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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基于各方主体利益考量，国际奥委会宣布第32届夏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延期举办。其中特别关系到基于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产生的直接主体、基于法

律行为产生的间接主体和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特殊主体的利益。由此存

在奥林匹克运动整体利益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冲突、合同履约受阻带来的冲突、运

动员参赛权与运动员生命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公平比赛的理想与非对等比赛的实际之

间的冲突。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相关理论，提出国际奥委会的妥适决策路径应在国际公共卫

生安全和运动员生命健康权的优先考量基础上，补充适用全球卫生正义理念以保障参赛机

会平等和比赛结果平等，最后辅以比例原则以减损及缓和相关主体利益受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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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making about the 32th Summer Olympic Games will be a result

which have taken the interests of all relevant parti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arties here espe‐

cially refer to the direct parties born out of the system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the indirect

parties out of juristic act and special parties ou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Three conflicts can be detected among and inside these three types of parties, i.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Olympic Game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security;

the conflict caused by impediments to performance of contract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

of participation of athletes and their right to health; the ideal of a fair competition and the reality

of an unfair one.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ny

decisions of IOC should first and foremost take global public health and athletes’right to health

as its biggest concern; then adopt the concept of global health justice to ensure equal opportuni‐

ty of participation and fairness of competition result; and finally us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

ality to reduce and mitigate the damage of the interest of relevant parties.

Keywords: COVID-19; the 32th Summer Olympic Game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global health justic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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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

情的发生和发展引发全球各领域出现连锁反应。在体育产业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新冠

肺炎疫情对体育产业亦造成了全面性和不可预期性的影响。从广义上对体育产业的理

解而言，受到此次疫情直接影响的主要是体育本体产业和体育外围产业，特别是体育

本体产业中的体育竞技和大众健身、体育外围产业中的体育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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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出。本文将以体育产业核心和基础之一的体育竞技

领域为例，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体育赛事的影响。

针对当前全球关注的第 32届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

奥运会”）筹备工作，遵循主体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的路径，

探讨借鉴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予以妥适化的应对策略。

1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体育赛事的现状

1.1 新冠肺炎疫情对一般体育赛事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体育赛事的影响主要呈现出以下两

个方面的特点：1）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样态。囿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世界多国均对相关体育赛事做了

应对性处理。例如，ATP 挑战赛意大利贝加莫站男单决

赛、2020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欧洲杯等国际性比赛，

以及欧洲足球五大联赛、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等职业化赛

事都受到影响；2）影响领域囊括体育传统领域和非传统

领域。除了传统体育项目赛事外，近几年呈现出新兴发

展态势的电竞体育项目也受到疫情影响，如英雄联盟职

业联赛（League of Legends Pro League）和英雄联盟职业发

展联赛（LOL Development League）的春季赛事等。

体育赛事组织者等相关主体不得不调整原有比赛计

划，而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策略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即体育赛事的异动情况主要有空场、延期、异地或者取消

等方式。如 2020年欧洲冠军联赛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与

多特蒙德足球队的 1/8 决赛次回合就以空场方式进行；欧

洲杯、美洲杯宣布推迟至 2021年举行，2020世界乒乓球团

体锦标赛宣布延期进行；ATP 挑战赛贝加莫站男单决赛

取消，并认定 2名决赛选手同时获得亚军。

1.2 新冠肺炎疫情下影响东京奥运会进行的因素

从疫情暴发至今，若干国家和地区先后颁布了不同

限制范围和不同限制形式的国内、国际旅行禁令或隔离

措施。由此，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东京奥运会能否按原计

划举行的最显性、最直接影响莫过于相关奥运会资格赛

因为旅行限制、隔离限制等原因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异动。

比如拳击项目的欧洲区奥运预选赛，赛艇项目的美洲区、

亚洲及大洋洲区的奥运资格赛，拳击项目的欧洲区奥运

资格赛，摔跤项目的亚洲区奥运资格赛，女足项目的亚洲

区预选赛等均直接因为疫情影响而发生变动，由此导致

相关项目的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无法在计划时间内确

定。随后，美国游泳协会、美国田径协会、英国田径协会、

西班牙田径协会、西班牙足球协会等多国国内体育组织

呼吁延期举行东京奥运会。加拿大奥林匹克委员会（Ca‐

nadian Olympic Committee）、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委员会

（Australian Olympic Committee）等在内的国家奥委会先后

宣布将不派运动员参加原计划于 2020年夏季举办的东京

奥运会，同时建议推迟举办东京奥运会。

关于是否调整东京奥运会原有计划由国际奥林匹克

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作出最终决

定。在疫情初期，东京奥组委和 IOC 曾多次表达了对东

京奥运会如期举办的信心。但随着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

颁布了交通旅行禁令，东京奥运会能否按照原计划举行

不再仅与日本本国疫情防控情况相关。2020 年 3 月 30

日，IOC、国际残疾人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宣布东京奥运

会将于 2021年 7月 23日—8月 8日举行，东京残奥会将于

2021年 8月 24日—9月 5日举行。

虽然东京奥运会已确定延期举办，但后续工作安排

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如何妥适地进行包括奥运会资格赛

在内的后续相关决策，仍然是各方需要谨慎对待和思考

的问题。由此，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包括 IOC 在内的

相关主体必须予以考量和规划的重要突发事件。

2 新冠肺炎疫情下东京奥运会相关利益主体及其冲突

《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中的当事人包括

IOC、主办城市、主办城市所在国家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

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NOC）以及奥运会组织委

员会（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 IOC

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奥运会组织委员会是

奥运会具体筹备工作的执行者。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会

主办城市合同》明确了合同当事人，但奥运会的相关利益

主体是否仅限于以上各方，特别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下，是否有其他主体与奥运会是否举办、如何举

办存在利害关系？在各方主体之间、主体内部的角力中，

又主要需要化解哪些利益冲突？

2.1 东京奥运会相关利益主体的厘清

2.1.1 基于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下的直接主体

《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中将奥林匹克运

动（the Olympic movement）的目的定义为，通过开展与奥

林匹克主义（Olympism）及其价值观相一致的体育活动来

教育青年人，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

贡献。关于奥运会的重要性，《奥林匹克宪章》强调奥林

匹克运动的高潮即是将全球运动员集中在最伟大的体育

盛会即奥运会上。与此同时，IOC、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IFs）、NOCs 是奥林匹克运动的

3 大基本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国家

单项体育协会、俱乐部和从属于 IFs 和 NOCs 的个人均是

奥林匹克运动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运动员的利益构成了

奥林匹克运动展开的基本要素。由此，根据《奥林匹克宪

章》中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关规定，奥运会是奥林匹克

运动最重要的体育盛会，上述国际和国内体育组织，包括

运动员在内的相关个体均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组成要素。

所以，奥运会的筹备、举办情况不仅与《奥林匹克运动会

主办城市合同》中的当事人相关，还与 IFs、NOCs 等国际、

国内体育组织相关，最重要的是与作为奥运会主角的运

动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上主体均是奥运会的相关

方，其都应拥有在与奥运会筹备或举办等具体工作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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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意见的权利，本文将其统称为直接主体，即基于《奥林

匹克宪章》所列明的构成奥林匹克运动基础并与奥林匹

克运动发展直接相关的当然主体。

2.1.2 基于法律行为下的间接主体

对基于通过主办合同外的其他合同，如赞助合同、广

播合同、采购合同等法律行为的形式形成的利益主体，本

文统一将其称为间接主体。首先，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

范围内的推广和开展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性工作，需要

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对于非营利组织 IOC 而言，企业赞

助为其保证工作正常开展提供了基础的、必要的资金支

持。商业团体的支持对于奥运会的举办以及奥林匹克运

动中每个组织的运作（包括资金、技术服务和产品）都极

为重要。奥林匹克运动的赞助体系是一个较为庞大的体

系结构，根据直接管理主体的不同，奥林匹克营销收入主

要分为 3 部分：第 1 部分是由 IOC 管理的、在全球范围内

生效的奥林匹克合作伙伴（The Olympic Partners，TOP）计

划、广播合作计划和 IOC官方供应商、许可计划；第 2部分

是由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管理的在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生

效的国内赞助和相关许可，如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可在 IOC

的授权和指导下开展和补充与 TOP 计划合作伙伴无产品

类别竞争关系的赞助企业；第 3 部分为 NOCs 和 IFs 通过

自身商业计划产生的收入，如NOCs可在所在国家和地区

范围内扩展相关赞助计划。

在奥林匹克赞助体系中，始于 1985 年的 TOP 计划是

其中最高级别，主要将奥运会（夏季、冬季和青年奥运会）

专有营销权授予相关全球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在各

自专业领域内采用不同的形式为奥运会提供各种支持。

如通过提供产品、服务、技术、专业技能和人员培训支持

奥运会的开展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或直接为奥林匹

克运动员和全球奥运之星提供训练赞助等。随着奥林匹

克运动在全球的发展，TOP 计划的企业数量从 1988 年汉

城奥运会期间的 9 家企业发展到目前的 14 家企业。阿里

巴巴集团于 2017 年加入了 TOP 计划，成为 2018 年平昌冬

奥会、东京奥运会的顶级合作伙伴。TOP 计划对于奥林

匹克运动的赞助金额，从 1985 年—1988 年奥运周期的

9 600 万美元涨到 2013 年—2016 年奥运周期的 10.03 亿美

元（IOC，2020b）。由此，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直接关系

到 TOP 计划合作伙伴以及其他赞助商的商业利益。奥运

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综合性盛会，相

关赞助商对于其的关切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其次，《奥林匹克宪章》中规定，奥运会的转播是传递

奥林匹克理想和价值的最重要方式，IOC拥有所有与奥运

会媒体报道相关的决定权，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

保奥运会得到不同媒体最全面的报道，并且确保在全球

范围内拥有最广泛的观众。转播收入也是支持奥林匹克

运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来源。以夏季奥运会为例，其转播

收入从 1960 年罗马奥运会的 120 万美元，涨到 2016 年里

约热内卢奥运会的 28.7 亿美元（IOC，2020b）。在里约奥

运会期间，约世界一半人口通过全球 584个电视频道、270

多个数字平台等不同媒介观看和了解了奥运会，其中通

过电视和数字平台观看奥运会的流量达到了 80.9 亿人

次。一些关键性比赛甚至吸引了千万人次的观众收看，

如里约奥运会期间，我国运动员谌龙和马来西亚运动员

李宗伟之间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决赛吸引了 5 500 万人次

观看（IOC，2016）。

根据相关数据，全球范围内与 IOC签署的关于某一次

奥运会的转播版权协议的企业往往达到数十家。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为例，与 IOC 签署了伦敦奥运会转播版权

协议的广播公司约有 30 家，并且这些广播公司遍布全球

范围（IOC，2012）。由于广播公司一般均会对年度转播计

划做详尽的计划安排，所以奥运会能否在计划时间内按

照规定方式举办直接关系广播公司的全年工作安排，进

而会影响其经济利益。根据 IOC 的相关数据，全球广播

权销售收入和 TOP 计划赞助收入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

资金贡献达到了 91%。仅在 2013 年—2016 年间，广播电

视公司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支出约为 41.6 亿美元，TOP 计

划赞助商的支出约为 10.03亿美元。

再次，从东京奥运会的具体筹备来看，东京奥组委亦

会就场馆建设、食宿安排、交通基建、安保配备、宣传设计

等各项内容与相关企业或者个人签署协议，这类合同当

事人也属于奥运会的利害关系方。根据最新版的《奥运

预算计划（第四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筹办费用预

计为 126亿美元（OCOG，2019）。

综上，奥林匹克运动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关系密切，若

东京奥运会发生变动，包括以上主体在内的相关主体均

会从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造成的损失甚至

可能是巨大的。

2.1.3 基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特殊主体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是联

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负责国际卫生的国际组织，其地位

具有合宪性和国际合法性。成立至今，WHO 经历了从以

消灭疾病为主要目的到促进全球卫生体系形成的里程碑

发展（Gostin，2014）。作为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卫生

组织，WHO 以“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

为宗旨，致力于建构以普遍覆盖和健康公平为特征的全

球卫生体系，其承担着指导和协调国际卫生的工作。具

体而言，其职能涵盖疾病的防治、公共卫生的改进、医疗

水平的提高、卫生情况的检测和评估、相关国际标准的制

定、卫生知识的传播等。在发生全球性传染病的特殊情

境下，任何竞技体育比赛的举办，都可能会引发国际公共

卫生风险。特别是四年一度的全球体育盛会奥运会，其

在运动员、现场观众、其他工作人员规模等方面远超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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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体育比赛，是一项高密度聚集、高强度接触的综合性体

育赛事。除此之外，奥运会的巨大影响力将带动世界人

口在一定程度上的全球加速流动，所以因奥运会可能带

来的国际公共卫生风险更应谨慎对待。国际公共卫生中

的“公共”隐含了两方面的涵义，其一即哪些主体或者实

体应对公众健康负责，其二即哪些主体享有对健康的合

理期待（Coggon，2012）。一般认为，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事

务管理者的 WHO，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公共卫生安

全，所以它亦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奥运会

筹备事宜的利益关系方。

2.2 相关利益主体间的主要利益冲突

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关涉包括直接主体、间接主体和

特殊主体在内的多方利益。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下，奥运会赛事的组织和筹划应置于国际公共卫生

整体考量之下，各方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各要素之间

会呈现出一种紧张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关系。根据从宏观

到微观、从外部至内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进路，可将

关涉主体的利益冲突概括为以下 3种类型。

2.2.1 直接主体、间接主体与特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宏观的、外部的视角而言，最为突出的矛盾首先体

现在直接主体和间接主体所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整体利

益与特殊主体 WHO 代表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冲

突。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对于以 IOC、IFs、NOCs、东京奥

组委、主办城市和主办国政府、运动员等在内的基于奥林

匹克运动体系下的直接主体以及包括赞助商、广播公司

等在内的基于法律行为产生的间接主体而言，东京奥运

会的任何异动必然会对其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在一定

条件下，其主要立场是支持奥运会在规划内举行，从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整体利益。作为东道主，

包括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以及日本民

众对奥运会寄予了超出体育竞技本身的期待。日本曾先

后 3 次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奥运会被日本政府和人民寄

予肩负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利益发展的重要使命。日本

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强调着东京奥运会的重要性。例

如，日本开启了“全日本体制”模式，即举全国之力对人才

选拔与培养、场馆修建与改造、科学训练与指导等提供政

策和经费支持（黄聪 等，2019）；2015 年，设置独立于文部

科学省的体育运动厅，其主要是为了全力备战东京奥运

会之需；2016 年，成立高表现体育运动中心（Japan High

Performance Sport Center），强化各方合作并制定具有纲领

性质的“铃木计划”备战文件，以科学安排东京奥运会备

战计划（陆小聪 等，2019）；日本国立体育科学中心（Japan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为运动员提供具有一定针对性的

身体检测、训练指导、心理辅导、营养保障、视频动画技

术、信息技术等体育医科学支援，帮助运动员完成体育技

能的突破（赵倩颖，2019）。

新冠肺炎疫情先后被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和全球大流行，意味着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以

共同防控疫情。所以无论是 WHO 抑或是各国政府都将

避免人群聚集作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之一，而奥

运会所具有的人群聚集性与传染病公共卫生安全的防控

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因此在已构成全球大流行的

新冠肺炎疫情下，直接主体、间接主体等所代表的奥林匹

克运动整体利益就与 WHO 所代表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利益存在冲突。

2.2.2 直接主体与间接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直接主体特别是奥林匹克体系下的权力机构，如

IOC、IFs、NOCs 以及东京奥组委、东京都政府等与赞助

商、广播商、基础材料供应商、安全保障服务商等间接主

体亦存在相应的利益冲突。一般而言，在赞助合同、广播

合同、设施供应合同、安保合同等双务合同中，以 IOC、奥

组委、东京都政府在内的直接主体在以上各类合同中主

要承担的是后履行义务，而赞助商、广播商、供应商等间

接主体主要承担的是先履行义务，即间接主体基于合同

约定，应在前期承担更多的资金、服务等成本投入，直接

主体的履约方式主要体现在奥运会的如期顺利举行之

上。如广播商在奥运会筹备过程中会基于赞助合同向

IOC等合同相对方提供相应资金支持以履行自身义务，作

为相对方的 IOC 主要义务体现为奥运会的如期既定举

行；提供安保服务的企业会在奥运会开幕前进行包括人

员选拔、人员培训等一系列履约行为，但因为新冠肺炎疫

情，其无法如期完成最后提供安保的履约行为，也会导致

IOC 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身义务。履约受阻致使直

接主体和间接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集中体现在合同行为无

法完成而导致相应损失特别是经济利益损失。

2.2.3 作为直接主体基础要素的运动员主体的内部冲突

2.2.3.1 运动员参赛权和运动员生命健康权之间的冲突

竞技体育是体育产业的基础和中心，参赛权是运动

员基本价值的体现。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奥林匹克主

义的基本原则强调参加体育运动是人的基本权利，每一

个人都拥有参加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对于运动员，参赛

权特别是奥运会的参赛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奥运会

的具体开展情况关系到运动员的切身利益。首先，在法

律层面，参赛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运动员的基本劳

动权。特别是足球、篮球、网球等职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

高的体育项目，运动员的参赛权就是其劳动权的集中体

现；其次，在技术层面，对于占据绝大多数的、职业化程度

较低的体育项目，奥运会是竞技体育的最高赛场，代表着

最高的竞技水平和技术水平，获得奥运会的参赛权是对

运动员竞技水平和竞技能力的充分肯定；最后，在精神层

面，奥运会的参赛权是运动员运动生涯的最高荣光，是许

多运动员的职业理想。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被认

为是民族精神面貌的象征，奥运会的参赛人数、比赛成绩

背后往往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可以认为，奥运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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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国家和地区实在化区隔基础上的，以国际一体化

为理想的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参与竞争的体育赛事。

与参赛权相对应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生命健康

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未知风险。特别是作为奥运会主角的

运动员，训练过程、因参加奥运会资格赛或奥运会比赛发

生的国际交通过程、在往返于奥运村与比赛场地之间的

交通过程乃至于集中居住于奥运村期间的饮食、休闲娱

乐过程等各环节都存在风险。对于一些强调身体对抗性

和接触性的运动项目，新冠肺炎病毒传染途径使得该类

运动员的生命健康面临更大的威胁。由此基于运动员主

体视角，必然出现参赛权和健康权之间的权衡考量甚至

是取舍的问题。

2.2.3.2 公平比赛的理想与非对等比赛的实际之间的冲突

相较于冲突的显性化属性，不同公共卫生资源主体

之间的冲突更具有隐性化。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下，公共卫生资源对于疫情的防控起着关键性甚至

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各国、各地区的公共卫生水平和医

疗水平具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预防能力和治疗能力

两个方面。总体而言，北半球的医疗卫生水平优于南半

球，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水平优于发展中国家（Marmot et

al.，2006）。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运动

员，其直观的风险也具有差异。对于公共卫生体系较为

发达的国家的运动员，外在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不仅从

物理层面为其提供更为安全的训练条件，亦将从心理层

面免除其内在担忧。

不同的医疗卫生水平必然会导致运动员或者运动队

之间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上呈现出不同的应对能力，致

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处于不对等的状态。这样的

不对等对于已经获得或争取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

运动员集中体现于两个层面。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机会不平等。根据 IOC 发布的

《奥运会公报》显示，目前还有 43% 的奥运会比赛项目参

赛名额尚未确定。IOC 要求所有 IFs 均可在“基于参赛结

果”和“尽量反映各项目资格体系现有原则”的基础上对

本项目的参赛资格标准提出修正意见，IOC在 2020年 4月

开始发布各项目参赛资格体系。但是，在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下，各国运动员难以在同等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中展

开训练和备战，如何及时且公平分配参赛名额，对于

IOC、IFs 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而这样的不对等首先体现

在相同项目领域的竞争者上，其次还体现在不同国家或

地区的运动队之间。因此，不同运动员主体面临着不同

的风险，医疗卫生资源的不平等必然会直接或者间接影

响各自的竞技水平，奥林匹克运动所强调的公平比赛的

理想与非对等比赛的实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

3 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下的利益权衡及冲突解决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东京奥运会

筹备工作与多方主体紧密相关，无论是国家、国际组织抑

或是包括运动员在内的自然人，需要在当前情形下开展

行动和作出决策。

3.1 国际公共卫生理论概述

3.1.1 作为国际公共卫生理论根本的健康权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明确 WHO 的目的即是“使全

世界人民获得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健康水平”。健康权

（the right to health）被认为是一项基本权利，“享受可能获

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

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及社会条件而有区别”。但囿于健康

权缺乏精确的概念和标准，其在国际上及各国实践中内

涵和外延不一。在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体系方面，健康权

首先是一种预防性权利。预防性体现在强调健康状态的

一种稳定性和对疾病的分离性，其与患病后通过治疗而

重获健康状态有所区隔；其次，健康权是一种集体权而非

个人权利。其目的是确保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享有健康

和安全的条件。国际公共卫生倡导者 Gostin 等（2016）认

为，健康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其支撑基础源于以下

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一是人类机能理论。在该理论体

系中，健康被认为是个体福祉的基础，是个体行使社会和

政治权利的基本前提；二是民主理论。以政府在民主理

论体系中的主要职责之一即为实现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为

论据，强调健康价值的基础性和最高性。除此之外，健康

对于国家和社区具有内在的和工具性的价值，社区通过

促进社会交往，提供互惠互利的措施满足其成员的健康

需求；国家通过建立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制定卫生保健制

度，以培育国家的文明和繁荣。因为健康的内在价值对

于个人、社区、国家发挥着独特贡献，由此具有根本的重

要性（Daniels，2008）。据此，公共卫生具有公共健康的核

心内涵，健康在公共卫生理论体系中具有根本性地位。

3.1.2 作为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优先性选择的公共卫生安全

《联合国宪章》多次强调卫生的重要性，将卫生置于

与人权同等重要的位置。国际公共卫生的实现必然会在

公共卫生权益与其他权益间作出艰难权衡，世界卫生治

理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利益冲突。一般而言，可将其中的

冲突概括为以下两个层次：一是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与个

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二是公共卫生制度所要求的利益受

到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强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

集团的压力（Gostin et al.，2016），由此存在公共卫生利益

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利益冲突。比如，一般情况下，公民

所享有的迁徙自由、旅行自由必然会在疫情下受到一定

限制；政府具有振兴经济的职能，但同时也有保护人民的

义务，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对于经济

等方面的追求亦会因为疫情的防控而受到影响，两种职

能在实现或者抉择过程中会出现明显矛盾。

关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利益之间冲突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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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一种策略是将决定权或者选择权交由个体，但国际公

共卫生理论认为，个体选择一般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狭小

考量，会阻碍公共卫生计划的整体施行，从而导致公共卫

生领域的“公地悲剧”（Gostin et al.，2016），引发公共卫生

风险。而关于公共卫生利益与其他群体性主体之间的冲

突，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其他社会组织在内，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预设性立场，应杜绝这些主体将集团意志强加

于公共卫生决策过程。公共卫生安全要求所有主体应当

承当的是一种集体或者公共责任，而不是基于个体或者

集团利益的绝对性考量。

对于解决策略，国际公共卫生理论认为应确保公共卫

生利益的优先性，但同时强调公共卫生利益与其他主体利

益间的冲突并非如想象中艰难。首先，基于公共卫生治理

体系所保障的利益对于个人、组织、国家等其他主体，具

有基本价值的地位，是实现其他价值的条件和基础。因

此，公共卫生安全应具有优先性地位；其次，公共卫生安

全与其他价值并非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各主体之间存在

不同程度的、共同的对公共卫生的需求。《世界卫生组织

组织法》指出，“各国在增进健康及控制疾病，特别是在防

控传染病方面的不平衡发展是一种共同的危害”。各主体

之间存在的是相对性的利益冲突问题，在这种相对性冲突

下，各主体不同利益的实现只是时间先后问题，甚至不同

利益的实现有时是协同关系，并非零和博弈。特别是全球

出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全球卫生的防控和治理

更应被视为一种伙伴关系，强调各主体间的合作和协同。

全球公共卫生可被认为是公共责任，是需要置于优先处理

事项的地位，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可以为协同推

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创造可能性。

3.1.3 作为国际公共卫生理论核心的全球卫生正义

社会正义是确保人类福祉的基本条件，强调公平分

配利益和公平承担负担。从主体角度，社会正义主张公

平对待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特别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

注。全球卫生正义（global health justice）是国际公共卫生

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是公共卫生规则体系的基础。从

宏观视角，卫生正义是社会正义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衍生

和发展，其首先要求人民认识到公共价值的重要性；其次

要求卫生正义获得普遍地承认。特别是在卫生正义与其

他权益发生冲突时，需要对公共卫生正义保持应有的倾

向。公共卫生正义与社会正义一样，会在实体性和程序

性的平衡过程中遭遇各种利益权衡，但通过保证过程的

参与性与充分性即可达至最好的平衡点。在公共卫生正

义内部，其又主要涵盖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对于高

水平健康的追求；二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倾斜（Daniels，

2008）。高水平健康的偏在性甚至垄断性并非公共卫生

正义，其要求在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同时，需要采取行

动减少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在健康方面的差距（Gostin et

al.，2016）。在全球卫生正义的理念下，特别针对当前存

在的突出的国家内部或者国家间，因为经济差异带来的

持续性公共卫生资源不平等现象，又发展出健康公平

（health equity）和健康援助（health aid）等概念。前者强调

在公平分配上实现全球最高的身心健康标准；后者强调

确保受助者在捐助者的捐助下获得更高的健康水平。包

括 WHO 在内的相关组织具有确保世界各地人民获得健

康安全的基本条件，特别是为世界上弱势群体提供援助，

以实现健康平等（Gostin，2014）。

3.2 东京奥运会相关主体利益冲突的解决路径

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包括 IOC在内的相关主

体应将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作为关于东京奥运会相关事宜

决策和利益权衡的指导方针。

3.2.1 基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和运动员生命健康权的优先

解决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于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将在直

接主体、间接主体和特殊主体之间或其内部存在不同冲

突，这些冲突之间存在着从宏观到微观、从外部到内部、

从普遍到特殊的关系。具体而言，直接主体、间接主体和

特殊主体之间呈现的在奥林匹克运动整体利益与国际公

共卫生安全上的冲突，是基于全球视域下的宏观考量；直

接主体与间接主体的冲突是在奥林匹克运动整体利益中

各方主体利益冲突的内部描述；运动员参赛权与生命健

康权之间的冲突是从微观视域对运动员个体的考量；拥

有不同公共卫生资源运动员之间存在的公平比赛理想与

非对等比赛实际的冲突，是从特殊视角关注主体之间的

差异和弱势主体的公共卫生安全。

在具体解决以上冲突之前，需要明确的是宏观视角

下在直接主体、间接主体和特殊主体之间存在的奥林匹

克运动整体利益和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冲突，以及微观视

角下运动员参赛权和生命健康权之间的冲突，其解决逻

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其他类型冲突的基础和前提，为

其他类型冲突提供了指引。对于直接主体、间接主体和

特殊主体之间的冲突及运动员参赛权与生命健康权之间

冲突的解决，健康权是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体系的根本，公

共卫生安全是国际公共卫生冲突治理的优先选择。由

此，运动员的生命健康权和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应当置于

优先地位，因为《奥林匹克宪章》中指出，“运动员的利益

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活动展开的基本要素”。而在运动

员的不同利益中，生命健康权是实现其他利益的前提和

基础，由此与之冲突的相关主体的其他利益应当让步于

运动员的生命健康权，让步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3.2.2 基于全球卫生正义的补充解决路径

对于享有不同医疗卫生资源的运动员或运动队，应遵

循国际公共卫生理论所强调的卫生正义原则，即在追求

卫生健康高水平发展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卫生资源分配

不均衡现象，这亦是补充正义或矫正正义在公共卫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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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体现。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运动队和运动员

给予卫生资源再分配。疫情不仅会造成奥运会竞技比赛

的结果不公正，还会影响包括奥运会资格赛等在内的前

序过程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剥夺拥有较低医疗卫生

资源的运动员平等参与奥运会的机会。因此，除了应当

根据情势设置公平的竞争机制外，还可向较为贫穷的国

家和地区及其运动员或者难民运动员提供倾向性援助。

作为非营利组织的 IOC 将奥林匹克营销所得收入的

90% 用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和支持运动员发展。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后发起了新的难民运动员支持计划，以支

持难民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在奥林匹克体系中，奥林

匹克团结基金（Olympic Solidarity）的设立目的即保证每

个人都能在奥运会上取得成功（IOC，2020a）。根据《奥林

匹克宪章》的规定，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向各国奥委会提供

援助，以帮助他们的运动员及其团队参加奥运会。所以，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负责管理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

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Olympic Solidarity Commission）应

致力于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为拥有较低医疗卫生资源

的运动员和运动队提供更多的定向医疗卫生资源支持，

以维护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中的卫生正义，消除或者缩小

不同国家和地区运动员、运动队所面临的医疗卫生资源

差异，保障奥运会的参赛机会平等。

3.2.3 基于比例原则的缓和解决路径

IOC 收入来源多样，比如转播权（电视、广播和新媒

体）的销售，企业赞助以及门票和官方许可产品销售的收

入。这些资金收入是保证奥林匹克运动持续发展和奥林

匹克体系正常运作的基础。所以，在对国际公共卫生安

全和运动员生命健康的优先性考虑以及卫生正义补充性

功能的基础上，可辅以比例原则予以技术性操作，以尽量

缓和其他利益与优先考量利益之间的张力。正如国际公

共卫生理论所强调的风险比例承担一样，在确保优先利

益实现的前提下，可以从多元化的解决方式中选择较为

缓和的方式予以具体操作。特别对于赞助商、广播企业

等间接主体经济利益的保护，应在保障优先利益基础上，

采取各项措施以尽量减损其经济损失。例如，在东京奥

运会延期或取消的选择中，如果延期即可实现优先利益，

则取消就不应作为选择；延期时间的选择以优先利益的

同等实现为先决条件，而后再采认更短时间为最优方案；

关于比赛举行的具体方式上，应针对不同项目特点，予以

具体衡量。如高尔夫等项目主要在露天进行，可采取较

少限制措施，而篮球、足球、拳击等以强对抗为特点的项

目，应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予以具体展开。

需要注意的是，间接主体内部各具体主体之间对于因

为奥运会异动带来的影响程度不同。首先是同类间接主

体间的差异。如与 IOC 签订了长期性赞助合同的 TOP 计

划相关赞助企业和与东京奥组委等签订周期性合同的相

关赞助企业相比，其利益受损程度就存在明显差别，两者

的利益补偿方式也应有所差异；其次是不同类间接主体间

的差异。如设施材料供应商、安保服务供应商等间接主体

所签订的合同一般是普通民商事合同，该类合同其相较于

长期性合同、周期性合同，其合同期限、履约方式等方面

相异，对其补救方式亦应有所不同。总之，IOC 在决定将

东京奥运会延期至 2021 年后，后续还应针对不同合同相

对方的利益补偿予以个别性考量，在协商一致基础上采取

各种有效措施减损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受损程度，维持间接

主体的参与信心，保障奥林匹克运动持续性稳定发展。

4 结论

《奥林匹克宪章》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促进身体、意

志和精神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它的宗旨是让体育

服务于全人类和谐发展。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IOC应

将国际公共卫生相关理论作为东京奥运会筹办和作出相

关决策的重要指导理论基础。具体而言，基于健康权在

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体系中的根本地位，以及公共卫生安

全的优先性倾向，IOC等权力机构在面对各主体间或主体

内部间的利益冲突中，应优先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保护和

促进运动员的生命健康；基于全球卫生正义理论，在促进

疫情防控的整体能力，平均分配卫生资源的同时，应特别

关注不同医疗卫生水平的运动员和运动队之间的差异，

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弱势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公共卫生安

全。在实现优先利益的基础上，应从多种解决方式中选

择较少减损各方利益特别是赞助商、广播企业等间接主

体的经济利益，以保护其合同利益以及保障奥林匹克运

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虽然国际公共卫生理论厘清了各主体发生利益冲突

时的解决方向，但抽象性的国际公共卫生理论如何在东

京奥运会的筹办中产生实效？相关理论如何在大至奥运

会资格赛如何举办，小至奥运圣火传递、运动员比赛期间

衣、食、住、行等事项中得以具体化？以上问题需要结合

奥林匹克运动体系的整体架构、东京奥运会的筹备现状、

各体育项目的特点予以具体考量，最为关键的是需要根

据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变化予以动态性分析。从微观层

面而言，对 WHO 相关专业意见的考量应是具有可操作性

的方面。WHO 自 2020 年 3 月中下旬以来，连续发布了主

题为“Points of entry/mass gatherings”的技术指南，其中涉

及了对于包括体育赛事、宗教活动、大型会议等聚集性活

动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开展等专业性建议（WHO，

2020a），提出聚集性活动的任何异动决定应基于具体事

件的风险评估（WHO，2020b）。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体育

赛事的筹备/进行，WHO指出，活动规模、在室内或室外进

行、场地设施情况等应是需要纳入具体考量的重要事项。

WHO 还针对赛事组织者和赛事参加者等主体提出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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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专业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其从赛前和赛中两个维度

防控新冠肺炎（WHO，2020c）。不可否认，以国际公共卫

生安全、运动员生命健康安全为决策基础，同时关注弱势

群体的决策选择和倾向是具体化后续对策的基本理念。

参考文献：

黄聪，钟飞，吴春春，等，2019.日本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全日本体制”

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55（9）：97-107.

陆小聪，王立志，蒋春黎，2019.日本竞技体育发展及其东京奥运会

备战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55（9）：70-77.

赵倩颖，2019. 日本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强化战略

［J］.中国体育科技，55（9）：78-83.

COGGON J，2012. What Makes Health Public？ A Critical Evalua‐

tion of Moral，Legal，and Political Claims in Public Health［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NIELS N，2008. Just Health：Meeting Health Needs Fairly［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STIN L O，2014. Global Health Law［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STIN L O，WILEY L F，2016. Public Health Law Power，Duty，

Restraint［M］. 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OC，2012. GAMES OF THE XXX OLYMPIAD-LONDON 2012-Rights-

holding Broadcasters［EB/OL］. https：//stillmed.olympic.org/media/Doc

ument% 20Library/OlympicOrg/Games/Summer-Games/Games-London-

2012-Olympic-Games/IOC-Marketing-and-Broadca-sting-Various-files/

List-of-Rights-Holding-Broadcasters-London-2012.pdf#_ga=2.214150801.

704190856.1583833262-180084084.156877 6368.

IOC，2016. GLOBAL BROADCAST AND AUDIENCE REPORT

Olympic Games Rio 2016［EB/OL］. https：//stillmed. olympic. org/

media/Document% 20Library/OlympicOrg/Games/Summer-Games/

Games-Rio-2016-Olympic-Games/Media-Guide-for-Rio-2016/Glob

al-Broadcast-and-Audience-Report-Rio-2016. pdf#_ga=2.260398669.

1374649936.1584878288-180084084.1568776368.

IOC，2020a. Funding［EB/OL］. https：//www.olympic.org/funding.

IOC，2020b. Olympic Marketing Fact File 2020 Edition［EB/OL］.

https：//stillmed.olympic.org/media/Document%20Library/Olympi

cOrg/Documents/IOC-Marketing-and-Broadcasting-General-Files/

Olympic-Marketing-Fact-File. pdf#_ga=2.146444210.704190856.

1583833262-180084084.1568776368.

MARMOT M，WILKINSON R G，2006.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COG，2019. OCOG and Other Entities Budget［EB/OL］. https：//to

kyo2020.org/en/organising-committee/budgets/.

WHO，2020a.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technical guidance：

Points of entry and mass gathering［EB/OL］. https：//www.who.int/

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

points-of-entry-and-mass-gatherings.

WHO，2020b. Key planning recommendations for mass gathering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EB/OL］. https：//www.who.int/publica

tions/i/item/key-planning-recommendations-for-mass-gatherings-in-

the-context-of-the-current-covid-19-outbreak.

WHO，2020c. Considerations for sports federation/sports event organiz‐

ers when planning mass gathering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inter‐

im guidance［EB/OL］.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con

siderations-for-sports-federations-sports-event-organizers-when-plan

ning-mass-gatherings-in-the-context-of-covid-19-interim-guidance.

（收稿日期：2020-04-01； 修订日期：2020-05-11； 编辑：尹航）



（上接第30页）

参考文献：

陈华，2020.东京奥运会推迟，受影响最大的竟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体 育 ？［EB/OL］. https：//user. guancha. cn/main/content？id=

270784&page=1.

东方网，2020.面对东京奥运延期影响，中国应制定科学策略，主动

求 变 而 不 是 等 待［EB/OL］. https：//n. eastday. com/pnews/

1585608705017333.

动商研究中心，2020.若推迟，中国金牌更多；若取消，中国损失“巨

大”［EB/OL］. https：//www.sohu.com/a/381308692_613653.

杜婕，2020.参赛年龄限制可适当放宽 国际奥委会发布奥运资格体

系新原则［N］.中国体育报，2020-04-08（01）.

凤凰网，2020.东京奥运延期，谁会受到最大影响？［EB/OL］. http：//

news.ifeng.com/c/7vB1R8CYUu8.

付政浩，刘梦龙，2020.中国体育在两大层面成东京奥运推迟的最大

殃及者［EB/OL］. https：//www.sohu.com/a/383146376_138481.

何文捷，王泽峰，2019.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备战措施与启示［J］.

沈阳体育学院学院，38（5）：1-6.

环球网，2020.东京奥运会将实行B计划？［EB/OL］. 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61918471574917475.

快资讯，2020.东京奥运推迟给中国队备战带来的好消息和坏消息

［EB/OL］. https：//www. 360kuai. com/pc/9d5a85b714e0797d7？cota=

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林剑，刘昕彤，王灿，等，2020.正确看待积极应对：专家学者谈东京

奥运会延期［N］.中国体育报，2020-3-27（01）.

刘昕彤，顾宁，2020. 立足国内 放眼国际 做好新的奥运周期准备

［N］.中国体育报，2020-04-02（01）.

彭国强，杨国庆，2018.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备战奥运政策及对我国备

战东京奥运会的启示［J］.体育科学，38（10）：19-28，37.

彭国强，杨国庆，2019.我国竞技体育重点项目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形

势与策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2（12）：85-95.

彭国强，杨国庆，2020.世界竞技体育强国重点项目奥运备战举措及

对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启示［J］.体育科学，40（2）：3-14，39.

新浪体育，2020.东京奥运会延期影响巨大 保障运动员权益至关重

要［EB/OL］. https：//sports. sina. com. cn/others/others/2020-03-26/

dociimxxsth1879973.shtml.

杨国庆，彭国强，2018.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战略使命与创新路径

研究［J］.体育科学，38（9）：3-14.

杨国庆，叶小瑜，彭国强，等，2019.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战略思路

与体系构建：基于中外奥运备战经验［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3

（1）：57-64.

（收稿日期：2020-04-08； 修订日期：2020-05-10； 编辑：丁合）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