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卷 第 3期 

2022 年 5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29 No.3

M a y . 2 0 2 2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 

历史经验与现实镜鉴 

 

张传昌，王润斌5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新冠疫情对全球体育赛事产生重大冲击，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外大型体育赛事

风险管理的经验可为全球即将举办的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提供镜鉴。研判大型体育赛事重启面临

的危机与挑战，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研究，以世

卫组织 2020 年 7 月颁布的第 2 版《大型集会新冠疫情风险评定工具-体育赛事》作为相对权威的

办赛标准，以东京 2020 年奥运会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疫情防控的《防疫手册》作为相对系统的

实践工具。基于中外历史经验提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现实镜鉴，针

对全球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防控提出启示：构建专门联结机制，实现疫情风险防控的扁平化管理；

创新疫情风险管理模式，凸显疫情防控的动态变化；注重赛事舆情的风险管理，合理彰显民族特

色文化；依托新技术打造新场域，科技赋能降低观众不足风险。 

关  键  词：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疫情防控；WHO 风险评定；北京冬奥会；东京夏奥会

中图分类号：G80-05；G8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2)03-0026-08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alistic lessons of risk management for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in the context of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ZHANG Chuanchang，WANG Runb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7，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made a major impact on global sports events, and the risk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a series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the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to 

restart the crisis and challeng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disea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ed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risk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tudy, by the WHO in July 

2020, issued the second edition of "new crown large gatherings outbreak risk assessment tools-sports" as a standard 

relative authority run competitions, an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anual" of the Tokyo 2020 Olympics and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was used a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practical tool.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alistic mirror of risk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uts forward four 

inspirations for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lobal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building a special connection 

mechanism to achieve flat management of epidemic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novating epidemic risk 

management models to highlight dynamic chang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isk 

management of the event public opinion, reasonably highlight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and relying 

on new technology to create a new fie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reduce the risk of insufficient aud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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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具有变异性强、传染率高、辐射面大、

持续时间长等特性，自疫情暴发以来，众多体育赛事

被迫空场、暂停、推迟、取消，赛事秩序陷入混乱，

首当其冲的是以线下人群聚集为特点的大型体育赛

事，包括东京夏奥会、欧洲五大联赛、美洲杯等。前

人关于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环境

风险[2]、赞助风险[3]、恐怖主义风险[4]、大型体育赛事

遗产风险[5]以及比赛中的风险补偿[6]等传统赛事风险。

疫情下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不但缺乏权威的风险

管理标准，还缺少成熟完善的实践工具。以世卫组织

2020 年 7 月颁布的第 2 版“大型集会新冠疫情风险评

定工具-体育赛事”作为相对权威的办赛标准，以东

京 2020年奥运会(简称东京夏奥会)和北京 2022年冬奥

会(简称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的《防疫手册》作为相对

系统的实践工具，将二者作为中外大型体育赛事风险

管理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全球大型体育赛事的顺利举办提供经验支持。 

 

1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重

启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1.1  大型体育赛事重启面临的危机 

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的重启面临 4 大危

机。一是疫情带来“不确定性”加速了逆全球化。席

卷全球的疫情将逆全球化的思潮推向高潮。疫情爆发

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采取封锁边境、减少国际航

班的防控措施，有些国家实行不办赛或不参赛的政策，

俱乐部、选手、观众之间的联系遭到削弱。随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模式，国际社会可能会进入更长周期逆

全球化阶段。二是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赛事举办

经验相对不足。全球疫情不断蔓延，新冠确诊病例不

断攀升，新冠疫情已经迫使全球各类顶级体育赛事不

得不采取延期、缩小规模或空场比赛等措施，疫情下

大型体育赛事成功举办缺乏“重启样本”。三是新冠病

毒的全球性易感和病毒变异。变异病毒不仅传播能力

增强，并可能导致疾病严重程度增加，对以人群线下

聚集为特征的体育赛事举办无疑是雪上加霜。四是疫

情防控超出体育治理范畴，体育治理失灵。疫情防控

是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其关系到赛事

能否如期顺利举办，但传统的体育赛事组织运营方无

法应对复杂疫情状况，仅靠体育组织进行治理效果有

限。因此，该类公共卫生问题的治理需要多部门共同

参与，协同治理，这对此类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地的公

共卫生条件提出更高要求。 

1.2  大型体育赛事重启面临的挑战 

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的重启面临着两大

危机挑战。一是缺少相对权威的办赛标准。疫情爆发

后，国际奥委会以及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内的各级各

类赛事主办单位都在积极探索和寻求一个科学权威的

办赛标准，但是鉴于疫情的复杂性以及各国防控效果

存在较大差异性。目前还没有一个针对新冠疫情的大

型体育赛事的办赛标准，这是全球范围内大型体育赛

事顺利举办的一大挑战。二是缺少一套成熟完善实践

工具。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各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国

家和地区都在积极研究赛事的疫情防控策略，都在为

赛事的安全、如期举行绞尽脑汁，由于大型体育赛事

规模大、比赛地点分散以及参赛人员复杂等问题，还

没有一套系统成熟的风险管控策略。 

 

2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世卫组织大型体

育赛事风险评定工具解析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环

境，由疫情带来“不确定性”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乃至

世界体坛目前遭遇的 大挑战之一。2020 年 7 月 10

日，世卫组织发布第 2 版的大型集会体育赛事新冠疫

情风险评定工具指南，名称为“大型集会新冠疫情风

险评定工具-体育赛事”，该工具一经发布就迅速被国

际奥委会采纳。选取世卫组织 2020 年 7 月颁布的第 2

版“大型集会新冠疫情风险评定工具-体育赛事”的

内容作为本研究相对权威办赛标准的分析文本[7]。 

2.1  世卫组织赛事风险评估工具的构成要素 

世卫组织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评估工具的构成内容

共分 6 个部分，分别是使用说明、风险决策、风险评

估、风险控制、决策矩阵和风险沟通。使用说明除对

工具内容做了介绍外，主要强调组委会必须掌握 新

疫情、必须得到本地公共卫生部门的支持、根据疫情

变化循环反复的进行评估等。风险评定的步骤是从所

在国是否有禁止大型集会的规定开始，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疫情风险评分采用风险评估表单的方式进行，

风险评估表单的内容分为固有风险和调整举措两部

分，共 14 个问题，通过回答“是”或“否”进行打分。

疫情防控的评分是通过情防控表单打分的形式进行，

共 8 个方面 56 个问题，通过 4 种回答打分，包括：“是，

已完成”“也许，有进展”“否，不考虑”“不可行”。

疫情风险得分的范围为 0~7，疫情防控得分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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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综合评定结果与疫情风险得分成正比，与疫

情防控得分成反比。 后，世卫组织还强调有效宣传

沟通的重要性，提出加强宣传沟通有助于促进所有参

赛人员接受赛事组织形式的变化。 

 

 
 

图 1  世卫组织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评定步骤 

 
2.2  世卫组织赛事风险评定工具的基本特征 

1)评定工具的操作性。 

世卫组织评定工具的步骤一是使用说明，简明扼

要的提出使用前提，明确提出所有存在社区传播的国

家或地区都应推迟或减少大型体育活动。一改以往国

际组织推出指南的风格，该工具操作性极强，不仅具

有文字版(PDF)，还配套一份电子表格(Excel)文件，包

括 6 个使用步骤和可以直接填写的风险评估量表。 

2)评定工具的权威性。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是国际

上 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

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其职能主要包括：

促进流行病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等，其作为

全球 权威的国际卫生组织通过邀请全球顶级的防疫

专家、风险管理专家、赛事管理专家等组成顾问团队

创编全球大型体育赛事评定工具，一经颁布就被国际

奥委会采纳并使用，其权威性不言而喻。 

3)评定工具的适切性。 

首先，世卫组织的风险评定工具就是针对新冠肺

炎疫情提出的，针对性极强。该工具的目的就是为体

育赛事权威部门和组委会提供指导，以便评定疫情防

控风险。其次，适合所有举办国家和地区，主办方只

需要按照评定工具的 6 个步骤，对疫情防控表单中的

8 个方面 56 个问题通过 4 种回答打分，对照评定标准

即可直观看出综合评定的标准与结果。 

4)评定工具的及时性。 

新冠疫情的爆发按下全球体育赛事的暂停键，现

有强大的卫生系统也被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淹没和破

坏，大型体育赛事能否举办，如何评估赛事举办的风

险是摆在全球赛事组织方 为棘手的问题。此时，世

卫组织非常及时地出台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评定工具，

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卫组织宣布 COVID-19 暴发是

国际关注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4 月 30

日，世卫组织迅速发布大型集会体育赛事新冠疫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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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定工具指南。2020 年 7 月 10 日就发布第 2 版，名

称改为大型集会新冠疫情风险评定工具-体育赛事。 

2.3  世卫组织赛事风险评定工具的效果与局限 

世卫组织的风险管理工具一经推出就引起各赛事

主办方以及承办方的重视，东京夏奥会以及北京冬奥

会疫情风险防控的整体思路遵照了世卫组织风险评定

工具所强调的核心要义。均根据 新的疫情变化为风

险对策的制定提供 及时的信息，为准确回答风险评

估和疫情防控的问题提供事实依据。北京冬奥会采用

与东京夏奥会相同的风险管理原则，从风险评定运行

的频率看，均遵循世卫组织提出的风险评定是一项持

续循环反复的工作，根据疫情变化不断更新，从疫情

防控手册的更新和具体防疫要求变化也可以看出东京

以及北京奥组委风险评定一直是在循环反复进行。从

风险防控的宣传看，东京以及北京奥组委也加强了防

疫措施的宣传沟通，每日报道国内的防控形势以及相

关人员的疫情感染情况。 

世卫组织推出的风险评定工具虽然在指导东京和

北京奥运会的风险管理上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在全球

推广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该风险评定工具虽

具有很强操作性，但仍然没有改变理论性指导多，实

际运行具体操作不足的局限。如果世卫组织可以根据

评定工具的需求从全球招募并培训相关人员到大型赛

事举办国进行风险评定工具的协助实施，其风险管理

效果可能更好。其次，不同国家的气候环境、经济状

况、文化信仰以及各种软硬件设施差异较大，虽然该

评定工具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在不同国家实施起来

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可能

会是一个更为理想的选择。 

 

3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大型

体育赛事风险防控策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奥运会举办模式产生剧

烈冲击与深远影响[8]。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际奥委会

在全球共举办一届夏奥会(东京夏奥会)和一届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从两届奥运会疫情防控的构成要素、

基本特征以及效果与局限 3 个方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疫情风险防控的策略进行探究。 

3.1  奥运会疫情防控的构成要素 

东京夏奥会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举办的首届

大型体育盛会，在东京夏奥会闭幕后，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给予了东京奥组委高度的评价，认为在疫情肆

虐的背景下日本能够举办这种规格的世界性赛展现了

其工作效率[9]。东京夏奥会先后推出 3 版《防疫手册》，

第 1 版主要起到了框架作用，共包含 4 类利益相关者

的防控手册，分别是国际运动联合会版、媒体版、转

播商版以及运动员和比赛官员版[10]。第 2 版《防疫手

册》优化和简化了运营过程并对第 1 版的手册中所包

含的针对疫情的措施进行审查和重大更新，增加了 3

类人群的防疫手册，分别是市场营销伙伴版、工作人

员版和奥运会和残奥会大家庭版手册[11]。第 3 版《防

疫手册》是在第 2 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检测细节和对违

反防疫规定者的处罚措施[12]。北京冬奥会执行与东京

夏奥会相同的防疫原则。北京冬奥会共推出了两版《防

疫手册》，第 1 版手册充分借鉴了世界其他大型体育赛

事的防疫经验，结合中国的防疫政策，确定“闭环管

理”“全程接种疫苗”等基本的策略[13]。第 2 版手册在

第 1 版的基础上补充了防控措施、细化了防疫内容以

及更新一些比如核酸检测时间、采样方式等内容[14]。

从防疫效果看，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优于东京夏奥

会。因此，以北京冬奥会 终版(第 2 版)《防疫手册》

为分析对象，探究疫情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疫情风险

的防控策略。 

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共包含运动员及随队官

员手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手册，本研究以运动员和随

队官员防控手册为例进行分析。防疫手册由前言、原

则、冬奥之旅以及更多信息 4 个部分组成。前言部分：

首先明确手册的使用对象。其次，在前言部分以表格

的形式着重对防疫政策的实施时间及不同时间节点需

要完成的事项进行明确，这是东京夏奥会防疫手册中

所没有的。原则：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提出疫苗接种、

闭环管理、新冠联络官、检测、追踪与隔离、减少接

触以及卫生意识的疫情防控 6 原则，闭环管理。冬奥

之旅：疫情防控手册着重对入境前、入境、赛时及离

境 4 个阶段的注意事项进行详细的阐述。入境前阶段

提出了检测、追踪与隔离的要求。入境阶段明确所有

来华人员须遵守中国的要求，对入境检测、追踪与隔

离的要求进行了详细阐述。赛时阶段明确提出了竞赛

延续性及体育单项的防疫措施，并提出了赛时减少接

触的 10 项要求。离境阶段提出离境人员若再次入境须

遵守远端防控和入境的规定，同时也允许继续参加冬

残奥会的人员可不离境。更多信息：手册 后一部分

从 6 个方面对防疫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补充，并明确提

出如果其他国家或组织的防疫措施与本手册存在冲

突，以本手册为准。 

3.2  奥运会疫情防控的基本特征 

1)东京奥组委疫情防控的基本特征。   

东京 2020 年奥运会防疫手册首个特点是内容相

对简洁。首先，利用图表的自明性，如运动员及官员

手册共 70 页的内容，包含 67 张示意图、流程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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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代替文字的形式使复杂过程一目了然。其次，文

字的简洁性，较少采用大段文字表述的形式，其采用

突出重点的分点陈述的表达方式，给阅读者一种条理

清晰，简明舒适的感觉。 

东京夏奥会防控手册系统性较强。首先，将参加

奥运会的人员分为国内人员和国外人员，日本国内相

关人员的赛前检测、行动路线以及诸多行动指南均区

别于国外人员。其次，防控策略将整个参赛行程分成

出发前、途中、抵达日本、日本境内、离开日本 5 个

阶段，各阶段防控内容和形式环环相扣，从流程安排

上 大限度减少防疫漏洞。再次，在日本比赛的过程

中，把整个参赛过程分为 4 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进行

细致的安排，包括数据上报、赛前防疫、餐饮安全等

内容。 

针对性强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首先，根据参加

东京夏奥会的 7 类不同人群编制 7 份防疫手册，针对

不同人员工作内容以及接触人员的不同，其防疫措施

均存在差异性。其次，针对残奥运运动员的参赛防疫

指南也单独进行了制定，包括辅助人员、辅助工具、

餐饮等内容。再次，针对进入日本后参与奥运会人员

不同的检测结果的应对方式，如潜在的密切接触者、密

切接触者、检测呈阳性的人员处理方式及参赛方式等。 

从东京夏奥会疫情防控手册的编制过程就可以发

现，其防控对策是随着疫情变化而动态变化，即使是

终版防控手册开始执行后，东京夏奥会的疫情防控

实施方案也在随着疫情的变化实时更新。例如针对印

度、巴基斯坦等 6 个国家受变异新冠病毒的影响，要

求其代表团成员在入境日本前，需要有连续 7 天的新

冠病毒检测证明[15]。此外，允许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在

颁奖时可以摘下口罩 30 秒用于合影留念。 

2)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反复强调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质的特征。”同样，北京

冬奥会疫情防控的 基本的特征也是党的坚定领导。

党中央始终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习总书记在不同场

合多次提出：“安全是重大体育赛事必须坚守的底线，

北京冬奥会要突出‘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大限度降低疫情风险”[16]。从党中央采取的实际行

动看，确实把防疫安全作为办好北京冬奥会的重中之

重，党中央不但组建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调

度，还成立国际、国内两个疫情防控专班，共同制定

冬奥疫情防控工作总体方案。 

管理模式的创新性。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出色

高效有目共睹，疫情防控工作的严谨科学有口皆碑。

自新冠爆发以来全球大型体育赛事首次采用闭环管理

模式。在保证涉奥人员和中国公民安全的同时，还能

顺利安全完成各自的任务。北京冬奥组委在北京冬奥

会赛时期间还采取“双闭环”的管理模式，在大闭环

中使赛事面与社会面完全分开，在冬奥大闭环系统内

各子系统也采取相对闭环的形式，制定“一馆一策”

“一场一策”的防疫策略，奥运村和各比赛场馆中运

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的吃、住、行、医、

康、乐各个方面均有严格的防疫保障。管理模式的创

新不但提高北京冬奥会的智慧化管理水平，还大大提

升防疫的效果。 

人文关怀的细致性。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人文

关怀的细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北京冬奥

组委将奥运村打造成温馨的“家”，不仅提供住宿、餐

饮、娱乐等一系列服务，在北京冬奥村的广场区，还

有快餐店、冬奥特许商品经营店、邮局、书店、超市、

理发店等。其次，针对新冠检测呈阳性或者密切接触

者，北京冬奥组委更是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在

隔离设施内提供英语服务、每日供应品种多样的三餐、

提供免费的无线网、新冠联络官或者监护人可以在指

定时间段内进入设施递送物品、设施内设有无障碍房

间以及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提供日常护理服务、运动

员还可以申请室内训练装备，而且还提供心理健康支

持[14]。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是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的

一大特色。 

防疫措施的传承性。北京冬奥会防疫措施具有很

强传承性，其传承性主要体现在传承与被传承两个方

面。首先是传承性，北京冬奥会将执行与东京夏奥会

相同的防疫原则，在东京夏奥会举办期间，北京冬奥

组委派出观察员前往日本学习宝贵的防疫经验，很好

传承了东京夏奥会优秀的防疫策略。其次是被传承性。

北京冬奥会的《防疫手册》不仅汇集全球防疫专家、

赛事管理专家等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还借鉴

许多全球 新的体育赛事防疫实战经验。此外，北京

冬奥会实行一系列创新的管理和防疫举措，如“闭环

管理”“云采访”等，为其他要举办国际赛事的国家作

出表率，各项防疫措施具有很强被传承性。 

3.3  奥运会疫情防控的效果与局限 

北京冬奥会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首个如期

成功举办的全球性综合体育赛事，虽然东京夏奥会的

疫情防控策略也在 大程度上保障了赛事的正常举

行，但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的组织运行能力全面超越

了东京夏奥会。从防疫政策的执行来看，疫情防控措

施更加有力有效。从落实“安全”的要求来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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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组委严把疫情防控关，首次采用“闭环管理”模

式，制定“一馆一策”“一场一策”的防疫策略。从感

染人数上看，几乎所有阳性病例都是来华前被感染，

或者是在闭环内的潜伏期被感染，整个赛事期间未发

生任何聚集性疫情，疫情风险整体较为平稳可控。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冬奥会闭环

管理非常成功，闭环内阳性病例约为 0.01%，这是非

常了不起的成果。”[17]从各利益相关方对北京冬奥会疫

情防控的评价看，多国人士为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

和赛事组织工作喝彩，称赞赛事疫情防控及组织无与

伦比。 

虽然两届奥运会采取的疫情防控策略取得良好效

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其疫情防控策略并不能被

后续赛事完全借鉴。首先，赛事举办时间以及赛事性

质不同防疫策略存在差异。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为

例，北京冬奥会所采取的防疫策略是针对冬季项目所

制定，有较高的季节性特征，与其他季节开展的项目

在场地场馆、项目特征上都存在较大差别。此外，综

合性赛事与单项赛事的疫情防控也存在一定差异。因

此，在后续赛事防疫策略的制定上要根据不同赛事特

点合理借鉴相关防疫经验。其次，东京及北京奥组委

制定的一系列防疫措施是根据当时全球疫情变化的实

际情况制定的，是经过奥组委、政府部门、国际奥委

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和保健医疗机构等科学研判后

制定的策略，是在举办国防疫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其

属于系统性的防疫策略。不同举办国的防疫形势、疫

苗接种、医疗卫生条件存在差异。因此，在防疫策略

的借鉴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4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风

险管理的现实镜鉴 
4.1  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构成要素 

从世卫组织风险评定工具构成要素的更新看，第

1 版的构成要素包括风险评定、防控清单和总体评价 3

个部分，而在第 2 版中增加评定步骤、评定等级和宣

传沟通 3 个方面的内容。 终版的评定工具由 6 个部

分构成。从两版风险评定构成要素变化可以看出，第

2 版增加的评定步骤和评定等级两个要素是对第 1 版

风险评定体系的完善和细化，使该风险评定工具通过

评分可以直观给出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评估综合评定的

标准与结果。此外，世卫组织把宣传沟通加入到评定

体系之中，说明宣传沟通在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评定中

的重要性。因此，疫情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评定除

注重评定过程的科学合理性之外，还要特别关注赛事

风险的宣传与沟通。赛事组织者应充分认识赛事举办

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做好随时调整、及时通报评定结

果的准备。 

从 2020 年东京夏奥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风

险防控构成要素来看，两届奥组委在发布第 1 版《防

疫手册》之前均做充分的调研，借鉴世界其他大型体

育赛事的疫情防控经验。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

残奥委会、世卫组织、各世界单项体育协会以及国内

卫生安全、海关等部门对疫情形势进行研判，结合中

国的防疫政策，在国内还举办一系列的测试赛积累防

控经验，在此基础上制定防疫策略。两届奥运会的疫

情防控构成要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防疫手册

均坚持把运动员等参赛各方和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放在

首要位置，根据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防疫要求制定了

不同的《防疫手册》， 终版《防疫手册》的内容也都

分成了前言、原则、防控要求和补充信息 4 个部分。

虽然国际奥委会提出北京冬奥会的防疫原则与东京冬

奥会相同，但两项赛事的疫情防控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在防疫原则方面，东京提出“4 原则”，而北京提出

“6 原则”，北京冬奥会采取“闭环管理”的模式，对

所有涉奥人员的疫苗接种、餐饮住宿等均提出明确要

求。从两项赛事疫情防控构成要素存在的“共性”和

“个性”可以看出，不同赛事防疫策略的制定要考虑

赛事举办时全球疫情的发展情况，根据举办国的防控

要求和防控能力制定适宜的防疫手段。 

4.2  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基本特征 

世卫组织的风险评定工具一经推出就被国际奥委

会等全球重要体育组织采用，从两届奥运会的使用以

及国际奥委会的评价看效果显著，其操作性、权威性、

适切性和及时性较为突出，对疫情背景下全球大型体

育赛事的风险评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世卫组织风

险评估工具的操作性和风险量化结果的直观性，更是

值得后续即将承办赛事的国家借鉴。但是在借鉴和使

用世卫组织大型体育赛事评定工具时，主办方也要顾

及本国具体情况，如不同管理体制、疫情防控和赛事

管理的运行机制等[18]，尤其要注重风险评定过程中的

宣传沟通，公开决策过程与结果，确保宣传沟通及时

有效。在借鉴和使用世卫组织风险评定工具的同时也

要注重新技术、新方法的融入。 

从东京奥组委疫情风险防控的基本特征看，其简

明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动态性较为突出，尤其是针

对性方面，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

为 7 类不同利益相关者编制 7 份不同《防疫手册》，针

对不同人员工作内容以及接触人员的不同，其防疫措

施均存在差异。这方面值得后续疫情下大型体育赛事

的承办方借鉴，但其在执行防疫手册过程中也暴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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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策略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值得引起后续赛事

的注意。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突出成效，

受到国际奥委会及各国代表团的一致好评。从其疫情

风险管理的基本特征看，领导的坚定性、管理模式的

创新性、人文关怀的细致性以及防疫措施的传承性对

其他赛事的疫情风险防控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

其是管理模式的创新性，通过管理模式的创新，实现

赛事面与社会面的完全分离。在制定防疫手册时充分

利用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高效补齐前期赛事风险管

理中出现的短板，引入新科技解决风险管理过程中出

现的难题。北京冬奥组委特别重视不同群体的人文关

怀，尤其是阳性及密切接触者的人文关怀。 

4.3  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策略的启示 

1)构建专门联结机制，实现疫情风险防控的扁平

化管理。   

为更好达到疫情防控目标，赛事组织方应组建专

门的赛事传染病风险管理中心，从构建风险识别平台、

风险评估平台和风险应对平台为切入，形成“一中心

三平台”平面模式，通过风险管理中心实时向其他平

台下达 新防疫信息及措施，落实风险防控扁平化管

理。首先，依托出入境管理中心、卫健委等相关部门，

构建赛事疫情风险识别平台。疫情风险的预警是疫情

风险管理的第一关口，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防疫策略，具体可以借鉴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相关

措施。其次，组建传染病风险咨询专家组，构建赛事

疫情风险评估平台。赛事疫情风险评估平台专门负责

提供经风险识别平台，识别出存在风险的重点人群的

解决方案，该咨询专家组应由世卫组织成员、赛事组

委会官员、医务人员等组成，可以借鉴东京 2020 年奥

组委成立的 RAEG 部门。再次，依托举办地卫生部门，

构建赛事疫情风险应对平台。赛事组委会要依托当地

卫生部门构建赛事疫情突发预案，紧急时刻能够调动

大量防疫物资进行支援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球

大型体育赛事规模宏大，而主办方只有一个，但承办

城市可能远不止一个，且承办城市间还可能存在一定

的距离，如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通过构建赛事疫情风

险应对平台，可以有效解决当疫情爆发时快速实现医

疗物资及专家的调配。 

2)创新疫情风险管理的模式，凸显疫情防控的动

态变化。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创新的采用“闭环管理”的疫

情管理模式，使赛事面与社会面完全分离，科学又严

格的闭环管理让巴赫主席对北京冬奥会的防疫措施深

感敬佩。后续疫情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也要

搭建类似“闭环管理”的系统，在系统内建立一个集

数据采集、出行管理、数据汇交、大数据分析、辅助

决策、疫情预警、主动防御等应用模块和功能的疫情

动态管理机制，有效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此外，要

重视风险管理全过程的动态性，提升疫情防控链的韧

性。全球疫情背景下举办赛事风险管理的启示包括：

加大赛事风险管理和沟通的力度。风险管理是循环往

复的过程，通过增加赛事风险识别和评估的频率可及

时有效了解赛事当前面临的风险状况，为及时更新风

险应对策略提供支持。提高赛事疫情防控手册及应对

方案的更新频率。疫情发展是动态的，疫情防控的措

施也应该是动态的，从东京 2020 年奥运会以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疫情防控手册的发布流程、内容更新和

比赛期间防疫措施更新可以看出，要根据全球疫情变

化的形势，动态调整防控策略。 

3)注重赛事舆情的风险管理，合理彰显民族特色

文化。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将中国式浪漫和科技完美的

融合，达到简约且精彩效果，从展示全人类共有的精

神和理念衬托中华文化的自信。开闭幕式效果广受各

界人士好评，东京 2020 年奥运会的开幕式虽然充分展

示日本的民族文化，但整体效果却不尽人意。针对东

京夏奥会的文化呈现，国内外媒体负面报道居多，开

幕式的表演使东京奥组委的舆情管理面临巨大挑战。

因此，后续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在

舆情风险管理方面要从北京和东京两届奥运会的开闭

幕式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合理凸显民族特色文化，展

示民族特色文化时应该在给观众带来美感的前提下，

以一种能让大多数人都接受方式呈现，不应采用“填

鸭”式甚至压迫式的形式展开。“简约、安全、精彩” 

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北京冬奥会提出的办赛要求，这

也应该是全球大型体育赛事在疫情背景下办赛所要遵

循的理念。 

4)依托新技术打造新场域，科技赋能降低观众不

足风险。 

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颠覆性技术正引

发一系列的深刻变革[19]。新技术在体育赛事领域中也

得到较好应用，云计算、AI、VR、3D、5G、4K、8K

等技术在全球转播、安全检查、动作捕捉、辅助评分

多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东京 2020 年奥运会的转播大

量融入新科技和新技术，使得转播画面更具吸引力和

冲击感。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转播也充分利用了创新

科技的力量，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所有竞赛场馆 100%

清洁能源供电，5G 通信、云转播、人工智能等诸多技

术的应用降低了因赛事观众不足引起的赛事全球影响

力下降的风险。运用新技术打造新场域可以从以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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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展开：采用云计算支撑的全球转播系统，提高全球

转播效率。借助深度学习算法分析比赛视频，提升赛

事观赏体验。创新理念，增强趣味，广泛应用 AI 技术，

提升赛事科技感[20]。5G 技术搭载高清设备，创新赛事

观看形式。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所有场馆均覆盖 5G 网

络，引入包括增强现实在内的“裸眼”3D 技术。通过

依托新技术来打造赛事传播的新场域，通过技术革新

为观众呈现快速、立体、真实的奥运赛场，弥补现场

观众不足的赛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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