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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和文献资料为依据 ,运用理论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奥林匹克

运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含义、关系、特征及其成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试图理性看待目前

在此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分歧 ,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研究认为 ,奥林匹克运

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最主要区别是政治化追求的目标在于某国或某些国家的利益 ,而非

政治化追求的是所有国家或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其关系根源于国家利益与国家共同利益之

间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的原因是 :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和利益所在 ,以及奥运会

本身的特点及其所具有的功能 ;其非政治化的原因在于 :国际政治冲突的客观存在 ,希望世

界和平成为各个国家的共同需要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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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and relevant documents of Olympic movement , with the

methods of theoretical and logical analysis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 their relation2
ship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auses of Olympic movement’politicization and de2politiciza2
tion ,for the purpose of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issue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Olympic movement and politics .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in differences of Olympic movement’politicization and de2politicization lie in that the pursu2
ing goal of politicization is for the interest s of some countries , while the pursuing goal of de2
politicization is for the common interest s of all countries or the human being . The origin of

such relation i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untry interest s and the common interest s of all coun2
t ries . The main reasons of Olympic movement’politicization include the country and nation’s

developing needs and interest s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Olympic Games it self ; while

de2politicization reasons of it include the exist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 ,all countries’com2
mon needs of keeping the world peace . Olympic Movement is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of maintaining the world pe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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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的关系 ,一直是研究者们关

心和忧虑的问题。也是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委会不得不

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奥林匹克研究者

一致认为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 ,“非政治

化”应该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 ,而“政治化”则是奥林匹

克运动发展的现实。例如 ,有学者认为 ,“非政治化始终是

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原则”[4 ] ;“奥林匹克与政治的关系或

隐或现贯穿始终 ,前者的内容是奥林匹克远离政治 ,后者

的内容是奥林匹克和政治须臾不可分离”[6 ] 。“非政治化

只是一种‘应然’结果 ,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奥林匹克运动

不是‘桃花源’,它与政治始终交织在一起 ,相互制约 ,相互

促进”[9 ] 。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人中就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

的关系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如第 5 任国际奥

委会主席布伦戴奇认为 :“我们不应介入政治事务 ,也不能

允许奥运会被当作工具或武器从事与其本身无关的事”,

“当你把一只脚跨进奥林匹克大门的时候 ,就把政治留在

了门外”。国际奥委会在 1962 年声明 ,“由于奥林匹克运

动是非政治性的 ,对国家奥委会的承认不意味着对其政治

上的承认 ,因为这超出了国际奥委会的能力” ;而另一种

观点如担任主席 8 年时间的第 6 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

宁则发现他所遇到的“95 %的问题都涉及到国内和国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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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并认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受到政治决定的制

约”[3 ]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在经

历了奥运会组织过程中的种种政治事件后发现 ,奥运会不

仅是一个体育的 ,而且是一个政治的活动”[3 ] 。第 7 任国

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 1988 年 11 月 21 日于莫斯科举

行的第二届国际部长大会上说 :“体育与竞技运动不可能

如一些人所声称的独立于政治”[3 ] 。

以上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什么是奥林匹克运

动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 ? 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化与非政

治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奥林匹克运动

与政治的关系 ?

1 　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含义求解

对政治最通俗的解释是“阶级、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

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8 ]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

为 ,“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 ,是经济

的集中表现 ,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

社会关系的总和”[5 ] 。而政治权力的中心问题是国家 ,它

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在古希腊的政

治思想家看来 ,政治主要指的是国家的活动。这种认识至

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新华词典》对“化”的意思做出的解释是 :“化 ,若放在

名词或形容词后 ,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革命

化、现代化、绿化等”。综上 ,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的意思 ,

我们可以理解为奥林匹克运动所具有的政治性质 ,也可以

理解为所具有的国家性质。

由于政治又划分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而一国的国

内政治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统治阶级为

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实现其利益和要求 ,不仅需要保

持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 ,履行相应的社会职能 ,而且 ,必须

在国际范围内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并谋求国际利益。

国内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政治是各

国国内政治在国际范围和领域中的延伸和相互作用。各

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性利益 ,不过是其统治阶级利益和

意志在对外关系这一特定领域中的体现。在各国国内政

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志 ,必然构成该国在国际政

治中的主导性利益和意志 ,这两方面利益之间存在着本质

上的高度统一性。因此 ,各国的对外政策和活动 ,归根到

底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就国内

政治而言 ,其利益构成主要是阶级利益、阶层利益和其他

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在国际政治中 ,其利益构成除了各国

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 ,还包含各国的民族利益、国家之间

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综上可知 ,无论是国内政治 ,还是国际政治 ,其实质主

要是谋求各国利益的获得 ,这就是所谓政治性的最主要表

现 ;反之 ,如果所有参与国不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利

益获得 ,而是为了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展开的

活动 ,因而亦不会受到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左右 ,如果我们

把这样的特点和具有这样特点的事物或活动看作是非政

治性的 ,那么 ,我们就可以较好地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政

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关系了。因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

道 ,所谓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也就是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含

义 ,这里所谓的非政治性或非政治化是一个相对于政治性

或政治化的概念。

2 　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关系

我们认为 ,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关系

不是人们所理解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而就是现实中的局

部与整体的关系 ,是国家利益与国家共同利益之间的关

系。国家利益是局部 ,国家共同利益是整体。国家利益中

包含着国家共同利益 ,国家共同利益又与国家的其他利益

相区别。当主要表现为国家共同利益实现的时候即是奥

林匹克运动的非政治化现象 ,当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益的时

候即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化现象。国家的其他利益可

以不影响国家共同利益的实现 ,也可能会影响国家共同利

益的实现。就奥林匹克运动而言 ,国际奥委会所代表的利

益可以看作是国家的共同利益 ,国家或地区奥委会则是国

家利益的代表。因为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

的、非营利的组织 ,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指导者、捍卫者和仲

裁人。而国家奥委会是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建立

起来 ,并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负责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开

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虽然国际奥委会对其成员国即

国家或地区奥委会提出统一要求 ,但由于国家或地区奥委

会却始终或常常不能忘怀本国或本地区的利益和使命 ,这

就出现了国际奥委会写在《奥林匹克宪章》中的一些规定

与现实不能一致的现象 ,出现了许多将奥运会政治化的现

象 ,出现了国际奥委会对违背奥林匹克运动宗旨现象的惩

罚。它们将始终伴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过程 ,并成为

其发展的动因。

如《奥林匹克宪章》规定 :“国家奥委会应保持其自主

性 ,抵制可能妨碍其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任何压力 ,包

括政治、宗教、经济上的压力。”事实是 ,很多国家从本国利

益的前提出发将奥运会政治化。如 1914 年国际奥委会的

英国委员退出 ,因为国际奥委会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

始后清除国际奥委会的德国委员。1952 年美国强烈反对

苏联参加奥运会。1980 年因苏联侵略阿富汗 ,在国际奥

委会承认的 147 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中抵制莫斯科奥运

会的占 2/ 5。1984 年苏联等国家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 ,

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

因为《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 :“奥林匹克运动 ,是在

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 ,以体育运动和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

庆典为主要活动内容 ,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

面发展 ,沟通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在全世界普及奥

林匹克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运动。”“奥林匹克

运动的宗旨 ,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

匹克精神 ———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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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 ,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

界做出贡献。”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种族歧视是其伟大的责

任和使命。国际奥委会为此做出了努力 ,如 1948 年 ,二战

结束后的首届奥运会即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

没有允许以色列、日本、德国参加。1964 年东京奥运会 ,

国际奥委会没有允许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派运动员

参加 ,1970 年 5 月 ,南非被驱逐出国际奥委会。1972 年慕

尼黑奥运会开幕前夕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的到来 ,引起

了非洲国家的强烈不满 ,国际奥委会举行非常会议取消了

罗得西亚的参赛资格。

以上事实充分反映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化现象

和非政治化努力。从奥林匹克运动的整个历史来看 ,绝大

多数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都将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当作自己国家的国际政治追求 ,遵守

了《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 ,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非政治化做

出了努力和贡献。

3 　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原因

3 . 1 　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的原因

3 . 1 . 1 　国家可以通过奥运会一整套仪式强化民族和国家

的意识

顾拜旦重建奥运会的目的之一 ,就是试图通过参加体

育运动振奋法国青年 ,通过国际体育比赛 ,培养他们对法

兰西的忠诚与自豪。在 1896 年首届奥运会结束不久 ,他

写道 :“一个人在看到自己的俱乐部或学院在全国比赛中

获胜会感到一种满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国家获胜这种感

觉将是何等的强烈 ! 就是出于这些想法 ,我寻求恢复奥林

匹克运动会。经过许多努力 ,我成功了。”[3 ] 顾拜旦在奥运

会的庆典中有意识地设计了可被一些人批评为强化民族

意识的仪式 ,如在开幕式上 ,运动员按国别入场 ,国旗为获

胜国而升 ,国歌为获胜国而奏 ,运动服上标有国徽。

奥运会的一整套强化民族意识的仪式将运动员个人

之争转变为民族国家之间的象征性的竞争。虽然国际奥

委会反复强调奥林匹克竞技是个人之间而不是国家间的

比赛 ,但是 ,在奥运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 ,没有一个运动员

纯粹是代表自己进入奥林匹克竞技场的。所有参赛者必

须要经过该国或地区的奥委会的同意方可比赛 ,因此 ,他

们事实上就是国家或地区的代表。

3 . 1 . 2 　国家可以通过奥运会的宏大规模及广泛影响力树

立开放和强国形象

显而易见 ,在当今世界上 ,没有其他任何国际文化活

动在其规模和影响力上可以与奥运会相匹敌 ,如 2008 年

举行的北京第 29 届奥运会不仅有来自世界 204 个国家和

地区的 11 020 名运动员 ,300 多万名现场观众和 40 多亿

的电视观众 ,而且 ,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上万名新闻工作者 ,

他们无所不包的新闻采访 ,通过遍布全球的电视网络、广

播网络、新闻通讯社将奥运会大大小小的信息传递到世界

的各个角落。奥运会是今日全世界共同庆祝的盛大节日 ,

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奥运会期间所发生的一

切在瞬息之间就会成为世界性的新闻。所以 ,一些西方学

者认为 ,奥运会的政治化是与电视的普及同步发展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要求主办奥运会的国家或城市 ,不

是轻易就能够得到国际奥委会同意的 ,关键在于申办国的

国力是否强盛 ,是否具有主办运动会的能力 ,是否具有高

度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水平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等条件。

从历届奥运会的主办国来看 ,它们基本上都是经济实力雄

厚的发达国家。为奥运会修建豪华的体育场 (馆) 设施 ,能

够最直接地向世界各国显示主办国的国力。其次是通过

活动的巨型化以及“阔气化”显示国力 ,另外 ,要向世界展

示发达的科学技术、交通和良好的生活设施以及社会安

定。“奥林匹克章程规定 ,不在进行战争和充满内乱的国

家举行奥运会 ,即使是已确定的主办国家 ,如果发生了战

争或内乱 ,其主办资格也将会被取消 ,得另觅他国来主

办”[7 ] 。奥运会的举办历史也说明 ,凡是能够顺利筹办和

举办奥运会的国家 ,其社会和政治是稳定无疑的。再有则

是对促进本国经济等事业的发展的免费广告。主办奥运

会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打造“国家品牌”,提升国际影响力

的重要手段。如很自然的事情是 ,中国通过申办和主办奥

运会 ,将使西方媒体不得不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持续关

注中国 ,并给予更多正面和客观的报道。这个长周期、高

频率的报道 ,对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树立“国家品牌”有

重要作用。国家盛 ,企业兴。国家这一大品牌打响了 ,企

业的小品牌才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 ,才会更具国际影响

力。另外 ,承办奥运会还能使本国企业借助奥林匹克市场

营销计划宣传 ,推广企业形象和品牌 ,甚至可以使一些企

业一举成名 ,美国耐克公司即是如此。因此 ,北京 2008 年

奥运会 ,国内的众多企业就可以借助奥运会来推进企业由

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的跃升。总之 ,主办一次奥运会的效

果 ,大过多少次“招商会”、“推介会”、“博览会”、“洽谈会”

的总和 ,千金难买“奥运”这个大广告。

3 . 1 . 3 　国家可以将运动员之间的竞赛视作国家和民族之

间的象征性的竞争

奥运会是由国际奥委会举办的多个国家派运动员参

加的多个运动项目的比赛 ,崇尚“更快、更高、更强”的价值

观。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正是因为采用这样一种比赛的

制度和形式 ,使得运动员比赛的获胜成为不仅仅是运动员

个人的事情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国家胜利的象征。

还因为随着竞技运动的发展 ,运动成绩的提高 ,运动

员在奥运会上仅仅依靠自己的天赋、个人的力量就能获胜

夺魁、名登榜首早已成为历史 ,今天运动员成功的必要条

件除了个人的才能和多年艰苦的训练外 ,还包括 :现代化

的训练条件 ,高水平的教练 ,控制训练过程在最佳状态的

精密仪器 ,大量的国内、外比赛的经历 ,等等。由于一个运

动员在奥运会上成绩的优劣也反映了他所在的国家能否

为他提供这些条件和提供的程度如何 ,于是 ,在某种意义

上来说 ,运动员所表现出的运动成绩凝聚着国家的、社会

08

体育科学 2008 年 (第 28 卷)第 11 期



的力量 ,而不可能仅仅是个人的成败利钝。因此 ,运动员

的血肉之躯在竞技场上拼搏的胜负便具有被视为一个国

家力量的表现的可能性。

第三 ,各个国家对奥运会比赛结果的不可争辩性和说

服力也非常看重。奥运会比赛以严格的规则为竞争的双

方提供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所没有的理想的对等的

公平竞争条件 ,一切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族的

差别而引起的不平等在竞技场上好像统统不存在了。运

动员所能凭借的好像只有自己强健的四肢、机敏的头脑和

顽强的意志。因此 ,竞技比赛的胜负结果具有不可争辩

性 ,因而好像更具有说服力。

总之 ,由于奥运会比赛结果的不可争辩性和说服力、

运动员的成绩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可分割性、奥运会

特有的一系列强化民族和国家意识的仪式和新闻媒介大

规模的宣传作用 ,奥运会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结合了

起来。当覆盖全球的电视通讯网络系统 ,通过一系列技术

手段将这种竞争的象征意义展示在几十亿观众面前时 ,就

必然会使人们相信 ,竞技比赛就是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

争。一百多年来的奥运会使这种象征意义在人们心目中

扎下了根。

以上原因皆是针对奥运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来 ,是

这些特点及其引发的功能成为奥林匹克政治化的可能条

件或可能性 ,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则构成其必要性。

就以民族主义为例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的一种社会心

态和运动。民族主义心态即指个人对民族或民族国家无

尚忠诚 ,把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感情”[3 ] 。在这

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 ,纷争不已的世界上 ,民族主义

常常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在最高级别的国际体育比赛 ———

奥林匹克运动场上 ,这种力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运动员

通过在运动场上的表现充分表达了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民

族的热爱和忠诚 ,也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感染了各国公民的

爱国、爱民族的热情 ,唤醒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凝聚力

等许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社会心理动力元素。

正是因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和利益所在 ,以及奥

运会本身的特点及其所具有的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和民族

发展和利益的需要 ,这就成为历史上和今天世界上许多国

家对奥运会表现出这样的热心的主要原因所在 ;这也就是

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政治化的原因所在 !

3 . 2 　奥林匹克运动非政治化的原因

3 . 2 . 1 　国际政治冲突的客观存在 ,希望世界和平成为各

个国家的共同需要

人类社会的历史始终就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历

史。二次大战以后 ,世界进入了一个多种模式和不同经济

发展水平的国家竞争共处的时代。既有南北之间的经济

矛盾 ,又有东西之间的政治冲突。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主

体依然是独立的、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政治实体 ———国

家。在竞争为特点的时代背景下 ,国际事态以“竞争 —摩

擦 —协调 —再竞争 —再摩擦 —再协调”的方式发展着。国

际上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构成一幅扑朔

迷离的背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

界战争 ,但局部战争就始终没有间断过。自 20 世纪 70 年

代中期以来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兴起 ,仅在 1975 年到

1985 年的 10 年间 ,据统计世界上共发生 6 200 多起恐怖

主义事件 ,造成 4 700 多人死亡 ,9 000 多人受伤。

因为政治冲突和恐怖主义等不安定因素的存在 ,希望

世界和平成为各个国家的共同愿望。如邓小平在论述我

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一致性时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

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我

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

和平的国际环境”[1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根据《联合国

宪章》、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等国际文件

以及各国在对外交往中的普遍共识 ,明确了国际政治的基

本准则主要是 :各国主权平等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互

不干涉内政 ;互不侵犯 ;和平共处[5] 。和平共处是对于正常

状态下国家之间关系的倡导 ,它是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这一原则规定 ,无论不同的国家在社会政治制度、意

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和种族以及国家利益方面相同

与否 ,在国际交往中 ,都应该在尊重国际法和其他国际政治

准则的基础上 ,彼此尊重 ,发展友好关系 ,和睦相处 ,并且实

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因此 ,它反对一切非和平和非合作方

式 ,不主张以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历史、民族等

方面因素作为选择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方式的依据。

3 . 2 . 2 　奥林匹克运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运动

现代奥运会产生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刚结束自由

竞争的阶段 ,这是一个充满政治纷争的不安定的时代。顾

拜旦在创立现代奥运会的时候 ,他希望体育运动能够改善

国家间的关系。1894 年 1 月在他给各国际体育组织的信

中 ,表示希望在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代

表通过和平的竞争促进国际间的团结。确立了奥林匹克

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

匹克精神 ———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

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 ,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

界做出贡献”。顾拜旦在创立现代奥运会时就感到“它将

可能是一个潜在的 ,也许是间接的 ,维护世界和平的因

素”。从历史上看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作为国际和平运

动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匈牙利史学家拉斯洛 ·孔指出 ,

19 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垄断组织导致了帝国主义时代基本

矛盾的产生 ,而同时 ,一些消除这些矛盾的对立倾向也作

为社会自我调节的手段明显地表现出来 ,于是产生了负有

促进民族合作使命的国际组织 ,如红十字会等。国际奥委

会也是这样一种国际和平运动组织。对于国际奥委会的

这样一种性质 ,《奥林匹克宪章》做出了明确规定 :“国际奥

委会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非营利、无限期的组织 ,以协

会的形式具有法人地位 ,得到瑞士联邦议会的承认。”“国际

奥委会的使命是按照奥林匹克宪章领导奥林匹克运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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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国际奥委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这种性质 ,使

其为各个国家寻求世界和平的需要和愿望提供了一种渠

道和可能。

4 　结语

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关系问题 ,说到

底也就是将奥林匹克运动为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利益服务

还是为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和平、友谊、相互了

解服务的关系问题 ,它们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对立和冲突

的关系 ,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之间最好

的关系存在形式就是相互兼顾和一致。换句话说 ,就是

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二者相结合、相统一。爱国主义

的追求相当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化 ,而国际主义的追

求则相当于奥林匹克运动的非政治化。当二者之间的影

响成为相互促进的关系时 ,也就必定是奥林匹克运动发

展最为理想的时候。各个国家应该求大同而存小异 ,为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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