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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78年的春天乍暖还寒年的春天乍暖还寒，，萨马兰萨马兰
奇作为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首次奇作为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首次
访问中国访问中国，，入住北京当时唯一一家涉入住北京当时唯一一家涉
外宾馆外宾馆——北京饭店老店北京饭店老店。。此后此后 3030
年年，，萨马兰奇萨马兰奇 2929次访问中国次访问中国，，在推动在推动
第第 2929 届奥运会落户北京的同时届奥运会落户北京的同时，，也也
从如今中国数百家的涉外饭店中从如今中国数百家的涉外饭店中，，见见
证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证了日新月异的进步，“，“北京简直是北京简直是
一个梦一个梦，，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梦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梦。”。”

筚路蓝缕启山林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栉风沐雨砥砺
行行。。作为坚定的改革者作为坚定的改革者，，萨马兰奇与萨马兰奇与
开放的中国一见钟情开放的中国一见钟情。。在中国改革在中国改革

““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的过程中，，萨马兰奇萨马兰奇
不离不弃不离不弃，，如影随形如影随形。。19791979年中国回年中国回
归奥林匹克大家庭归奥林匹克大家庭，，这与改革开放几这与改革开放几
乎同步乎同步。。此后此后 4040 年年，，在以经济建设在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社会变革时期为中心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国通过参中国通过参
与奥运与奥运、、主办奥运的方式消弭分歧主办奥运的方式消弭分歧，，
广结善缘广结善缘，，凝聚民心凝聚民心。。与此同时与此同时，，
19801980 年履新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年履新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
兰奇在兰奇在 2121 年任期内持续改革年任期内持续改革，，令国令国
奥会成为全球成员最多的国际组织奥会成为全球成员最多的国际组织，，
也让奥运会走出低谷也让奥运会走出低谷，，生机盎然生机盎然。。

中国可信赖的朋友中国可信赖的朋友

19581958年年88月月1919日日，，由于国际奥委由于国际奥委
会坚持承认台湾奥委会会坚持承认台湾奥委会，，中国奥委会中国奥委会
对外宣布对外宣布，，中断同国奥会的一切关中断同国奥会的一切关
系系。。这一断这一断，，便是便是2020年年。。

19781978年的中国之行年的中国之行，，萨马兰奇肩萨马兰奇肩
负着让中国早日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负着让中国早日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
的使命的使命。。66天的访问中天的访问中，，他没有热衷于他没有热衷于
游览古都北京的名胜游览古都北京的名胜，，取而代之的是取而代之的是
紧锣密鼓的会议讨论紧锣密鼓的会议讨论、、倾听倾听。。临别之临别之
际际，，在首都机场贵宾厅在首都机场贵宾厅，，萨马兰奇对何萨马兰奇对何
振梁说振梁说：“：“我现在更加清楚中国被排除我现在更加清楚中国被排除
在国际奥委会之外的历史真相在国际奥委会之外的历史真相，，我一我一
定全力促成中国早日回归定全力促成中国早日回归。”。”

19791979 年年 11 月月 11 日日，，中国和美国正中国和美国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美国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同
时宣布结束同中国台湾的一切外交时宣布结束同中国台湾的一切外交
关系关系。。当年当年 44 月月 66 日日，，在蒙特维地亚在蒙特维地亚
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八次全会上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八次全会上，，萨萨
马兰奇向委员们介绍了中国之行的马兰奇向委员们介绍了中国之行的
所见所闻所见所闻，，同时呼吁同时呼吁：“：“国奥会应尽一国奥会应尽一
切努力切努力，，使中国尽快回到奥林匹克大使中国尽快回到奥林匹克大
家庭中来家庭中来。。我认为下一步的工作是我认为下一步的工作是
要求要求‘‘中华民国奥委会中华民国奥委会’’改名改名，，因为台因为台
湾不能代表中国湾不能代表中国。。我不相信那些反我不相信那些反
对中国的人会不明白这样一个浅显对中国的人会不明白这样一个浅显
的道理的道理：：如果占世界人口如果占世界人口2323%%的中国的中国
被排斥在外被排斥在外，，奥运会还是真正意义上奥运会还是真正意义上

的奥运会吗的奥运会吗？”？”
同年同年 1010 月月 2525 日日，，经过国际奥委经过国际奥委

会第六任主席基拉宁会第六任主席基拉宁、、萨马兰奇等人萨马兰奇等人
的轮番游说和多方努力的轮番游说和多方努力，，国奥会执委国奥会执委
会在名古屋通过决议会在名古屋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合法恢复中国合法
席位席位。。20082008 年年，，萨马兰奇在萨马兰奇在《《我为什我为什
么爱中国么爱中国，，尊重中国尊重中国？》？》一文中写道一文中写道：：

““在国奥会内部号召承认中国体育在在国奥会内部号召承认中国体育在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让中国开始让中国开始
渐渐视我为可信赖的朋友渐渐视我为可信赖的朋友。”。”

洛杉矶的无数第一洛杉矶的无数第一

19821982年年 33月月，，萨马兰奇第二次访萨马兰奇第二次访

华华，，也是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对也是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对
中国的首次访问中国的首次访问。。这一次这一次，，他见到了他见到了
邓小平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他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他留
下了深刻印象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个头不高虽然他个头不高，，却却
是位历史伟人是位历史伟人。。是他的慷慨邀请让是他的慷慨邀请让
我得以在我得以在 19841984年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年参观了毛主席纪念
堂堂。。当得知我和我夫人是当时唯一当得知我和我夫人是当时唯一
受邀参观纪念堂的西方人时受邀参观纪念堂的西方人时，，我非常我非常
惊讶惊讶。”。”

萨马兰奇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动萨马兰奇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动
员中国参加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员中国参加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
会会。。中国首度参加奥运会是中国首度参加奥运会是 19321932
年年，，恢复国奥会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恢复国奥会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
一届奥运会是一届奥运会是 19841984 年年，，两次都在洛两次都在洛
杉矶杉矶。“。“苏联挑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苏联挑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
家一同抵制家一同抵制 19841984年奥运会年奥运会，，但中国但中国、、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却抵制了苏联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却抵制了苏联，，
依然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依然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我至今我至今
还记得中国代表团步入洛杉矶纪念还记得中国代表团步入洛杉矶纪念
体育场时的情景体育场时的情景——雷鸣般的掌声雷鸣般的掌声
向他们表示欢迎向他们表示欢迎。”。”萨马兰奇萨马兰奇 20082008年年
回忆道回忆道。。

洛杉矶见证了中国奥运第一金洛杉矶见证了中国奥运第一金，，
萨马兰奇亲自为许海峰颁奖萨马兰奇亲自为许海峰颁奖，“，“我一我一
直记得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颁发第一直记得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颁发第一
枚金牌的时刻枚金牌的时刻，，因为那是授予中国运因为那是授予中国运
动员的动员的，，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
金牌金牌，，也是我当选国奥会主席后颁发也是我当选国奥会主席后颁发
的第一枚夏季奥运会金牌的第一枚夏季奥运会金牌。”。”

除许海峰外除许海峰外，，萨马兰奇在洛杉矶萨马兰奇在洛杉矶
奥运会的另一次颁奖同样意义深奥运会的另一次颁奖同样意义深
远远。。在在 6060 公斤举重决赛时公斤举重决赛时，，萨马兰萨马兰
奇临时决定亲自颁奖奇临时决定亲自颁奖，，因为来自中国因为来自中国
的金牌得主陈伟强与来自中国台北的金牌得主陈伟强与来自中国台北
的铜牌得主蔡温义同时出现在领奖的铜牌得主蔡温义同时出现在领奖
台上台上。。颁奖仪式后颁奖仪式后，，萨马兰奇兴奋地萨马兰奇兴奋地
告诉媒体告诉媒体：“：“中国和中国台湾运动员中国和中国台湾运动员
站在同一个颁奖台上站在同一个颁奖台上，，向世界宣告了向世界宣告了
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奥委会是中国际奥委会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北两个会员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北两个会员
唯一并存的国际组织唯一并存的国际组织。”。”

两票输给悉尼两票输给悉尼

中国在国奥会恢复合法席位中国在国奥会恢复合法席位，，并并
于洛杉矶一举斩获于洛杉矶一举斩获 3232 枚奖牌后枚奖牌后，，开开
始认真考虑举办一届奥运会的可能始认真考虑举办一届奥运会的可能。。

19841984 年年 1010 月月，，应邀参加中华人应邀参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民共和国成立 3535周年庆典的萨马兰周年庆典的萨马兰
奇奇，，第一次向邓小平提起中国申办奥第一次向邓小平提起中国申办奥
运会的可能性运会的可能性。。19901990年年77月月，，在参观在参观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小平同志小平同志
说说：“：“办完亚运会就要办奥运会办完亚运会就要办奥运会，，举办举办
奥运会对振奋民族精神奥运会对振奋民族精神、、振兴民族经振兴民族经

济都有好处济都有好处。。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
下了没有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
呢呢？？建设这样的体育设施建设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如果不办
奥运会是个浪费奥运会是个浪费，，就等于浪费一半就等于浪费一半。”。”

19911991年年1212月月33日日，，北京市常务副北京市常务副
市长张百发带领的三人代表团到国市长张百发带领的三人代表团到国
际奥委会总部递交申请书际奥委会总部递交申请书，，正式申办正式申办
20002000 年奥运会年奥运会。。萨马兰奇对张百发萨马兰奇对张百发
说说：“：“你们从此将开始一段很艰难的你们从此将开始一段很艰难的
历程历程，，你们面临着很多竞争对手你们面临着很多竞争对手，，祝祝
你们好运你们好运。”。”

正像萨马兰奇说的正像萨马兰奇说的，，北京的对北京的对
手手，，远不止悉尼远不止悉尼、、柏林柏林、、曼彻斯特曼彻斯特、、伊伊
斯坦布尔斯坦布尔。。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治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治

围攻一直没有停止过围攻一直没有停止过。。毫不夸张地毫不夸张地
说说，，在奥运会申办历史上在奥运会申办历史上，，没有一届没有一届
像这次这样像这次这样，，有如此多的敌对情绪有如此多的敌对情绪，，
如此多的政治干涉如此多的政治干涉。。美国众议院人美国众议院人
权小组通过一项议案权小组通过一项议案：：反对在中国北反对在中国北
京或其他城市举办京或其他城市举办 20002000 年奥运会年奥运会，，
同时要求国奥会美国委员投票反对同时要求国奥会美国委员投票反对
北京北京。《。《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也发表社论，，鼓吹鼓吹
美国参议院也应迅速行动美国参议院也应迅速行动，，不让北京不让北京
举办奥运会举办奥运会，，还说政治从来就是干预还说政治从来就是干预
体育的体育的。。

在激烈的政治围攻中在激烈的政治围攻中，，萨马兰萨马兰
奇对中国的维护是坚定的奇对中国的维护是坚定的，，无条件无条件
的的。。19901990 年年 99 月月，，在他的动员下在他的动员下，，
有有 6060多名国奥会委员应邀出席北京多名国奥会委员应邀出席北京
亚运会开幕式亚运会开幕式，，这么多委员出席一这么多委员出席一
个 洲 际 运 动 会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事个 洲 际 运 动 会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事 。。
19931993 年年 55 月月，，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上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上
海首届东亚运动会海首届东亚运动会，，他的随行阵容他的随行阵容
是就任以来绝无仅有的是就任以来绝无仅有的：：33名国奥会名国奥会
副主席副主席、、99名国奥会委员名国奥会委员、、22名国奥名国奥
会名誉委员及夫人会名誉委员及夫人，，再加上秘书再加上秘书、、
工作人员等工作人员等，，共共 5050多人乘专机抵达多人乘专机抵达
北京北京。。萨马兰奇要利用这次中国之萨马兰奇要利用这次中国之
行向世界表明一个态度行向世界表明一个态度：：坚决支持坚决支持
北京申办北京申办20002000年奥运会年奥运会。。

针对美国的反华浪潮针对美国的反华浪潮，，萨马兰奇萨马兰奇
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的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的
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在洛桑在洛桑，，萨马兰奇发表讲萨马兰奇发表讲
话话：“：“美国应该尊重国际奥委会的独美国应该尊重国际奥委会的独
立性立性，，放弃发动反对北京申办的活放弃发动反对北京申办的活
动动。。国际奥委会将排除任何外界干国际奥委会将排除任何外界干
扰独立决定选择扰独立决定选择 20002000年奥运会的举年奥运会的举
办城市办城市。”。”

遗憾的是遗憾的是，，19931993年年99月月2323日的蒙日的蒙
特卡洛特卡洛，，北京以北京以 4343：：4545两票之差输给两票之差输给
悉尼悉尼。。

纠正第二个错误纠正第二个错误

19951995年年 55月月，，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亚洲奥林匹克理事
会在首尔选举会在首尔选举 20022002年亚运会举办城年亚运会举办城
市市。。台湾方面推出高雄参与申办台湾方面推出高雄参与申办。。
考虑到此事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考虑到此事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萨萨
马兰奇推掉原定日程马兰奇推掉原定日程，，出席本次会出席本次会
议议。。55月月2222日日，，亚奥理事会第亚奥理事会第1414次会次会
议开幕议开幕，，萨马兰奇在开幕式上脱稿即萨马兰奇在开幕式上脱稿即
兴演讲兴演讲：“：“明天大会将决定明天大会将决定 20022002年亚年亚
运会的举办城市运会的举办城市，，作为国际奥委会主作为国际奥委会主
席席，，我对你们有一个忠告我对你们有一个忠告：：在做决定在做决定
前要考虑维护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前要考虑维护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
团结团结。”。”次日次日，，萨马兰奇邀请国奥会亚萨马兰奇邀请国奥会亚
洲委员共进早餐洲委员共进早餐，，他再次强调他再次强调：“：“我参我参
加这次大会的目的很明确加这次大会的目的很明确。。我再次我再次
提醒大家提醒大家，，台湾与任何亚洲国家都没台湾与任何亚洲国家都没
有外交关系有外交关系，，如果在高雄举办亚运如果在高雄举办亚运
会会，，亚洲国家将如何参加亚洲国家将如何参加？”？”

萨马兰奇坚定的立场改变了很萨马兰奇坚定的立场改变了很
多委员的态度多委员的态度，，在最后的表决中在最后的表决中，，韩韩
国釜山获得国釜山获得4747票票，，高雄仅得高雄仅得44票票。。对对
于萨马兰奇亲自出面阻止高雄申办于萨马兰奇亲自出面阻止高雄申办
亚运亚运，，中国奥委会表示感谢中国奥委会表示感谢。。何振梁何振梁
说说：“：“我代表中国奥委会对您为了维我代表中国奥委会对您为了维
护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所做的护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所做的
一切表示感谢一切表示感谢。”“。”“仅仅是感谢吗仅仅是感谢吗，，中中
国该给我一个奖励国该给我一个奖励！”！”很少开玩笑的很少开玩笑的
萨马兰奇说萨马兰奇说。“。“您需要什么样的奖您需要什么样的奖
励励？”“？”“那就是中国再次申办奥运会那就是中国再次申办奥运会！”！”

““北京仅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北京仅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
此后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此后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那就是北那就是北
京不应该放弃继续申办京不应该放弃继续申办。。我有一个我有一个
坚定的信念坚定的信念：：2121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
不能没有伟大的中国不能没有伟大的中国，，奥林匹克大家奥林匹克大家
庭也不能没有庭也不能没有 1313 亿中国人民亿中国人民，，因为因为
这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这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19971997 年年 1010 月月，，萨马兰奇应邀到萨马兰奇应邀到
上海出席中国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上海出席中国第八届全国运动会。。
开幕式后他对何振梁说开幕式后他对何振梁说：“：“在我任主在我任主
席期间席期间，，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一是 19961996年奥运百年华诞没有回到年奥运百年华诞没有回到
奥运会的发源地希腊奥运会的发源地希腊，，而是选择了亚而是选择了亚
特兰大特兰大；；二是二是 20002000 年跨世纪奥运会年跨世纪奥运会
给了悉尼而不是北京给了悉尼而不是北京。。第一个错误第一个错误
我们已经纠正了我们已经纠正了，，希望在我离任前希望在我离任前，，
能够纠正第二个错误能够纠正第二个错误。”。”此前一个月此前一个月，，
萨马兰奇在国奥会第萨马兰奇在国奥会第 106106 次全会上次全会上

全票当选主席全票当选主席，，这是他第四次连任这是他第四次连任，，
也是最后一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在萨马兰奇看在萨马兰奇看
来来，，20012001 年主席任期结束时年主席任期结束时，，如果能如果能
宣布宣布 20082008年奥运会在世界人口最多年奥运会在世界人口最多
的国家举行的国家举行，，将是他将是他 2121 年国奥会主年国奥会主
席生涯最为圆满的句号席生涯最为圆满的句号。。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19981998 年年 1111 月月，，中央批准由北京中央批准由北京
申办申办20082008年奥运会年奥运会。。

蒙特卡洛申奥失利后蒙特卡洛申奥失利后，，邓小平语邓小平语
重心长地说重心长地说：“：“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
的事情办好的事情办好。”。”19981998 年的北京年的北京，，相比相比
19931993 年第一次申奥时焕然一新年第一次申奥时焕然一新。。改改
革开放令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革开放令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综合国
力大大增强力大大增强，，中国和北京的基础设施中国和北京的基础设施
有了惊人的变化有了惊人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人民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提高，，到处是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到处是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令萨马兰奇和各位国奥会委员动令萨马兰奇和各位国奥会委员动
容的容的，，还有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还有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
一的国家对奥运会的强烈渴望一的国家对奥运会的强烈渴望——
9696%% 的 中 国 人 支 持 北 京 申 办 奥 运的 中 国 人 支 持 北 京 申 办 奥 运
会会！！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为了遏制中国崛起，，西方势力只西方势力只
会对这些心声充耳不闻会对这些心声充耳不闻。。20012001 年年 11
月月，，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维尔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维尔
布鲁根致函萨马兰奇布鲁根致函萨马兰奇，，说他受到一些说他受到一些
政府的强大压力政府的强大压力，，有人提出要求评估有人提出要求评估
委员会对北京的考察包括人权问题委员会对北京的考察包括人权问题
在内的政治内容在内的政治内容。。对此对此，，萨马兰奇一萨马兰奇一
再重申再重申，，申奥与政治必须分开申奥与政治必须分开。。

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20012001
年年77月月1313日日，，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大剧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大剧
院院，，何振梁最后一个代表北京陈述何振梁最后一个代表北京陈述：：

““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都将载入历史都将载入历史。。但是但是，，有一个决定必有一个决定必
将创造历史将创造历史。。你们今天这个决定将你们今天这个决定将
通过体育促进世界和通过体育促进世界和中国的友谊中国的友谊，，从从
而为全人类造福而为全人类造福。。如果你们把举办如果你们把举办
2008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我可我可
以向你们保证以向你们保证，，77年后的北京年后的北京，，将让你将让你
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第一轮第一轮4444票票，，第二轮第二轮5656票票，，北京北京
只用了两轮便轻松胜出只用了两轮便轻松胜出，，得票数比第得票数比第
二名多伦多高出二名多伦多高出 3434 票票，，这在奥运会这在奥运会
申办历史上是一个纪录申办历史上是一个纪录。。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 77 月月 1313 日日 2222 时时 1010 分分，，
萨马兰奇缓缓打开装有萨马兰奇缓缓打开装有 20082008年奥运年奥运
会主办城市的信封会主办城市的信封，“，“获得获得 20082008年第年第
2929 届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是届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是——北北
京京”。”。这句简短的英语这句简短的英语，，这段一个人这段一个人
的画面的画面，，令萨马兰奇永载中国史册令萨马兰奇永载中国史册，，
也成为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也成为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
的重要符号的重要符号。。

改革家萨马兰奇改革家萨马兰奇

19801980年年，，国奥会新任主席萨马兰国奥会新任主席萨马兰
奇面对的是狼藉一片奇面对的是狼藉一片。。政治上政治上，，1976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年蒙特利尔奥运会，，2828个非洲国家因个非洲国家因
种族隔离制度而拒绝出席种族隔离制度而拒绝出席，，19801980年莫年莫
斯科奥运会和斯科奥运会和 19841984 年洛杉矶奥运年洛杉矶奥运
会会，，又因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而遭又因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而遭
到互相抵制到互相抵制。。经济上经济上，，蒙特利尔奥运蒙特利尔奥运
会亏空超过会亏空超过 1010 亿美元亿美元，，该市的纳税该市的纳税
人到人到 2020 世纪世纪 9090 年代末还一直在还年代末还一直在还
债债，，骇人的骇人的““蒙特利尔陷阱蒙特利尔陷阱””令令 19841984
年奥运会只有洛杉矶一家参与申办年奥运会只有洛杉矶一家参与申办，，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19801980年国奥会财务报表上年国奥会财务报表上
只剩只剩2020万美元流动资金万美元流动资金。。

19781978 年年 1111 月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也就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前一个月中全会召开前一个月，，奥运会同样迎奥运会同样迎
来转折点来转折点。。刚刚获得奥运主办权的刚刚获得奥运主办权的
洛杉矶市议会通过一项不准动用公洛杉矶市议会通过一项不准动用公
共基金筹办奥运会的市宪章修正案共基金筹办奥运会的市宪章修正案，，
洛杉矶求援美国政府遭拒后只好向洛杉矶求援美国政府遭拒后只好向

国奥委申请国奥委申请，，要求允许以民间方式由要求允许以民间方式由
私人主办奥运会私人主办奥运会。。

这一系列这一系列““苦心志苦心志，，劳筋骨劳筋骨””之之
事事，，令萨马兰奇仿佛令萨马兰奇仿佛““天命之人天命之人”，”，顺顺
势而为放手改革势而为放手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改革开放
的实践类似的实践类似，，萨马兰奇的改革也是由萨马兰奇的改革也是由
解放思想开始的解放思想开始的。。首先首先，，摒弃视商业摒弃视商业
化为洪水猛兽的陈腐观点化为洪水猛兽的陈腐观点，，大胆引入大胆引入
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机制，，积极且可控地对奥运积极且可控地对奥运
会进行多种商业开发会进行多种商业开发。。以拍卖的方以拍卖的方
式出售奥运电视转播权式出售奥运电视转播权，，奥林匹克全奥林匹克全
球赞助计划球赞助计划（（TT00PP计划计划），），使得奥运会使得奥运会
通过经济独立实现重生通过经济独立实现重生。“。“洛杉矶奥洛杉矶奥
运会收入运会收入22..8787亿美元亿美元，，悉尼奥运会收悉尼奥运会收
入超过入超过 1414 亿美元亿美元，，雅典奥运会超过雅典奥运会超过
1616亿美元亿美元，，看来奥运会无论对谁来说看来奥运会无论对谁来说
都是一笔不错的生意都是一笔不错的生意。”。”萨马兰奇说萨马兰奇说。。

其次其次，，废止理想化的业余主义原废止理想化的业余主义原
则则，，宣布奥运会向世界上一切最优秀宣布奥运会向世界上一切最优秀
的运动员开放的运动员开放，，这就保证了奥运会比这就保证了奥运会比
赛具有最高的竞争水平和观赏价值赛具有最高的竞争水平和观赏价值。。

第三第三，，拒绝继续执行拒绝继续执行““鸵鸟政鸵鸟政
策策”，”，承认体育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承认体育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
主动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对话主动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对话，，
积极灵活地斡旋于国际风云变幻积极灵活地斡旋于国际风云变幻
中中。。需要强调的是需要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宽裕增经济上的宽裕增
强了国奥会的政治独立性强了国奥会的政治独立性。。

第四第四，，限制奥运大项和总参赛人限制奥运大项和总参赛人
数数，，2828个大项个大项，，11万名运动员万名运动员，，两个运两个运
动员可以有一名官员陪同动员可以有一名官员陪同，，以避免因以避免因
奥运会扩容增加承办者负担奥运会扩容增加承办者负担。。

第五第五，，严惩腐败严惩腐败。。19981998 年年““盐湖盐湖
城丑闻城丑闻””爆发爆发，，别有用心的美国调查别有用心的美国调查
委员会公开要求传讯萨马兰奇委员会公开要求传讯萨马兰奇、、改组改组
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欲将国奥会置于美国的欲将国奥会置于美国的
控制之下控制之下。。萨马兰奇果断领导反腐萨马兰奇果断领导反腐
运动运动，，排除问题委员排除问题委员，，制定了一系列制定了一系列
反腐规定反腐规定，，在何振梁等委员的大力支在何振梁等委员的大力支
持下渡过危机持下渡过危机。。19991999 年年 66 月的国奥月的国奥
会第会第 109109次全会上次全会上，，萨马兰奇高兴地萨马兰奇高兴地
说说：“：“波涛汹涌的大海已经过去波涛汹涌的大海已经过去，，现在现在
又是平静的湖面了又是平静的湖面了。”。”

20102010年年44月月2121日日，，萨马兰奇在巴萨马兰奇在巴
塞罗那与世长辞塞罗那与世长辞，，享年享年 8989 岁岁。。他是他是
顾拜旦之后顾拜旦之后，，最成功的国际奥委会主最成功的国际奥委会主
席席，，他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兴之主他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兴之主，，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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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我为什么爱中国爱中国，，尊重中国尊重中国？”？”
王王 琦琦

萨马兰奇萨马兰奇



19841984年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洛杉矶奥运会上，，萨马兰奇亲自把金牌挂在了许海峰胸前萨马兰奇亲自把金牌挂在了许海峰胸前。。

19781978年年44月月2121日日，，萨马兰奇萨马兰奇 （（左四左四）） 首次访华并游览长城首次访华并游览长城。。

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2008年，萨马兰奇 （中） 观看北京奥运会拳击比赛。20082008年年，，萨马兰奇萨马兰奇 （（中中）） 观看北京奥运会拳击比赛观看北京奥运会拳击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