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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价 值 与 金 牌 价 值 的 博 弈  
——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事件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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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事件产生很大反响，社会各界作出了各种评论和思考。从

刘翔本人、观众、国家、媒体等视角来思考刘翔退赛事件，能从中领悟到很多奥林匹克精神所蕴

含的深层次内容和真谛，并得到启发。从刘翔自身视角看，为了保护职业生命，他作出了艰难决

定；从观众心态视角看，中国民众的心态日益成熟；从国家视角看，北京奥运会中国收获的不仅

是金牌，还有国民心态的成熟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更深理解；从媒体视角看，媒体应还原刘翔神

话的生命价值，引导媒体话语；从体育科技视角看，应更加关注运动员身体健康，重视体育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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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value vs. gold metal value 
——Thoughts inspired by the incident of LIU Xiang quitting the competition in Beijing Olympic Games

LIU Hui-ping，CHENG Chuan-yin，WANG Wei-x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The incident of LIU Xiang quitting the competition in Beijing Olympic Games generated a tremendous 

effect, and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gave various comments and thoughts to such an incident. Contemplating such 

an inci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U Xiang himself, the audience, the nation and the media enables us to per-

ceive many profound contents and truths of the Olympic spirit, and to be enlight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U 

Xiang himself, he had made a difficult decision in order to protect his career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sy-

chology of the audience,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ever increasingly m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 what China got from Beijing Olympic Games are not only gold medals, but also the matur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lympic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 the 

media should restore the LIU Xiang miracle to life value, and guide media com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scienc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thlete’s physical health, and to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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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8 月 18 日上午，国家体育场“鸟巢”迎

来了期待已久的北京奥运会男子 110 m 栏第 1 轮比赛，

中国运动员刘翔将在这里开始 110 m 栏卫冕之旅。然

而刘翔在第一次起跑后因腿伤遗憾退出比赛。刘翔退

赛半小时后，教练孙海平和中国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

近平获悉刘翔因伤退赛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国家体育

总局，转告了对刘翔和孙海平教练的亲切慰问和热情

鼓励。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说，中央领导同志对刘翔的

伤病很关心，希望刘翔能够及时治疗，早日康复。刘

翔因伤病退出比赛，大家都会理解，希望他放下包袱，

安心养伤，伤病痊愈后，要继续刻苦训练，增强斗志，

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名誉

主席萨马兰奇随后也专门派人或致信慰问刘翔，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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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克服伤病重返赛场，再创佳绩[1]。刘翔退赛的相关报

道迅速登上各大体育媒体的头版，媒体对此做了大量

的报道，社会各界也作出了各种评论和思考。以至北

京奥运会结束后，刘翔退赛事件被国内外多家新闻机

构评为北京奥运会十大新闻的头条。从刘翔本人、观

众、国家、媒体等视角来看待和思考刘翔退赛事件，

可以让我们从中领悟到很多奥林匹克精神所蕴含的深

层次内容和真谛，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1  刘翔本人的视角：保护职业生命，作出艰

难决定 
2004 年雅典奥运会 110 m 栏夺冠后，刘翔成为中

国奥运史上第 1 位赢得田径金牌的男运动员。随后他

打破了尘封 13 年的世界纪录。拥有鲜明个性魅力、良

好公益形象的刘翔被寄予太多厚望，承载了太多冠军

梦想。这是他个人追求成功的强大动力，也同样会成

为他职业生涯中的压力。尤其是当前中华民族复兴路

上，刘翔在田径场上的成功使他成了中国田径乃至中

国体育成功的象征，这映照着强烈的民族心理。 

刘翔[2]在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中说“随着我夺得越

来越多的冠军和越来越多的人给予我关注和支持，我

同时也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困扰。我不

能像同龄人那样与朋友毫无约束地轻松聚会，我也随

时感觉到来自全国的期待的目光。”刘翔是一位优秀的

运动员，但他首先应该是健康的生命，首先应该拥有

生命的价值。《奥林匹克宪章》第 9 条第 1 款规定：奥

林匹克运动会是个人或团体竞赛项目中运动员之间的

比赛，不是国家之间的比赛。表明了运动员在奥林匹

克运动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奥林匹克运动逐渐

融入更多的政治、经济元素，奥运赛场中，运动员的

权益不时受到侵害，一些甚至是基本权利的侵害。身

体健康权是指以运动员的生命安全、器官功能完善及

身体机能正常工作为内容的一种人身权。它是人权的

基本内容之一，已为众多国际、国内法所确认。身体

健康权对运动员有特殊的意义，直接关系到运动员的

生命、职业发展等，是运动员职业生涯及将来生活的

基本保障[3]。此外，在基本原则、国际奥委会其他职能

等条款中，也有涉及维护运动员身体健康的要求。《奥

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条例》在维护运动员健康和确认

运动员身体健康权等方面更为具体明确[4]。 

作为职业运动员，出于对于职业生涯更长远的考

虑，明智地适时选择退出比赛或许会留下遗憾和争议，

但每一名受伤的运动员都有权利选择是否坚持。刘翔

作出了职业运动员从延续和保护职业生命的角度应

该，也必须勇敢作出的决定。对他来说，懂得保护自

己，是以后继续超越他人、超越自己的前提。正如美

国著名田径运动员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

学到的不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怎样

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怎样对待自己的同类。” 

 

2  观众心态的视角：爱刘翔的金牌，更爱刘

翔本人 
刘翔退赛事件发生后，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民

众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人对

体育、对奥林匹克的理解越来越透彻，越来越理性。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说，中国在接触奥运会初

期过程中，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比较偏重于参加竞

赛和夺取金牌。民众对在奥运赛场上失利的选手往往

不能给以足够的理解和支持。3 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朱

建华，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没能获得金牌，家里

玻璃被砸；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 3 枚金牌、被誉为

“体操王子”的李宁，4 年后在汉城奥运会失利，有

人甚至给他寄去刀片和上吊绳。李宁选择退役后，默

默地投入到商界，如今李宁品牌已是家喻户晓的著名

品牌。李宁让人们看到了真正的冠军本色：勇敢面对

挫折、踏踏实实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继续发扬体

育精神。2008 年 8 月 8 日，李宁再次登上了奥运会场，

让人看到退役冠军的人生风采。竞技体育总有成败，

正如李宁所说，体育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奥林匹克

精神正是运动员们在不断对自己的超越当中，才会彰

显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近年来，中国竞技体育进步迅速，这不仅仅体现

在金牌数量的增加，更表现为对运动员更多的人文关

怀，从体育官员到普通群众，都不再只看重一时的成

绩，而是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看得更加重要，以一种

可持续发展的心态看待体育。自从中国夺得第 1 块奥

运金牌以来，中国最大的改变或许不在宏伟的鸟巢落

成，不在奥运盛会的举办，而更在于价值观的重塑。

官方的关怀、国人的理智判断，让我们看到，中国人

对刘翔退赛的包容和理解也向世人展现了国人日益成

熟的体育心态，中国的观众也越来越将自己的言行自

觉地与体育精神保持一致，越来越具备开放和包容的

胸怀。华南师范大学卢元镇教授认为，这次从国人对

刘翔退赛的宽容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的心态越来越成

熟，说明老百姓从对金牌的民族精神的追求转向了对

文化享受的追求，这也给了中国和中国体育改革一个

很好的心态机遇[5]。 

奥运之所以精彩，除了夺奖的辉煌，还有胜败者

的真情流露和其他戏剧性的场面。奥运精神不只表现

出对胜利者的礼赞，还有对失败者的支持和体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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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心对待金牌的得失，是国民自信的反映，是对奥

运精神追求的彰显，是对体育回归快乐本源的认同。

奥林匹克的终极目标，是人类追求健康、阳光的生活

方式。刘翔的退赛是运动员应有的尊严，也是奥林匹

克精神所包含的应有之义。对中国而言，奥运会不仅

仅要看能获得多少枚金牌，更重要的是将中国人文的

东西充分表现出来，展现一个大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

也在文化腾飞。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翔退赛能帮助民

众更好地理解奥运会的真义。 

 

3  国家荣耀的视角：收获的不仅是金牌，还

有国民心态的成熟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

深层理解 
北京奥运会中国在金牌榜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以

51 枚金牌首次登上了排名第 1 的位置。刘翔退赛在中

国迅速引发了一场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大讨论。人们

在理解和支持刘翔的同时，开始反思多年来形成的“金

牌情结”，寻找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 

奥林匹克精神，是指奥林匹克运动本质的、内在

的、核心的内容实质。奥运精神所包含的更快、更高、

更强是以人类身体极限承受为前提的。奥林匹克精神

也包涵着对胜败的正确认识。每个运动员都是奥林匹

克精神的载体，正是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们，奥运

理念才得以广泛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才得以不断发扬

光大。作为运动员，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用自己

的行动传承奥林匹克精神[4]。有时运动员的失利也是一

种美，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允许失败”、“宽容失

败”已悄然注入奥林匹克精神之中。在北京奥运赛场

上，国人的掌声、鲜花毫不吝啬地送给每一位参赛者。

这种在奥运赛场上形成的“允许失败”、“宽容失败”

的成熟理性，是北京奥运最大的收获之一。 

在 2008 年 8 月 18 日的鸟巢，中国失去的只是一

枚可能的金牌，却意外地收获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人

性，如果这种真正的体育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精神，能

借北京奥运得以传承光大，那么北京奥运才真正能成

为中国以一个现代化文明大国的姿态，走向世界的历

史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它远远比金牌总数第 1 更为重

要。 

事实上，中国民众在北京奥运会表现出的胸怀境

界和对体育精神的理解都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例如率领外国运动员打败中国的中国裔教练不再像以

前一样被视为出卖祖国的“叛徒”。所以说刘翔退赛事

件让我们很好的看到：中国收获的不仅仅是金牌，还

有国民心态的成熟和对奥林匹克精神更深的理解。 

 

4  媒体责任的视角：还原刘翔神话的生命价

值，引导媒体话语 
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中国男子田径的首枚奥

运金牌以及 2006 年打破世界纪录后，“黄种人的骄

傲”、“亚洲英雄”、“民族英雄”等称谓频频见诸媒体，

让刘翔成为英雄式的运动员和中国田径乃至中国体育

的成功象征。但是刘翔是有生命的个体，要面临所有

职业运动员必须面对的长期艰苦训练所带来的病痛。

媒体巨大的社会宣传效应使刘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也打破了刘翔生活和训练的宁静。而媒体对运动员

理性的报道无论是对运动员本人，还是观众都会起到

正确引导的作用。从中国获得第 1 枚奥运金牌到如今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体育传媒的报道形式和内容都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认识和理

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乒乓球

队到 80 年代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和各种国际比赛中，

媒体以最煽情的方式把体育成绩与“爱国”、“振兴中

华”紧紧联系在一起。上世纪 60 年代刚刚度过“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80 年代“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中

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的胜利，确实起到了经历巨大

挫败后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国力增

强、社会平稳迅速发展，这种话语应该逐渐淡化和改

变，这样才更加符合体育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本义[6]。 

刘翔退赛让我们看到媒体的“体育话语”内容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

平致电国家体育总局，转达对刘翔及孙海平教练的慰

问和鼓励后，多家中央媒体迅速发表评论呼吁国人理

解刘翔。众多媒体认为体育只是人类追求健康、阳光

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一项有趣的活动，承认人性比

金牌更重要，劝告人们要以平常心看待体育比赛，尊

重伤病运动员退赛的权利。媒体肯定了国人对刘翔退

赛的正面反应，认为一种祥和、包容、均衡的心态和

氛围，已在中国观众中形成，人们比过去更懂得体谅

和尊重别人。香港报纸也纷纷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对刘翔的退出表示惋惜和理解。《香港经济日报》社评

说，国民对刘翔冲金失败予以宽容与支持，可见国民

质素提升，渐具大国国民应有的自信与平常心。对中

国观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国外媒体也作出了评

价。路透社认为“中国观众理解刘翔”。德国之声报道

说：“善良厚道的中国人大都用理解和鼓励接受了在最

后时刻因伤退赛的刘翔，人性比金牌更重要。”日本《产

经新闻》也说：“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是对中国社

会不断开放、国民心态日益成熟的奖赏。”刘翔退赛后，

媒体报道中虽然也有抱怨和指责，但更多的是理解、安

慰和鼓励，这令人看到了新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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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对真正体育精神和奥运真谛的理解。媒体正担负着

还原刘翔神话的生命价值的作用和责任。 

    刘翔退赛仅过了半个小时，孙海平教练和冯树勇

总教练就已经在国家体育场新闻发布中心召开新闻发

布会。这场新闻发布会是北京奥运会最拥挤的新闻发

布会。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也立即调整报道方案，中

断赛事转播，切入刘翔伤情新闻发布会现场。新闻频

道《新闻 30 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栏目也

同时直播刘翔伤情新闻发布会现场，让观众第一时间

了解最新情况，并在随后的新闻中滚动播出习近平致

电慰问刘翔等新闻。随后第一时间邀请了田管中心主

任罗超毅、孙海平、冯树勇等走进演播室，向全国观

众介绍刘翔的最新情况。就在刘翔退赛那一瞬间，北

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就启动了一套应急预案。新闻发

布会的及时召开，获得了在现场国际田联新闻官员的

高度评价。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官员认为，发布会最成功

的标志是在刘翔退赛后的一两个小时，在猜疑还没有来

临之前，几乎全世界最重要的媒体都传递了孙海平和冯

树勇的声音[7]。这体现了成熟的奥运媒体运作系统的成

熟，正确地引导了媒体的话语内容，也为以后媒体如何

处理突发体育事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5  体育科技的视角：对运动员身体健康的关

注，对体育科研的重视 
伤病是职业运动员最大的敌人，从事竞技体育难

免受伤。一旦受伤，依然奋力拼搏是一种选择，选择

退出比赛去疗伤，为以后比赛做更充分的准备同样值

得尊重。“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绝对不是以

牺牲运动员的健康为代价。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员

为了经济原因或政治荣耀，不惜伤害自己身体去追求

极限成绩，违背了奥运精神。这是对体育精神和奥运

精神的亵渎。奥运会不只奉献给我们一场视觉和娱乐

盛宴，更应该成为指导人类走向和平、促进健康、赢

得快乐的盛会，竞争必须在尊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

的前提下展开。当前，中国体育界应逐步明确，奖牌

固然重要，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中国已经在

竞技体育上取得了全球领先的位置，但在运动人体科

学，包括运动医学和运动心理学等方面，与欧美发达

国家仍存在差距，有待进一步加强。香港《大公报》

社评就认为，刘翔退赛事件说明了“科技奥运”的重

要性。根据孙海平和田联官员的解释，导致刘翔退赛

的伤病并不是突发性的，刘翔的教练和他的医疗团队

没能治愈早已存在的伤病。如果对体育科研更加重视，

如果刘翔在奥运前一年训练中能够得到更专业和合理

的安排，也许鸟巢的悲情一幕可以避免。 

    刘翔退赛事件提醒我们要更多关注运动员的伤

病。欧美发达国家对体育科技的投入比较多，我国的

教练以及体育科研人员要重视预防运动员受伤的系统

研究，延长运动员的运动寿命。现代社会提倡尊重人、

关怀人、以人为本的生活哲学，竞技体育界存在的“重

物轻人”思想既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相违背，又与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出的“更干净、更人性、更团

结”的理念不相称[8]。我们需要人与体育的和谐发展，

需要体育精神照耀下的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需要身

心健康的运动员和健康发展的体育事业。对于竞技体

育而言，所谓国家的荣誉，民族的自豪感，运动员以

及其他人的利益都应该建立在人体健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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