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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下届奥运，知己还要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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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运
动健儿们不仅在赛场上收获了 26 金 18 银 26
铜，还展现了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尤
其是中国女排时隔 12 年后再度夺冠，用永不言
弃、敢啃硬骨头的表现，用永不褪色的“女排精
神”，令国人振奋不已。不过，总结表彰大会之后，
体育工作者们也就进入了“东京奥运会周期”，又

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奥运是各国体育综合
实力的比拼，我们要感谢队友，更要致敬对手。正
是在与各国“高手”过招的过程中，我们认清了自
身优势，也看到了中国在一些项目中存在的短板。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体育改革、发展全民健身，迫
切需要从学习和借鉴中走向“更快、更高、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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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常驻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的记者，分析
了这些国家在奥运会上表现出色的“秘密”，并
结合他们的采访和观察，对社会上的一些误解
进行了澄清。这些国家的一些好的做法，对于
中国发展全民健身、更好地迎战下届奥运会，
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体育的另一种“举国体制”
黄恒(新华社驻洛杉矶记者)

每逢奥运会，总会有些貌似见多识广者，对中
国运动员的成绩不屑一顾：赢了，说那是举国体制
的胜利，不行；输了，说连举国体制都没戏，更不行。
问他们怎么办，给的答案只有一个词：市场化。

其实，迷信市场化，恰恰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
济时代的思维方式。从个体角度说，将体制作为运
动员的“原罪”很不公平，以此否认他们的天赋和勤
奋，并没有什么道理；另一方面，从组织行为学角
度看，世界上有效的管理体制并非只有一种，美国
式的市场化也好，苏联的行政命令也好，现在英国
和德国的混合制也好，无非是组织方式有别而已。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要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必
须有国家层面的组织体系，必须发动全社会的资
源，举全国之力。

举国，才是举国体制的核心。具体怎么操作，
则要与国情相结合，避免僵化。

以美国为例。首先，认为奥运会是没什么美国人
关心的非主流活动，这是一种误解。里约奥运期间，记
者恰好在美国东西海岸间“飞来飞去”，特意观察了一
下，航班上三成左右的乘客选了 NBC(全国广播公
司)的直播节目在空中观看，更不要说酒吧、咖啡厅和
饭馆，只要有电视，大家几乎都在看转播的奥运比赛。

在美国，奥运显然是一场国家形象公关活动。

奥运期间，几乎所有商业广告都与此相关，出现的
人物无非是能拿金牌的明星选手，或显示意识形
态上政治正确的非著名选手。比如，在各种媒介上

频频出现的美国击剑队的伊布蒂哈吉·穆罕默德，
她的成绩不算特别显眼，女子佩剑个人赛连 16 强
都没进，但她是第一个代表美国队戴着头巾参加
比赛的穆斯林女运动员。

奥运会同样不单纯是运动员个人的事情，广
告商一定会把奥运五环和美国国旗设计在视觉语
言中。奥运会期间，美国运动员升国旗时没有将手
放在胸口，会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批判。正在参加总
统竞选的希拉里，更是将奥运与政治结合得特别
紧密——— 每当美国运动员赢得金牌，她都会专门
发“推文”表示祝贺，如果是女运动员，还要引用她
所说的一句经典语录。大家都知道，共和党候选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以白人男性为主，而民主党的希
拉里则主打女性和少数族裔牌，奥运是一个直白
的意识形态赛场。

再来说说美国奥运战略的组织形态和资金来
源。此前，因为美国没有专门负责体育运动的行政
部门，奥运代表队也没有国家财政拨款，所以很多
国人都有一种错觉，以为美国并没有组织化的奥
运管理体系；还有人以为，美国运动员都是出于兴
趣而参加训练的纯业余选手，奥运比赛之后他们
就会去上班，进而推论出美国不是举国体制。

其实这是一个大误解。现代竞技体育，运动员
再有天赋，不经过超越一般人的刻苦训练，依旧很
难站在奥运赛场上，特别是通过选拔代表美国为
国家荣誉出战。除了每天最少五六个小时的训练，
这些运动员还要不停参加比赛以积累经验，某些
项目还有必不可少的国际比赛积分，这也要靠金

钱支持。以伊布蒂哈吉·穆罕默德为例，击剑并
不是一项奢侈的运动，但她每年所需最低训练
经费依然达到 2 万美元，这主要依赖她所在的
俱乐部和商业广告。

这个穆斯林姑娘还算幸运的，田径项目成绩
能在美国排前十名的选手，大约 50% 根本支付
不起日常训练和奥运比赛费用，他们的资金来源
是美国奥委会。那么，美国奥委会的钱来自哪里？
表面看是赞助商，但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国家法律
赋予的独家运营权，还有相关减免税政策。

一些美国奥委会的合作企业，比如全球最
大的啤酒商安布斯-海希，会给运动员工作机
会。说白了，就是在企业里领薪水，基本不用上
班和工作，平时专心训练即可。这无非是货币化
还是实物化的差别，除了极少数金字塔尖上的
运动员，大多数美国奥运选手还得依赖这套“举
国体制”生存和进步。

奥运奖牌榜证明，美国这套“举国体制”非常
有效，但这是建立在与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的。
美国竞技体育的根基是深厚的群众体育土壤，
加上美国身为移民国家的属性而呈现出多样化
的特征，再加上百年历史积累和无与伦比的科
研能力，这些优势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复制。

所以，苏联也好，欧洲国家也好，为什么发
展出了与美国看似不同的“举国体制”？原因也在
于各国都想在奥运会上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
单。除非大家真的都觉得无所谓，只想在奥运会
上看看热闹、打个酱油。

蓝建中(新华社驻东京记者)

里约奥运会上，日本
代表队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在
国内人气爆棚。虽然奖牌
数不如中国，但日本在普
及大众运动、增强国民体
质方面，还是有很多值得
借鉴的地方。 4 年后的东
京奥运会，占据主场优势
的日本队，或将成为中国
队的强劲对手。

与中国古代崇尚文治
不同，日本进入武家社会
后，历来重视文武两道且
偏重武，一直都很重视体
能锻炼。

进入现代社会，日本
人的健康意识进一步提
高。多数日本人体型偏
瘦，很少看到大腹便便的
人，这与日本人注意饮食
和运动有很大关系。在东
京的皇宫周围，长期有大
批的跑步爱好者进行全长 5
公里的环皇宫跑步。在日
本全国 1.27 亿人口中，光
是跑步爱好者就达到 1000
万人。

日本民众热爱体育，
开展体育活动也非常便
利。在东京市内，随处可
见大大小小的免费公园，

大一点的公园都设有运动
场。例如，驹泽公园提供
免费的儿童自行车和头
盔，并有专用的儿童自行
车道。一到周末和节假
日，公园里常常看到孩子
在公园玩耍，中小学生可
以打棒球、踢足球，成年人多是慢跑和用器械
健身。除了公园，日本全国的学校都是按统一
标准建设的，运动场、体育馆和游泳池一应俱
全，一些设施还向居民免费开放。

日本学校抓体育比较紧，体育课和课外体
育活动有充足的时间保障。暑假期间，记者女
儿所在的小学还为学生开办了免费的游泳班。

在日本的学校，很多体育老师都受过专业训
练，甚至有不少曾是职业选手。

今年 3 月 26 日，记者正好目睹关东南部地
区部分幼儿园在昭和纪念公园举行的足球大
赛，虽然选手都是学前的小娃娃，但踢起球来
一丝不苟，传球带球像模像样，真正做到足球
从娃娃抓起。

到了高中，孩子们的运动热情更高，光看
棒球的甲子园大赛就知道火热的程度，各种竞
技项目都有全国联赛和锦标赛。大学每年也有
各种规模不同的比赛，比如足球的全国大学联
赛、总理杯大赛、天皇杯大赛等。

除了学校外，各地区每年也会组织一次老
少都会参加的地区运动会，此外，民间团体协
会也会组织各种体育活动，不胜枚举。

日本直到 2015 年才设立了体育厅，此前日
本有关体育事业的各类业务此前都被分割在各
个中央部门管理。此次体育厅的设置旨在打破
这种分割状态，对体育工作进行系统整合，提
高效率。

日本的运动员，几乎都隶属于某企业，作
为公司正式职员领薪水，而运动员的活跃身影
也成为企业公关宣传的一部分。职业运动员退
役后也能得到较好的安排。大牌运动员现役时
挣得足够多，退役后各方又都抢着要，所以不
用担心生计。其他的职业选手则会根据自己现
役时的地位，在退役后找到相应的位置。一般
来说，大多是去低等级或业余队当教练，或去
学校当老师、经营健身房等。由于在日本加入
养老金及健康保险的要求是强制性的，这至少
能让选手们不用担心最低生活保障。

日本职业化或俱乐部的经验比较丰富，最
典型的当属棒球。顶尖棒球手的高收入高知名
度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他们对棒球的兴趣和
梦想贯穿始终。这些产业化的经验，也从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相关体育项目的社会化普
及。

正如名牌大学早稻田大学专门设有“体育
科学学术院”那样，体育在日本非常受重视，

并不被视为单纯的游戏，而是视为学问和人生
的一部分。

体育学家中泽笃史指出，日本体育运动的
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在日本的学校，除了文化
课，在放学后和节假日都会广泛开展体育俱乐
部活动。日本全国 70% 以上的初中生和 50% 以
上的高中生参加体育俱乐部活动，几乎所有的
学校都开展体育俱乐部活动，半数以上的教员
担任体育俱乐部活动的顾问。体育俱乐部活动
的风景，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中泽笃史认为，青少年运动以学校的体育
俱乐部活动为中心，而且规模非常大，这在国
际也比较罕见。在日本，所有学校都有校际对
抗赛的机会，并且有 30 个学校体育联盟支持这
些对抗赛，还会举办全国性和地区性大赛。从
以体育俱乐部活动为基础的校际体育对抗赛的
状况来看，规模之大、活动之多，也只有日本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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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漫画：曹一

俄罗斯体育“群众基础”很深厚
栾海(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

俄罗斯不仅是传统的奥运金牌大国，还是体育
大国、体育强国。俄罗斯民众非常喜欢从事体育运
动，无论是专业体育还是业余健身运动，一直持续
发展。俄罗斯的孩子从懂事起就经常在父母带领下
去赛场观看各种比赛，学校里除了常规的跑跳投的
体育课程设置以外，还提供有氧健身运动——— 舍
宾、绳操、健身球柔韧训练、跆拳道、柔道、中国武术
等选修课，很多学校每周安排的体育课为 4次。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安排的体育赛事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例如从 1903 年就开始举办每年一度
全民越野长跑，以及不知从何时开始的每年一次
冬季全民滑雪越野赛，12 岁到 70 岁的业余、专业
选手都能参加。俄农村地区也普遍在每年夏季和
冬季举行“乡村运动会”。

俄罗斯的体育教育及竞技运动管理是一套垂
直管理体制。俄联邦总统直接领导“俄体育教育、

训练及冬夏季奥运筹备委员会”。俄政府体育部负
责管理该国冬夏季奥委会、残奥委会和各体育单
项联合会，并统辖俄各个行政区划内的官方体育
教育及竞技运动机构。这些地方机构则分别管理
各类体育俱乐部、体校、体育科技研究组织、体育
产业企业、公共运动设施和体育传媒。

在苏联解体后，俄职业体育运动组织和一些优
势体育项目管理机构开始大规模产业化变革，国家

体育领导机关和赞助商负责为俄优势体育竞技项
目的发展持续投资。一些冰雪项目、网球、足球和田
径运动队可每年得到几千万甚至几亿卢布(1 元人
民币约合 10卢布)的预算资金，各俱乐部动辄花费
上百万美元引进国外优秀选手。

在具体数字上，去年和今年截至目前，俄用于
体育事业的资金总额分别为 750 亿和 700 亿卢
布，其中用于体育教育和群众运动的资金分别为
70 亿卢布和 34 亿卢布。今年 6 月，俄体育部长穆
特科表示，近 6 年来俄为训练奥运选手而兴建体
育设施的花费为 500 亿卢布，这其中有些是为备
战索契冬奥会而用掉的。为参加里约奥运会各项
赛事，俄奥委会共斥资 120 亿卢布，其中 20 亿卢
布由俄联邦预算承担。除这些官方投入以外，还有
来自俄各类赞助商和商业收入的大笔资金用于俄
奥运选手选拔、训练。俄奥委会的赞助伙伴包括俄
罗斯航空公司、Bosco 体育用品集团、俄梅加电
信公司、俄罗斯电信公司、俄罗斯石油集团、俄罗
斯铁路公司、俄储蓄银行和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
此外，2005 年 10 位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行业
的著名企业家还联合成立“奥运选手支持”基金，
力争俄奥运项目取得佳绩。

在俄总体体育运动设施方面，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俄 1500 多个城镇拥有 400 米跑道的标准体
育场 2600 多个、游泳池 3700 多处、小型室外运
动场 12 万多块。约有 2260 万人通过参加各类体

育团体进行锻炼，其中女性人数超过 800 万
人。体育人口众多助力体育用品生产。不用说市
中心，就是一些相对偏远的近郊区也有专业体
育用品商店，其中有很多近身格斗类、冰雪项目
用具占据销售柜台。

俄很多体育研究和教学机构享有世界级声
誉，例如 1893 年设立、位于圣彼得堡的国立体
育教育、运动和健康大学，1918 年设立、位于莫
斯科的国立青年体育教育及运动大学，1933
年设立的全俄体育教育及运动科研所等。这些
机构的研究、教育、培训成果直接推动俄运动员
在奥运会和各体育单项的世界锦标赛、欧洲锦
标赛中取得佳绩，例如冰雪运动、撑杆跳高、铁
饼铅球、网球、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

在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2013年的喀山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和 2011年土耳其埃尔祖鲁
姆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上，俄金牌总数及奖牌
总数均位列第一。2018年，俄相关城市还将共同
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此外，俄足球、篮球、排球和冰
球运动的“粉丝”协会非常活跃，经常组织“粉丝”出
国观赛。但由于很多“粉丝”难以克制观赛时的激
动，这些“粉丝”时常与他人发生纠纷甚至冲突。

不过，本届奥运会前的“兴奋剂丑闻”，可能
会让很多俄罗斯运动员深受影响。这对于其他
国家而言，也是深刻的教训。

(报道员高兰对本文亦有贡献)

怎奥运会不单纯是运动员
个人的事情，广告商一定会把
奥运五环和美国国旗设计在视
觉语言中。奥运会期间，美国运
动员升国旗时没有将手放在胸
口，会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批判

怎一些美国奥委会的合
作企业，比如全球最大的啤酒
商安布斯-海希，会给运动员
工作机会。说白了，就是在企业
里领薪水，基本不用上班和工
作，平时专心训练即可。除了极
少数金字塔尖上的运动员，大
多数美国奥运选手还得依赖这
套“举国体制”生存和进步

怎美国奥委会的钱来自哪
里？表面看是赞助商，但归根到
底还是来自国家法律赋予的独
家运营权，还有相关减免税政策

英国在里约“超越”中国的秘方
王子江(新华社驻伦敦记者)

里约奥运会上，英国代表团以 27金的成绩，超
过中国位居金牌榜第二位，创造了英国运动员境外
参加奥运会赢得金牌最高的纪录。他们赢得的奖牌
总数达到 67块，超过了 4年前伦敦奥运会时的 65
块，这同样是一个奥运会纪录——— 历史上从来没有
刚举办过奥运会的东道主国家，能在下届比赛中赢
得的奖牌数超过上一届。

1996 年，英国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只拿到一块
金牌，位居奖牌榜第 36 位。过去 20年间，英国体坛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们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英
国究竟是凭什么在金牌榜上超越中国的？

国家层面上的高度重视，是每一个奥运会参赛
国家共有的态度。英国更是将象征国家至高荣誉的
爵士爵位，颁发给了奥运冠军。里约奥运会之后，有报
道称，包括再次包揽男子 5000米和 1万米冠军的田
径运动员法拉赫、连续五届奥运会上赢得奖牌的赛
艇运动员格兰戈尔以及网球冠军穆雷，都有可能被
授予爵士爵位。连年仅 23岁，却获得两块体操金牌
的维特洛克也有可能获此殊荣。

重视和尊重体育冠军，这一点不难做到，而培养
世界冠军需要的巨大资金投入，英国又是如何做到
的呢？当英国“兵败”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当时的梅
杰政府意识到只有加大体育事业的投入，才能保证
英国运动员在未来的奥运会上赢得奖牌，于是在
1997年，一个专门负责向体育领域分配政府拨款和
国家彩票资金的组织成立，名字叫作英国体育理事会。

此后，英国国会对国家彩票收入的分配比例进
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中的一半作为奖金，28% 成为
公益基金，投到体育、艺术等事业中。据透露，截至
2014 年，英国国家彩票为公益基金筹到的资金大
约为 310 亿英镑(2730 亿人民币)，体育领域占公
益基金的比例为五分之一。除了彩票收入外，英国
财政也加大了对体育领域的投入，现在彩票收入
占到体育总拨款的 75%，财政拨款占 25%，所有
这些钱的分配都由英国体育理事会负责。

英国体育理事会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拨款制度，
按照未来一个奥运会周期内体育项目夺牌的可能性
来决定拨款金额的多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
在世界大赛上赢得奖牌，不能夺牌的项目就要被削
减资金。只要能夺牌，就能获得金钱上的回报。

在备战里约奥运会周期的四年里，英国体育理
事会投入了 3.55亿英镑。在伦敦奥运会上表现最好
的赛艇、自行车、田径、皮划艇和帆船等项目得到的拨
款最多。而乒乓球和篮球等根本没有希望夺牌的项
目，基本上得不到资助。

除了通过财政拨款和奖牌数量相挂钩等外部激
励措施之外，英国奥运军团“钻研”冷门项目，也是他
们能够大举夺金的重要保障。如果看一下英国获得
的金牌，就知道它们大多都来自比较冷门的项目，这
都是经过仔细规划的。自行车、帆船、马术等项目在
国际上竞争并不是太激烈，而赛艇和帆船等项目虽
然花费昂贵，但都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项目。

英国还大力从国外引进高水平的教练。他们的
赛艇教练格里布莱尔就曾担任民主德国国家队的主

教练，他的训练方式成为英国运动员成功的关键
因素。英国跳水运动员劳赫和米尔斯击败中国选
手秦凯和曹缘赢得双人三米板金牌，这是英国历
史上的第一块跳水金牌，背后离不开中国教练陈
文的付出。

高科技训练方式也是英国运动员成功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英国自行车队在本届奥运会赢得 6
金 4银 1铜，是贡献最大的项目，他们在平时的训
练中采用了很多“尖端科技”。他们把电脑分析和空
气动力技术运用到训练中，这些高科技项目本来
是为一级方程式赛车选手设计的，通过监控运动
衣手臂上塑料标志表面的空气流动，就可以得出
他们训练的质量和水平，从而推断他们最终的比
赛成绩。英国在赛艇艇身和桨的设计上也采用了
高科技，力争做到设备上领先对手。

很多人把英国的夺金制度比作中国的“举国
体制”，但其实可比性并不太强。因为英国体育人才
的选拔主要靠社会，好的苗子并不脱离正常的教
育渠道。每个社区附近的体育馆里都设有各种体
育项目的俱乐部，有天赋的孩子都可以在这些俱
乐部里接受训练，然后通过俱乐部报名参加各个
级别的比赛。更重要的是，所有学校都会为孩子提
供丰富多彩的体育课外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的奥运争光战略是只为
那些已经达到非常高水准的项目提供经济支持。
当然，政府也非常重视向社会和学校投入精力和
资金，因为这些地方才是培养冠军真正的起点。这
一点似乎也有别于我国的体育人才培养机制。

怎除了通过财政拨款和
奖牌数量相挂钩等外部激励
措施之外，英国奥运军团“钻
研”冷门项目，也是他们能够
大举夺金的重要保障

怎英国的奥运争光战略
是只为那些已经达到非常高
水准的项目提供经济支持。当
然，政府也非常重视向社会和
学校投入精力和资金，因为这
些地方才是冠军真正的起点

怎每个社区附近的体育
馆里都设有各种体育项目的
俱乐部，有天赋的孩子都可以
在这些俱乐部里接受训练。更
重要的是，所有学校都会为孩
子提供丰富多彩的体育课外
活动

怎俄罗斯的学校里除了
常规的跑跳投的体育课程设
置以外，还提供有氧健身运
动——— 舍宾、绳操、健身球柔
韧训练、跆拳道、柔道、中国武
术等选修课，很多学校每周安
排的体育课为 4 次

怎很多俄罗斯的体育研
究和教学机构享有世界级声
誉，例如位于圣彼得堡的国
立体育教育 、运动和健康大
学，位于莫斯科的国立青年
体育教育及运动大学，全俄
体育教育及运动科研所等

怎俄罗斯足球、篮球、排球
和冰球运动的“粉丝”协会非常
活跃，经常组织“粉丝”出国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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