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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奥运“祥云”火炬“和谐之旅”接力在奥运史上具有融合东西方文化和现代科

技文明、彰显奥林匹克精神、创造传递“三最一高”纪录、凝聚世界人民团结抗拒“抵制风波”

和展示主办国形象等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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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Olympic Games, the “Auspicious Clouds” touch and the “Tour of Harmony” relay in 

Beijing Olympic Games are provided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lending oriental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echnology, creating a “tree-most and one-highest” record in torch passing on, uniting people 

in the world to resist the “storm of boycott”, and presenting the image of the hosting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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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火炬接力是奥运会的前奏，是宣传奥运

会的重要途径。北京 2008 年奥运“祥云”火炬接力以

“和谐之旅”为主题，以“点燃激情，传递梦想”为

口号，由 21 880 名火炬手在境外的五大洲 19 个国家(地

区) 21 个城市和境内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传递，历

时 130 天，总里程约 13.7 万 km。期间，圣火送抵世

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北京奥运“祥云”火炬“和谐

之旅”接力颇具特色，对其进行研究对丰富与发展奥

林匹克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1  “祥云”火炬制作融合东、西方文化和现

代科技文明 

1.1 “祥云”火炬诞生背景 

奥运会火炬是经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奥林匹克圣火

的载体。从 1936 年第 11 届奥运会开始，每届奥运会

都诞生一支体现主办国家文化特色并符合高科技要求

的火炬，并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遗产。 

2005 年 8 月北京奥运火炬开始研制，依据举办理

念和往届奥运火炬设计经验，北京奥组委确定了火炬

设计方案以艺术造型为主导，燃烧技术与工业设计同

时征集、公开征集和定向委托创作相结合的创作方式。

当年 12 月 6 日，北京奥组委发出公开征集火炬设计的

邀请，截至 2006 年 2 月 28 日，北京奥组委共收到海

内外应征参赛作品 847 件，其中有效应征作品 388 件。

经过北京奥运火炬设计征集评审委员会初评和复评，

选出 3 件作品提交北京奥组委执委会审议。当年 8 月，

确定由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创新设计中心设计的火炬

外形《祥云》为北京奥运火炬艺术设计方案，由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设计研发的火炬内部燃烧系统为北京奥

运火炬技术方案，并确定由航天科工集团在联想(北京)

有限公司协助下完成火炬外形与燃烧系统结合的火炬

样品制作工作，形成北京奥运火炬完整设计。2007 年

1 月报经国际奥委会批准[1]。 

1.2  “祥云”火炬的艺术和技术特色 

“祥云”火炬长 72 cm，重 985 g，燃烧时间 15 min，

在零风速下火焰高度 25~30 cm，在强光和日光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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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识别和拍摄，能在 65 km/h 的强风和 50 mm/h 的

大雨情况下保持燃烧。火炬创意灵感来自“渊源共生，

和谐共融”的“祥云”图案，祥云的文化概念是中国

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火炬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

中国传统的纸卷轴，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通过丝

绸之路传到西方，人类文明随着纸的出现得以传播。

在工艺方面使用锥体曲面异型一次成型技术和铝合金

中空塑件设计，十分轻盈。下半部喷涂高触感塑胶漆，

手感舒适不易滑落。源于汉代的漆红色在火炬上的运

用使之明显区别于往届奥运会火炬设计，红银对比的

色彩产生醒目的视觉效果，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媒体传

播。火炬上下比例均匀分割，祥云图案和立体浮雕式

的工艺设计使整个火炬高雅华丽、内涵厚重。“祥云”

火炬凝聚着中国航天人的智慧与辛劳，是中国自主设

计研发的产物，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2008 年３月，

以符合环保的“鸟巢”建筑余料为原材料打制的北京

奥运“祥云”火炬立体模型成为奥运史上首款国际奥

委会批准的火炬特许商品，售价 2 900 元人民币①。 

1.3  “祥云”火炬的“和谐之旅” 

    “祥云”火炬接力主题是和谐之旅，“和谐”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

的思想，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与奥林匹

克“使体育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维护个人尊

严的和平社会的发展”[1]的精神实质深度契合，高度概

括了北京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

举办理念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主题的深刻

内涵②；“祥云”火炬接力口号“点燃激情，传递梦想”

富有激情和情感色彩，“点燃”和“传递”两个动词充

分体现了火炬接力的特点，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

奥运会举办理念。火炬接力标志设计灵感来源于“火

凤凰”的概念，主体是两个人共擎奥运圣火奔跑的形

象。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中之王，是吉祥、永

生的代表，高贵美好的象征。以凤凰的形象作为火炬

接力的标志，象征通过火炬接力把北京奥运吉祥美好

的祝福传遍全中国，带给全世界。 

 

2  “祥云”火炬手选拔彰显奥林匹克精神 
在奥林匹克圣火从希腊奥林匹亚传递到举办城市

的旅程中，火炬手化身为奥林匹克理想的承载者，他

们肩负着传递圣火、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传递友谊与

和平信息的使命，点燃人们的奥运激情，并以自己的

人生经历为奥林匹克圣火增辉，以高举圣火的形象激

励和感动世界。 

“祥云”火炬手选拔原则：围绕“和谐之旅”主

题；面向大众；公开、公正、透明；维护选拔的严肃

性和纯洁性，防止过度商业化。选拔标准要求：热爱

奥林匹克运动；支持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在本行业、

本地区做出突出成绩，或自身经历对于他人有教育和

激励意义；热心志愿服务，品德高尚，乐于奉献；为

推动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或在奥运会上取得

过优异成绩。选拔主体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中国奥委会；火炬接力全球合作伙伴、奥运会

赞助商；奥林匹克大家庭；境外传递城市及所在国家

(地区)奥委会；北京奥组委①。 

从 2007 年 6 月 23 日启动至 10 月 31 日各选拔主

体开展火炬手选拔活动，并将确定的火炬手名单提交

北京奥组委；11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北京奥组委完成

火炬手资格确认。从在 2004 年雅典奥运获蛙泳冠军的

中国运动员罗雪娟为第一名火炬手，到在四川抗震救

灾中表现突出的 29 名英模被增补为火炬手，至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３金２银１铜共６枚奖牌的中

国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点燃开幕式主火炬盆。选拔程

序与过程公开、公平、公正、透明，成为弘扬奥林匹

克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和教育与宣传契

机。 

 

3  “祥云”火炬传递创造奥运史上“三最一高” 

3.1  “祥云”火炬创“3个之最” 

北京时间 2008 年 3 月 24 日 17︰00，北京奥运圣

火采集仪式在希腊开始，女祭司娜芙普利都在古奥林

匹亚遗址点燃北京奥运圣火，3 月 24~29 日在希腊境

内传递；3 月 30 日举行圣火交接仪式，由北京奥组委

副主席蒋效遇接收火种返回北京；3 月 31 日圣火进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天安门广场点燃“祥云”火

炬；4 月 1 日~5 月 3 日“祥云”火炬以“和谐之旅”

为主题，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在五大洲的阿拉木图、

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伦敦、巴黎、旧金山、布宜

诺斯艾利斯、达累斯萨拉姆、马斯喀特、伊斯兰堡、

孟买、曼谷、吉隆坡、雅加达、堪培拉、长野、首尔、

平壤、胡志明市等 19 个国家的 19 个城市和香港、澳

门进行传递。5 月 3 日至 8 月 8 日祥云火炬在国内历

时 97 天途经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113 个城市，

完成了传递。 

1936 年柏林奥组委秘书长、历史学教授卡尔•戴

姆建议把火炬接力作为古代奥运会与现代奥运会的连

接，把火炬接力再度带入奥林匹克运动。在北京奥运

会前一共举办了 16 届夏季奥运会火炬接力活动。北京

奥运“祥云”火炬接力是雅典 28 届奥运后第二次传遍

五大洲，创造奥运史上“3 个之最”：传递路线最长(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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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km)、传递天数最多(130 天)、参与人数最多(21 880

人)。 

3.2  “祥云”火炬在世界最高峰燃烧 

2008 年 5 月 8 日 9 时 17 分，北京奥运火炬接力

珠峰传递登山队队员将北京奥运“祥云”火炬、火种

送上海拔 8844．43 m 的珠穆朗玛峰峰顶。特制火种灯

和火炬确保圣火在低温、低压、缺氧、大风等极端不

利条件下不熄，举世为之惊叹。拉萨是境内传递的第

52 个城市，6 月 21 日，送上珠峰的火种与“祥云”火

炬在这里实现融合。这是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全

新诠释，也是中国人庄重兑现 7 年前向世界许下的承

诺：在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峰顶，象征“和平、友谊

和进步”的奥运火炬熊熊燃烧，奥运精神照亮世界，

是中华民族对奥林匹克的独特贡献。“祥云”火炬在境

内外传递是世界人民和全球华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

与社会主义精神能源的融合剂[2]。 

 

4  “祥云”火炬接力在抗拒“抵制风波”中

顺利进行 
“祥云”火炬是中国人民的也是世界人民的，是

照亮人类团结、和平与发展的圣火。然而，火炬传递

在伊斯坦布尔、伦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堪培

拉、长野和首尔等地，受到少数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抗

议分子的干扰。在巴黎，“藏独分子”甚至上演了向火

炬手残疾人运动员金晶抢夺火炬的野蛮行径，引起中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愤慨。是传递国政府积极支持、

人民热情参与、国际奥委会和主办国共同抗拒“抵制

风波”，使圣火传递顺利进行。 

4.1  “祥云”火炬得到传递国政府积极支持和人民的

热情参与 

“祥云”火炬传递受到途经国家城市的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捍卫圣火传递是政府的责任。在火炬境

外传递的第一站，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亲自

出席火炬传递仪式并致辞；圣彼得堡对此次火炬传递

特别重视，将其视为积极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实际行动

和 2014 年举办冬奥会的一次提前演练，高规格提供各

种保障；在英国伦敦，首相布朗在唐宁街 10 号举行了

奥运圣火的迎接仪式，会见了英方火炬手。在当天火

炬传递结束的庆典仪式上，英国安妮公主、大伦敦郡

长出席并致辞；美国奥委会首席运行官贝林厄姆说：

“奥运火炬是人类和平、团结的象征。奥运会是向善

的力量，我们备感荣幸欢迎奥运圣火造访旧金山。”火

炬手、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拜

朱卡，为奥运圣火能在她的祖国坦桑尼亚进行传递而

骄傲③。 

“祥云”火炬传递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

情参与，捍卫圣火传递是广大人民的义务。在阿拉木

图传递当天，20 多万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夹道欢迎北

京奥运圣火，整个城市充满节日氛围；在伊斯坦布尔，

广大市民穿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迎圣火；在圣彼得

堡，70 万热情的市民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欢迎北京

奥运圣火；参加奥运圣火伦敦站传递的第一位火炬手

是奥运会赛艇五冠王史蒂夫·雷德格雷夫，他 4 月 5

日在《卫报》上专门发表文章说：“火炬对我而言，不

只是在伦敦传递这么简单。这是一个让奥运进入每个

人心中的时刻。火炬传递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

一个接触奥运会、感受梦想的机会。”③ 

4.2  国际奥委会与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积极态度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４月 10 日在北京表示，在

“祥云”火炬传递过程中，在伦敦和巴黎发生的一些

情况令人难过，出现残疾人运动员遭到攻击的情况让

人无法接受。罗格认为，奥运圣火传递象征着世界的

团结，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所有

的人都能分享奥林匹克精神。而对于那些抗议者，罗

格说，我们允许他们有异议，但他们抗议的前提必须

是非暴力的。法国奥委会主席亨利·塞朗杜尔对少数

“藏独”分子干扰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行为予以谴责。

他说:“圣火向全世界发出了和平信号，阻挠它通过是

对传递圣火的运动员的基本自由缺乏尊重。”4 月 6 日

法国前总理、参议员拉法兰反对将政治与体育捆绑在

一起。他说，体育不是政治。因此，不应拿奥运会来

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他说，世界是多元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一直倡导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奥林匹克运动

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文化。根据不同国情，各国可以选

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任何国家无权对别国说三

道四、指手画脚。他反对少数人叫嚷要抵制北京奥运

会的做法③。 

4.3  中国“对内和谐，对外和平”政策显效 

中国在历史上同希腊一样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

巨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启动了人类史上

最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人均 GDP(人民币)从 1978 年 381

元到 2007 年 18 885 元，到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 4，以

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满足占全球 1/5 人口的基

本需求④。中央政府历来以优惠政策和财力物力支持

西藏自治区的改革与发展，1959 年以来，达赖所主导

的寺院封建制度已被推翻，百万农奴获得解放。政府

也以善意态度对待达赖。现年 73 岁的达赖，1952 年

代表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访问，借机出逃到印度，成

立流亡政府，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2008 年３月

以来，制造拉萨的“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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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奥运圣火在境外的传递，冲击中国的多个驻外使

领馆，煽起抵制奥运会风波。中国政府仍与达赖的私

人代表接触磋商，真诚希望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表明

已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

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④。 

“抵制风波”是少数人针对中国的行为，在百年

奥运史上不是第一次。“祥云”火炬传递在抗拒“抵制

风波”中顺利进行，这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分不开，

例如，北京 200 余所“同心结”参与学校与所有 205

个 NOC 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 7 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

国家或地区⑤，最后有 204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北京奥

运。到 8 月 24 日罗格在闭幕词中用“这是一届真正的

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评价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充分反映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的成熟与受到广泛认

同，中国“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科学发展策略与

效果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 

 

总而言之，北京奥运“祥云”火炬“和谐之旅”

接力特色表现出的是新的奥林匹克文化，既是主办国

人民的财富，也是国际奥委会的珍贵遗产；向世人证

明奥运会的成熟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潮流是不可阻

挡的；同时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新形象以及

对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文化、促进奥

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 http：//torchelay.beijing.cn 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

会火炬接力官方网站. 
② 北京市奥组委. 《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报

告》，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网站. 
③ http：//www.xinhuanet.com 新华网. 
④ http：//www.GOV.cn 中国政府网. 
⑤ 北京奥组委、教育部.《“北京 2008”中小学生奥

林匹克教育计划》www.beijing2008.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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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务实  稳步发展 
——《体育网刊》2008 年第 11 期导读 

 
体育学刊杂志社是《体育网刊》的坚强后盾，在杂志社

酝酿的学术沃土上，通过《体育网刊》编辑团队的辛苦劳动
和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支持，《体育网刊》在探索与创新中稳
步发展。 

学术论坛：应论坛网友的要求，把“网络教研”板块升
级为“每周在线聚焦”二级板块，定期展开学术讨论，讨论
的主要内容也将刊登到网刊上。本月于亮和胡靖平主持了
《长跑项目运动损伤的处理、康复及预防》和《学校体育资
源社会共享》，两个专题的在线聚焦活动，吸引了大量体育
在线会员参与。 

中小学体育教师园地：中小学课改园地是一线体育工作
者的舞台，内容不拘一格，题材多样。赵兵《新课程理念下
的体育说课》一文，先指出什么是说课，然后与备课比较，
最后列举了说课的案例，阐述了说课中的注意环节。曾举等
《关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实施阳光体育的基本对策》
一文，结合本校情况，提出了实施阳光体育运动的基本对策。 

社会体育：江波的《关于建设和谐体育的改革与思考》
对和谐体育的内涵及价值取向作了阐述，并对建设和谐体育
提出一些建议。左文泉等的《动物竞技——游离于现代法理
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另类体育》，从哲学角度剖析体育与动物
竞技的本质，找出动物竞技存在的根本原因。 

民族传统体育：许爱梅的《广东省瑶族节庆活动体育文
化特征的探析》从广东瑶族民间节庆活动游戏、舞蹈与音乐

以及服饰入手，论述其中隐含的体育文化特征。刘旺才的《论
藏族民俗与民族传统体育》从藏族民俗文化视角、自然和社
会环境出发，论述了藏族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发展意义与价
值。 

训练与竞赛：该栏目收录了 4 篇文章。黄晓东、黄永良
的《海岛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对大学生心境和情绪影响研究》，
采用 POMS 心境状态量表及剖面图，对参加海岛野外生存
生活训练、篮球和乒乓球的大学生进行前后心境状态和情绪
比较研究。 

奥林匹克：厉成晓、汤卫东撰写的《北京奥运会后在我
国设立 CAS 常设分支机构的设想》分析 CAS 在我国设立常
设分支机构的必要性，阐述了 CAS 在我国设立常设分支机
构面临的优势和存在问题，以期将 CAS 在我国设立常设分
支机构的设想变成现实，促进我国体育仲裁事业的发展，这
也是后奥运时期值得关注的议题。 

其它文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可在《体育网刊》
上细细品读。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在广大网友的共同努力下，
“体育工作者”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tiyuol）现
已启动，喜欢探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育问题、分享资源的体
育工作者可快快加入。同时希望各位通讯员履行职责，管理、
编辑博客圈中的文章，择优登载到杂志社网络与纸质媒体，
为广大网友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