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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世界文化交流新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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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
动进程，是一部体育运动与文化艺
术相融、互促的人文奥运历史。奥
林匹克运动，汇聚了包括体育竞
技、音乐、舞蹈、美术、建筑艺术、雕
塑、文学、设计、影视等形式的文化
艺术现象，让古代与现代、东方与
西方的文明相互照耀，成为跨地
区、跨民族的世界性文化体系。

今天，当我们看到各国运
动员兴高采烈地同福娃合影的
时候，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彩
排的焰火在“鸟巢”上空闪耀
的时候，当我们无比憧憬地期待北京奥
运会会歌唱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华
文化同世界文化交汇于赛场内外的时候
……我们如此幸福，因为我们正置身于
世界文化交流的又一个盛大庆典之
中。

精彩北京五彩斑斓

比赛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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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一种交流，
而不是竞技体育所表现出的你输我赢。恰
恰是文化艺术的交流成为紧张、激烈的比
赛的一种有益补充，塑造出更加和谐的气
氛。”

说起北京奥运会的文化元素，研究体
育与文化关系的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易剑东对本报记者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中国红”，这是吉祥物、会徽等标志共同使
用的颜色。这些标志在设计之时，听取了民
众的意见，大量吸收了民间的文化元素，将
中国浓厚、精髓的文化传统生动地传递给
世界，包括奖牌，这些都会成为经典之作。

他认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亮点之
一就是文化交流活动十分广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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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体育比赛以外，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还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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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包括海外艺术家来
华演出、画展、音乐会，等等。奥运会不仅
是一次体育盛会，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大
联欢，作为最集中的传播平台，每一个国
家都获得了平等的亮相机会。作为奥林
匹克运动的一部分，文化艺术的对话从
来都值得世人期待。爱好体育、爱好交流
的人们很多也都是艺术的爱好者，顾拜
旦喜爱音乐、萨马兰奇喜爱邮票，这在许
多往届奥运会上都有所体现。

如今，四海宾朋正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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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奥

林匹克文化节的盛况。“相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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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文化活动，通过“和谐欢
聚”、“世界经典”、“典藏中国”、“圣
火传递”、“创意亚洲”、“绽放北京”、
“人文奥运”和“艺术展览”，弘扬着
“四海一家，欢乐共融”的主题。“上合
之夜”、“非洲之夜”、“拉美之夜”、
“阿拉伯之夜”、“亚洲之夜”等五大晚
会，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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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

万名
中外艺术家前来参加演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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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展
览活动，将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
绘画、摄影、雕塑、壁画等各类艺术精
品……
（链接：“北京奥运会不但是体育盛

事，而且也为参赛国的文化宣传以及不

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搭建了一座增进相互了解和

加强艺术切磋的平台，人类文明和谐发

展的美好画卷得以展示，北京奥运会

‘同一个世界
)

同一个梦想’的宗旨和愿

望能够以艺术的方式得到更形象的传

播！”埃及文化部官员、知名歌剧导演易

卜拉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

地说。

易卜拉欣说，埃及很重视北京奥运

会的文化元素，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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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

奥运会的一大文化亮点———“阿拉伯之

夜”。今年
'

月，埃及国家民间艺术团

与苏丹国家民间艺术团、突尼斯国家民

间艺术团、沙特国家民间歌舞团以及叙

利亚珠丽娅娜舞蹈团等，一起亮相北

京，以富有鲜明特色的歌舞形式，向中

国观众展示了阿拉伯悠久的历史风貌和

灿烂的文化景观。

他介绍说，取材于埃及历史故事的经

典歌剧 《阿依达》 刚刚结束在中国国家大

剧院的演出，这也是埃及为北京奥运喝彩

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完全新版

的 《阿依达》 首次出国演出，演出阵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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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埃及国家歌剧院的演员几乎全都

出动了，这也折射出埃及对北京奥运会的

高度重视。同时，北京奥运会使埃及古迹

跨洲越国，走进了中国民众，使埃及文明

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

纪念邮票“挽救”奥运

高于面值的价格出售，

激发民众对奥运的热望

说起文化与奥运的互动，我们不该忘
怀那段邮票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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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了在雅典古
运动场遗址的废墟上重燃奥林匹
克运动之火，两手空空的国际奥
委会和财政吃紧的希腊政府，曾
经为经费问题一筹莫展。这时，一
个充满创意的建议奏效了———通
过发行纪念邮票筹款。希腊邮政
部门发行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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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以古代奥
运会为题材的邮票。这套邮票分
为

(

种票形，画面上掷铁饼、驾驶
战车等体育竞技的场面栩栩如
生，激发起希腊人民对奥林匹克
运动的热望。邮票以高于面值的
价格出售，帮助组委会筹足了资
金。

自此，纪念邮票就和奥运会
紧密联系在一起。顾拜旦曾回忆
说：“奥林匹克邮票一发行，举办
奥运会就成定局了。”

后来，奥林匹克纪念邮票的
发行远远超越了主办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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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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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每逢奥运盛会，就有
七八十个国家或地区发行纪念邮
品。到

!%%+

年奥运会，世界各国发
行的奥林匹克纪念邮票数目已达
数千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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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萨马兰奇创
立了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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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该组织举行了首届世
界奥林匹克体育邮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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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首尔奥运会起，开始形成由奥运会
主办国承办奥林匹克集邮展的惯
例，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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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链接：今年
#

月
#

日，在北京奥运会

开幕当天，全球首届奥林匹克博览会也将

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幕。在国际奥委会终

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倡导下，国际奥委会

决定，从北京奥运会起，将“奥林匹克集邮

展”升级为“国际奥林匹克博览会”，在邮展

的基础上，融入奥林匹克体育运动、收藏和

艺术等多元化内容。在以“传承奥运，激情北

京”为主题的北京奥博会上，将与观众见面

的藏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奥林匹克艺术

珍品和奥林匹克纪念品，部分艺术珍品从

未在洛桑以外的地方展出过。）

雕塑激活体育梦想

《掷铁饼者》让美国人

“玩儿”上铁饼了

扫描奥林匹克文化现象，我们能够看
到一尊雕塑在人们心中凝聚的不朽———
这就是古希腊现实主义雕塑家米隆创作
的《掷铁饼者》。塑像展示了奥林匹亚竞技
场上的精湛表演，展示了古希腊运动员令
人感佩的力与美，不仅成为很多奥运书籍
封页、奥运海报、邮票的图像元素，而且与
一位奥运冠军结下不解之缘。

参加首届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罗伯
特·加勒特酷爱艺术，对《掷铁饼者》塑造
的英雄更是钟爱有加。得知这届奥运会有
铁饼项目的比赛后，他就按雕塑中人体与
铁饼的比例制作了一个铁饼，尽管还不知
道投掷方法。他带着这个自制铁饼来到雅
典，却发现希腊人用的铁饼要小得多，轻
得多。后来，他依照希腊人的投掷方式练
习了几次就上场比赛了，居然获得了冠
军。雅典获胜后，加勒特将一个“正宗”的
铁饼和当时流行的投掷技术带回了家乡，
美国的铁饼运动随后也开展起来。

在古希腊，每届奥林匹亚竞技赛会举
行期间，都会开展一些艺术展示项目，如

音乐、舞蹈、绘画、朗诵、雕刻等，很多艺术
作品对希腊人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和荣
耀。被誉为古希腊“历史之父”的希罗多
德，曾在古代奥运会上朗诵其名著《历史》
中的一段，获得艺术竞赛的优胜奖。据说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在奥林匹
亚圣地授课、讲学、招收弟子。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继承了古代奥林
匹克运动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将奥运会发
展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盛会。顾拜旦认为：
“体育运动必须创造美，并为美提供机会。
它创造美，是因为它创造了活生生的雕
塑———运动员；它为美提供机会，是因为
通过建筑、场景和庆典带来了美。”
（链接：中国艺术家朱成的雕塑作品

《千钧一箭》被公认为展示奥林匹克魅力

的杰作，曾获得国际奥委会颁发的奖杯，

现陈列于位于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

馆。）

文艺活动蔚为大观

运动员能得艺术奖，艺

术节可时跨
(

年

复兴后的现代奥运会以艺术、文化与
体育的关系为主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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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举行的奥
林匹克代表大会上，倡议在每届奥运会期
间同时举行以文化为内容的艺术赛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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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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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届奥运会中都进行
了雕塑、建筑、绘画、诗歌、音乐等方面的
艺术比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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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奥运会以后，在
奥运会期间举办世界性文化艺术节则成
为一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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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第五届奥运会文学奖
的作品就是顾拜旦的《体育颂》。有些运动
员也是文艺比赛的获奖者。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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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获得奥运射击金牌的美国运动员怀南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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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射击银牌的同时，还获得
雕塑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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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奥运游泳冠军

的匈牙利运动员哈约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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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其
体育建筑设计而获得奥运会文艺比赛奖。

萨马兰奇曾明确指出，“体育与文化
的共同发展，把体育与教育联系起来”，这
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根基所在”，是奥林匹
克运动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的不同
之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奥林匹克运
动的文化属性日益彰显。

随着奥运会规模不断扩大，显示主办
国文化多样性、普遍性的奥运会艺术节的
举办时间日渐延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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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墨西哥城
奥运会艺术节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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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悉尼奥
运会艺术节则呈现系列化趋向———会前
(

年举行“梦的节日”艺术节，集中展示澳
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会前两年举行“海之
梦”艺术节，集中反映该国文化的多姿多
彩；会前一年举行“通向世界”艺术节，在
世界各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奥运会举办
当年，举行“参加悉尼庆典”艺术节，展示
精彩纷呈的世界优秀文化。
（链接：被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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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奥运会主办地

之后，墨西哥人急切希望借此机会向外界

展示这个国家的现代形象，并和世界各国

人民广交朋友。他们认为，奥运会不仅可以

表现人体运动之美，也可以展现人类的聪

慧。这种想法催生了比奥运会本身持续时

间更长的“文化奥运会”。

文化奥运会与夏季奥运会的竞赛项目

总数一样，所有国家自由参加，出于对各国

文化的尊敬，比赛不设奖项。在国际奥委会

支持下，
*-

个国家选择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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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时任墨西哥奥委会主席古斯塔

沃·迪亚斯在文化奥运会开幕式上说，在奥

运会与文化奥运会的“合力”之下，人类将

“因对其他文化的新的认识而更亲近，通过

文化，不论种族、信仰或者是进步水平，人

类的表达将获得真正的平等。”

电影被认为是当时最具特色的艺术

表现形式之一，文化奥运会特意设置了电

影单元。除了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的人类学

博物馆展出的电影图书外，还有来自联邦

德国、巴西、意大利、美国、日本、苏联等

$(

个国家的
((,

部电影丰富了墨西哥人

的
!*

个“电影周”，此外还有
'#*

部纪录

片也进行了展示。优秀而丰富的电影作品

吸引了大量本土和国际观众。

墨西哥人认为，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除了在运动场上为祖国拼搏外，也应该为

自己国家的文化而骄傲，应该为其他国家

的文明而欣喜。
$*'#

年
$%

月
-

日，“世界

艺术精选作品展”在人类学博物馆揭幕。人

类学博物馆馆长伊戈纳西奥·贝尔纳尔认

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为这一展览

汇集了
+$

个国家的古代和现代艺术作品。

国际艺术节也是文化奥运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团体参加

了这个艺术节，他们为观众献上了拉美戏

剧节———
!$

部墨西哥戏剧，
!-

场古

典、现代和民间芭蕾表演以及
$+

场

音乐会。墨西哥人在后来的总结中认

为，这样的艺术形式不仅让每个国家

的艺术得到展示，而且让人们从中发

现了人类表达自己的共同语言，从而

证明了人类真实的存在。

在这一年里，雕刻家国际会议、

诗人国际会议、儿童绘画节、世界民

间艺术节、五洲芭蕾、国际民间艺术

展、奥运会历史及艺术展、“为了人类

幸福核能利用”展、空间探索展、人类

遗传和生物学展、体育和文化场馆

展、和平广告展、“电影和电视中的第

十九届奥运会”等展览相继举行，极

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

相互理解。）

象征标志深入人心
奥运建筑凝固永恒瞬间

奥林匹克的象征性文化元素丰
富多彩，深入人心。它们在历史的进
程中，犹如一个个鲜明而独特的地
标，令人流连忘返。

蓝、黄、黑、绿、红互相套接的五

色圆环，象征欧洲、亚洲、非洲、大
洋洲、美洲运动健儿的大聚会。五
环旗的白底色，意指所有国家都毫
无例外地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参加
比赛。国际奥委会颁发的奥运会纪
念章，包括发给运动员的奥运会奖
牌和发给奥运会参加者的纪念章，
象征了荣誉和理想；各国发行的商
业性和旅游性的奥运纪念章，象征
了各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追
求。

很多主办城市，因为举办奥
运会而增添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地

标，一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鸟巢”、“水立
方”，成为一座城市以至一个时代的骄
傲。每一座奥林匹克建筑，都被誉为奥林
匹克凝固的音乐和流动的历史。

雅典举办第一届奥运会时可容纳
#

万人的大理石运动场；伦敦举办第四届
奥运会时可容纳

-

万人的白城体育场；
阿姆斯特丹举办第九届奥运会时建设的
体育中心；洛杉矶举办第十届奥运会时
首创的奥运村，以及可容纳

$%.,

万名观
众的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慕尼黑举办第
二十届奥运会时建造的现代化体育公
园———奥伯维森公园，其中运动场首次
采用天幕式顶棚，结束了奥运场馆的“裸
露”历史……多姿多彩的奥运场馆，标志
着理念的更新，技术的进步，艺术的张
扬。

能让人一眼看出举办地特色的历届
奥运会会徽、宣传画、吉祥物等象征性标
志，被无数人珍爱甚至收藏。无论时过多
久，这些标志再现于眼前时，都能牵连出
多少令人心驰神往的记忆。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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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尔奥运会吉祥物

“虎多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爱

的小老虎不仅吸引了青少年的视线，也让

很多成年人爱不释手。韩国国民体育振兴

委员会资料室负责人朴慧珍对本报记者

说，当初韩国奥组委之所以会选择“虎多

力”作为吉祥物，一方面是因为虎在韩国

很多神话传说中均有出现，韩国国民对虎

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另一方面，虎给人一

种雄壮、充满活力的感觉，能体现韩国人

的民族特性，因而最后组委会决定选择用

虎作为吉祥物。

为了使“虎多力”更具韩国特色并体

现奥运理念，设计者特地让它戴上了韩国

民族舞蹈“四物农乐”中使用的帽子，并在

“虎多力”胸前挂上了奥运五环标志。为了

突出是首尔奥运会，“虎多力”帽子上的飘

带被设计成大写的“
/

”，即首尔的英文首

字母。通过“虎多力”的形象，更多的外国

人了解了韩国，了解了韩国人的民族特

性，加深了对首尔奥运会的印象，这也许

就是“虎多力”的成功之处。）

回望历届奥运会，人们眼前总会浮现
出气势宏伟的奥运建筑群，形象生动的绘
画雕塑，激扬动听的音乐，抒情优美的文
学作品，盛大隆重的开闭幕仪式，个性鲜
明的象征性标志……种种文化现象，浸透
着艺术家们对美的追求，在精神、物质及
制度等多层面上光彩熠熠，综合反映着人
类文明的进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0

本报驻外记者 黄培昭 王新萍

莽九晨 本报编辑 吴绮敏 韦冬泽

李 锋）

体育是文化的手段，艺术应与体
育同行。

———顾拜旦

文化和艺术是古代和现代奥运
会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萨马兰奇

!%%#

年奥运会将不仅仅是一场
高质量的体育盛会，还将成为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进行文化交流的舞台。

———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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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