电视体育解说员走向专业化提供了

儿队员应该先入水!于是就说道)*奇怪呀!怎么反倒是小个

发挥的舞台$ 同时!体育节目受众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选手先入水呢( +

一方面!体育节目受众的数量在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他们

$$&一共有 ’ 千多条’

的观赏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许多体育观众不仅是疯狂的

因此!球迷总结出一条韩乔生定律&韩乔生在解说比赛

*他们对这项运动
./01!甚至是某个体育项目的%专家&**

时!眼睛看着球员 ’!脑子里想起了球员 (! 嘴里说着球员

的历史)规则了如指掌!对其中的体育明星的各个细节如数

)!实际上指的是球员 *!所以我听了以为是球员 +$

家珍 !甚至连他们的生活小事也都略知一二 $ 可以说 !业余

从这些 %可爱的错误 &来看 !其中有解说员的口误 !也有

的解说员或者像以往那样 %万事通 &的解说员在这些体育迷

不少是明显缺乏相应体育项目的专业知识而造成的结果 $

的面前简直是 %班门弄斧 &$ 可见 !观众素质的大大提高 !已

网友们对于%韩乔生语录&的议论和炒作 ,往往是出于娱乐

经把传统的体育解说员逼入了绝境!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和搞笑!对韩乔生本人并没有多少恶意$ 韩乔生虽然有些尴

那就是体育解说的专业化$

尬! 但是后来在接受一些媒体记者采访时还是很坦诚(%过

从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近年来电视体育解说员的水

去解说员还比较少!我每周至少有 ! 天都在承担解说任务!

平提高得很快!已经涌现出像黄健翔)刘建宏)苏群)徐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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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专业化体育解说员的方法和途径很多#但是无论

&’大部分体育解说员仍然不够专业#特别是在三大球

是运用哪一种方法都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哪种方法可以!一

以外的体育项目#比如田径%网球%汽车%高尔夫%拳击等项

夜速成"或!拿来就可以用"& 在培养的全过程中#必需要了

目&虽然解说员在解说比赛之前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

解和坚持以下三个重要原则$

一个!专家"不是十天半个月所能培养起来的& 为了弥补这

首先#研究体育受众的需求是培养专业化解说员的前

个明显的缺陷 # 电视台通常的做法是邀请一位专业人士和

提 & 观众为什么要看体育节目和体育比赛 ’ 观众在观赏过程

解说员一起解说 & 它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专业化不强的问

中一般具有怎样的心理变化规律 ’ 观众希望从电视体育解

题 #但是 #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 一方面 #解说员有时

说中得到哪些信息 ’ 这些问题具体到每一项体育运动 #肯定

候会跟专业人士的观点发生冲突 # 例如解说员介绍了一堆

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 体育解说员只有熟悉和掌握观众的需

背景资料#然后分析了!!队的战略打法#然后问旁边的专业

求和观赏心理的变化规律# 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专业

人士$!张指导#你也这么认为#对吧’ "可是张指导却说$!我

解说员&

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样的场景可谓让观众无所适从&

其次#让观众满意是体育解说员走向专业化的目标和

另一方面#专业人士虽然专业#但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语言

方向& 随着电视媒体经营的企业化%体育运动的市场化#!观

和发音训练#解说时语言生硬#声音也不是那么悦耳&

众是上帝"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观众不满意的体育节目是

!’体育解说员的解说方式单一#而且往往表情严肃%缺

很难长久支撑下去的& 体育解说员的解说在一定程度上影

乏激情&比如很多体育观众就想不通$为什么解说员每次解

响了观众对体育节目的满意程度& 现在一个比较大型的体

说时都西装革履 ’ 难道西装 %领带和体育运动有必然的联系

育比赛 #往往有多个电视台和频道同时转播 #观众可以自由

吗 ’ 为什么解说员每次都跟 )新闻联播 *似的端端正正地坐

地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频道收看 & 比赛内容是一样的 #这时解

着解说 ’ 难道站起来或者走动一下不行吗 ’ 在比赛刚刚进

说员的解说水平就成了观众选择哪个频道收看的关键因素

球 %观众欢呼呐喊的激动时刻 #为什么有的解说员还在 ! 冷

之一 #也是一个体育节目是否具有收视竞争力的标志之一 &

静"地分析战术’ 为什么有的解说员还在以!一个队员两只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让观众满意应该是电视体育解说

脚#两个队员四只脚’’’"这样的句子!杀"时间’这些表面看上

员孜孜以求的方向和永无止境的追求目标&

去也许是解说员个人风格问题# 实际上却反应了他们对体
育受众心理的不了解& 这同样也是一个专业化的问题&

最后#电视体育解说也必需不断创新& 据 1123 在新
浪网上的调查# 反馈者对现在体育解说最不满意的表现就

国外一些成熟的体育赛事都有非常专业的解说员& 比

是!套话多#没有新意"#排在 &" 项不满意表现的首位& 解说

如在 ()*#解说员是专职的& 他们有的时候谈笑风生#有的

员在不断求新中#经常会遇到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解说

时候激情澎湃#有时作精简明了的分析#有时表现出明显的

员需根据比赛的需要经常重复赛场上球员的基本资料及球

主客场倾向 & 虽然他们的出身迥异 #有的是体育记者 %有的

队的打法 %风格等 +另一方面 #解说员又要面对许多规律性

是球迷 %有的是退役的球员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专业

的东西和短期内一成不变的情况 #比如 #对排球打法的解说

化的体育解说员 #他们只解说 ()* 比赛 #而且一做就是几

不外乎是 !平拉开 %短平快 %背飞 "等观众已经熟悉的打法 #

十年&

这样的解说千篇一律#观众对此会感到厌倦& 很显然#观众

走向专业化的途径

特别是在行的球迷对这种习惯套路是非常不满意的# 他们
有更高的期望值& 如何实现!常播常新#新中求新"#就要求

在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走向专业化有很多途径&许多

解说员在解说过程中要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 抓住赛场上

电视台已经在!三大球"上开始设置专门的解说员#他们希

的新动态并及时做出分析#挖掘背景意义#找出比赛的新亮

望把原来的体育解说员培养成某个体育项目的专家# 从而

点&在深入了解比赛背景和演变情况的基础上#解说员要敢

提高解说水平+ 有的电视台希望从成千上万的体育 ,-./

于说出新的观点&除了在内容上的创新#也可以在解说形式

中 # 挖掘出一些有解说口才的人并把他们培养成体育解说

上加以改进#比如运用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幽默的%轻松的%

员 & 为此 #中央电视台曾在 &%%% 年和 !""" 年连续举办了

激情的 +也可以考虑改变着装 %解说时的动作姿态 #甚至可

两次颇有影响的体育解说员大赛 # 其主要目的就是发掘和

以邀请球迷进行现场互动等等 & 总之 #创新是解说员时刻面

培养新人 # 其中一些获奖选手已经崭露头角 & 为了迎接

临的任务 #也是走向专业化的好方法和必然途径 & !

!""0 年北京奥运会的电视解说任务#1123 在 !""#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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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又进行了一次体育解说新人的选拔& 为了培养专业化
的解说员#有的电视台邀请原来的专业运动选手#对其进行
培训后上岗解说& 如浙江卫视就曾经邀请乒乓球世界女子
冠军王楠来解说一些大型的乒乓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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