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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文社会学

“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王　艳１，２，ＤＥＲＯＭＩｎｇｅ２，ＴＨＥＥＢＯＯＭＭａｒｃ２，３

（１．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８；２．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运动与体育科学系，布鲁塞尔 １０５０；

３．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８）

摘　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将奥运遗产置于志愿者的集体记忆中予以考察，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了１５位２００８北京奥
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服务记忆。运用质性研究软件ＮＶｉｖｏ１１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
析，挖掘并诠释了“鸟巢一代”集体记忆的关键构成要素，归纳为“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研究认为，“鸟巢一代”

集体记忆的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志愿服务理念为框架；集体记忆的内容呈现出对参与奥运志愿服务的肯

定与怀念，追寻“累并快乐着”的集体意义升华；集体记忆的存在形态以活跃的网络社群和实物为载体，“自媒体晒行

为”表现出明显的奥运志愿者身份认同和集体归属感。最后，探讨了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作为潜在奥运遗产的功

能及对北京２０２２冬奥会的启示。
关键词：鸟巢一代；奥运志愿者；集体记忆；奥运遗产；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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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艳（１９８６—），女，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赛事管理。

　　１０年前的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
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学者把这一

年称为“中国志愿者元年”［１］。这批被誉为“鸟巢一

代”的奥运志愿者以“８０后”为主，通过积极参与和
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社会历史平台上展现、锻炼和

成就了自己。曼海姆在１９２８年首次提出社会和政
治事件通过对一代人性格形成时期的影响形塑了这

个世代（ｃｏｈｏｒｔ），例如２００８奥运志愿服务经历之于

“鸟巢一代”。国外学者认为关于奥运经历的记忆

本身即可视为奥运遗产，然而，此类从“符号、记忆和

历史”视角出发的奥运遗产现象研究尚为薄弱［２］９。

１０年过去，“鸟巢一代”相继进入成家立业的年龄，
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关于奥运志愿服务的记

忆还剩下哪些？当奥林匹克与志愿服务同时作用于

这代青年时产生了怎样的火花？本研究从微观的视

角探寻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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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和感受，并将其编织在一起，提炼“鸟巢一代”

奥运志愿者共享的集体记忆，包括关键构成要素及

其特征、记忆载体，并探讨了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

的功能及其对２０２２北京冬奥会的启示，力求拓展奥
运遗产研究与世代研究的视野。

１　理论依据
使用相关的理论能够更好地理解并预测志愿者

管理策略的有效性［３］。本研究所采用的“集体记

忆”理论源自法国社会年鉴学派，由社会学家哈布瓦

赫在１９２５年提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正式兴起，过
去３０多年在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和历史学等诸
多领域得到了具体的应用与实践［４］。集体记忆是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

果”，定格于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并规约未来［５］，

充实了涂尔干关于“集体欢腾”的理论，认为正是集

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

的明显空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认为“集

体记忆”虽然是西方社会学家提出并被西方经验证

实的理论，但在中国同样具有适用性。艾娟作为我

国集体记忆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认为集体记忆作为

一种重要的意义创造工具，体现了群体深层的价值

取向和情感，对于群体的凝聚和遗产的延续具有重

要作用。她强调将认同和集体记忆与文化、社会背

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６］。目前，在社会学领域的应

用重点之一即为集体记忆与认同的关系，并仍在继

续探讨中。在国内，集体记忆理论被运用到了南京

大屠杀、知青群体等研究中，探讨历史重大事件与个

人经历的关系。此外，学者也开展了节庆体育与文

化认同、记者群体认同等研究。集体记忆讲述的是

群体所认同的过去，是特定群体的精神财物［７］，本质

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奥运志愿的集体

记忆是由“鸟巢一代”共同建构起来的，定格于其奥

运志愿服务经历，也为奥运后这 １０年的经历所限
定。本研究将集体记忆理论贯穿研究始末，从指导

访谈、文本编码、主题归纳到功能讨论。

２　研究方法及过程
２１　深度访谈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是无法直接认知的，

但可以借助于“叙述”了解和解读记忆，同时获得他

们对那段经历的理解［８］。因此，本研究采用集体记

忆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口述史，让志愿者将储

存在记忆中的奥运经历用口头叙述的方式表达出

来。研究认为，做好奥运口述史收集挖掘和整理利

用对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

和发展、传承奥运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９］。研

究者在“２００８北京奥运志愿者微信群”内发布邀请，
收到了４８人的初步意向，随后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访
谈知情同意书并约定访谈时间和地点。直至研究者

未能获取更多新内容为止，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底至１２
月期间成功对１５名（７名女性、８名男性）２００８奥运
会主办城市北京及协办城市上海、青岛的赛会志愿

者开展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收集研究素材（表 １）。
访谈时长在３０～８０ｍｉｎ之间，平均时长５１ｍｉｎ。在
签署了访谈知情同意书后，用录音笔录音。在开展

访谈调查前，研究者在同事中进行了２次预访谈，对
问题进行调整。

表１　受访者的个人信息

受访者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状况 访谈时间

Ｖ１ 女 ２９ 硕士 全职 ２０１６０８２４

Ｖ２ 男 ２８ 硕士 全职 ２０１６０９１０

Ｖ３ 女 ２８ 硕士 全职 ２０１６０９１１

Ｖ４ 男 ３２ 博士 创业 ２０１６０９１６

Ｖ５ 男 ３４ 硕士 全职 ２０１６０９１７

Ｖ６ 男 ３４ 本科 创业 ２０１６０９１８

Ｖ７ 女 ２９ 本科 全职 ２０１６０９１９

Ｖ８ 男 ３０ 本科 创业 ２０１６１００５

Ｖ９ 男 ２９ 本科 全职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Ｖ１０ 女 ２８ 本科 全职 ２０１６１１１９

Ｖ１１ 男 ２８ 本科 全职 ２０１６１１１９

Ｖ１２ 男 ３１ 本科 全职 ２０１６１２０５

Ｖ１３ 女 ２９ 本科 全职 ２０１６１２１５

Ｖ１４ 女 ２９ 本科 全职 ２０１６１２１７

Ｖ１５ 女 ２９ 本科 全职 ２０１６１２１９

２２　整理与分析
在对收集到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前，所有录音

被转录成文字稿，形成了１６万字的文字文本，并返
还受访者确认，保证与其想要表达的内容没有差异。

采用扎根理论构建方法论框架，运用编码功能强大

的ＮＶｉｖｏ１１质性研究软件进行三阶段编码处理（表
２），即对文本进行开放编码（ｏｐｅｎｃｏｄｉｎｇ）、选择编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ｄｉｎｇ）和主轴编码（ａｘｉａｌｃｏｄｉｎｇ）。在 ２
名研究者的合作下，经过反复的文本阅读，力求理解

丰富和翔实的口述描述，并经过多次讨论比较，分析

裂解原始访谈资料，检查主题间的联系，构建主体结

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并返回原始资料中验证初步结论的合
理性，进行适当修改，最终提炼北京奥运志愿者集体

记忆的三大构成要素和记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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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编码信息

主轴编码（总节点） 原始编码（节点参考点数） 参考点例举

我参与（７０）

体验（１９）

成就（９）

赛事参与（１１）

热爱体育（８）

丰富经历（１３）

奥运关联（６）

生命印记（４）

Ｖ７：因为年轻的时候总要做一些老了以后回忆起来让自己骄傲的事情，

想为自己的国家真正去做一点事情，比如奥运会志愿者。几十万人，而

且北京（是）第一次（举办奥运），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我们有机会有

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讲起来还是很自豪的

我奉献（２７）

社会贡献（３）

任务繁重（３）

时间（１４）

机会成本（７）

Ｖ１：整个暑假都奉献到了志愿者工作中，自己原有的计划搁浅了，比如说

回家、旅行、考证等，主要是时间成本…我们是一个观众服务组，都在外

围，不能进入赛场内部，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比赛。这些小伙

伴都很给力，一个人负责两到三个入口，大家对于自己的工作任劳任怨，

并没有任何的抱怨

我快乐：友谊（５７）

朋友（４２）

社交（５）

团队（１０）

我快乐：助人（３３） 帮助（３３）

我快乐：成长（４０）

知识（１０）

能力（１１）

培训（８）

技能（９）

自我意识（２）

Ｖ８：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的朋友，我们当时那个沙排还有很多海南志愿

者，还有澳门志愿者，跟他们一起相互学习了很多东西。赛场里音乐什

么的都很不错，后来的残奥会也很热闹，那种融洽的氛围，感觉再也没有

遇到过了，觉得那个就是幸福的巅峰了

我快乐：认同（２３）

开心（１３）

认可（５）

成就（５）

记忆载体（２２）

纪念品（４）

证书（３）

照片（９）

朋友圈（６）

Ｖ９：我也觉得至少是留下了很多成长印记，我们经常会去翻照片，会突然

聊起来（奥运话题），确实能够想起来那段特定的时间。回忆总归大部分

都是美好的，留下这些影像给大家看，引起反响，我觉得这就是你对其他

人的影响

３　集体记忆的关键构成要素
３１　我参与

在所有访谈中，志愿者均用“人生中难忘的一

次经历”来表达自己的“奥运之旅”，“我参与”是他

们述说的主音符。在过往关于志愿者参与奥运服务

的动机研究中，“奥运因素”始终是主要原因，例如

２０１２奥运会、残奥会［１０］、２０１０温哥华冬奥会［１１］。

这一重要元素因此成为近几届奥运志愿者招募的宣

传重点，包括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据中国人民大学
人文奥运研究中心调查，超过９０％的奥运志愿者将
“参与奥运视为有价值的人生体验”［１２］。随着赛事

的结束，赛前的动机转变为赛后的回忆。所有受访

者均将“参与奥运服务”视为是值得骄傲自豪的回

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激励他们克服疲劳，保

持高水准志愿服务的重要动力，例如：

Ｖ３：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到其中，不仅获得

了成就感和心里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因为那时候

可能年纪也小，就觉得好像自己也是赛事的一部分，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有那种服务意识。

这些青年志愿者渴望将自己置身于国家大事

中，亲身参与奥运会的组织，与“奥林匹克运动”产

生关联。

Ｖ１５：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是能够看出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情

感融合在这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能够激

发我内心的那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

３２　我奉献
北京奥运会期间，志愿者们提供了高达６１５９９

万美元经济价值的服务［１３］。虽然“奉献”一词没有

过多被受访者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体的事例，

比如早出晚归、驻守岗位、缺乏休息条件，甚至受到

服务对象的误解和责难，构建起“我奉献”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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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志愿者所回忆：

Ｖ１３：奥运会时一直在工作，一场比赛都没有看
到觉得挺遗憾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办公室里面给那

些工作人员注册那个卡片，一直处于工作中。

记忆的选择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主动遗忘那些

负面经历和信息［１４］。在访谈中提及志愿的付出时，

受访者往往选择将这些经历意义升华，将话锋转变

到由这些不易经历带来的感悟上，追索被集体广泛

认可的意义。例如，在微观而具体的岗位上，在琐碎

的、时时刻刻的责任承担之中，体现耐心、关爱、爱

心、互助友爱的精神［１５］。在这种集体意义的影响

下，志愿者们不断进行自我暗示，自我消化工作中的

劳累与困难，在言语中表达出对精神世界十分充实

的奥运时光的肯定与怀念。

Ｖ１５：活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凌晨两三点就要
起床，因为整个赛事有很多人很多车，各种各样的交

通等都非常拥堵，那志愿者一定要到得最早、走得最

晚、吃饭排在最后，就是各种条件相对来说会在比较

艰苦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志愿者，你是一定能够去

理解并且去支持的。对于我，觉得会更加的宽宏，更

加的感恩，并且更加懂得怎么样互相的理解和支持，

这一些我觉得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３３　我快乐
心理学理论认为情绪记忆总是优先于其他任何

一种记忆（语义、情景、程序、自动等记忆）［１６］。志

愿服务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回报，但是从助人到互助、

从参与到成长、从体验到快乐，心理层面的“快乐志

愿”在以往众多研究中得以验证。对访谈内容进行

分析可发现，志愿者们明显感知到了志愿服务经历

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正面影响。

３３１　友谊之乐　大学期间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
期，此阶段年轻的志愿者们渴望拓宽视野，扩大交际

圈，结交更多的朋友，而志愿服务为此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契机。奥运期间，他们不仅与更多同龄人结识，

也与外国友人增加了交流的机会。直到现在，他们

仍然能感知到交流带来的乐趣。

Ｖ１３：当时我们一起从广西到北京的注册岗位
的这个团队，到现在为止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

我想这种感情是不同于在学校当中的感情和工作当

中的友谊。应该是大家一起，不为己，没有任何利益

冲突，完全是无私的一种志愿服务行为过程当中产

生的这种友情，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最珍贵的。所

以我到现在为止，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这段战友

情，完全是为了大家共同热爱的一项体育事业而做

的这个志愿服务，让人记忆深刻！

３３２　助人之乐　志愿行为是以利他性和互助性
为价值指向，是个人对生命价值、对社会和人生的一

种积极态度。参与志愿服务是助人自助的体验，志

愿者付出努力帮助别人，同时自己可得到心理的满

足，收获成长。

Ｖ３：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看台或者是自己的位
置后，会觉得心里那种成就感很强烈。可能我们做

的也是很微小的一部分，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感觉到

给人提供了帮助，收获到别人的一些认可或者是赞

同，心里特别高兴。

３３３　成长之乐　志愿服务具有丰富的教育内涵，
促进人的社会化。在西方，志愿活动被视为非正式

学习的重要途径［１７］。“鸟巢一代”志愿者在２００８年
时生理和心理尚处于发展期，奥运志愿服务为他们

提供了独有的成长机遇，在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方面

均有提高。志愿服务的过程也是同辈学习的契机，

同龄的志愿者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进一步发现了自

身的不足，促使个体努力提高，有助其健康成长。

Ｖ９：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２００８年之
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前，没有相对固定的

很长一段时间来跟社会上的人或事情去接触，很少，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学校，所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

我个人来说是很好的成长机会，也通过事实证明了。

３３４　认同之乐　重要的公共事件对直接参与者
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成人期开始阶段的群体认同

形成过程中更是如此［１８］。综观访谈获取的资料，

“我们”一词被频繁提及，受访者们认为在如此重要

的国际交流舞台上，能够代表国家欢迎各国来宾非

常自豪，流露出强烈的“奥运志愿者”身份认同。同

时，“８０后”渴望被关注，有着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
的愿望［１９］，他们对从他人身上获取的认可和赞许表

示欣喜，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该身份的认同。奥运

服务期间，责任感、使命感与存在感、荣誉感交织着

激励他们，并带来心理的满足。

Ｖ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每天工作完了之后
要坐大巴回学校，走四环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巴车好

几辆，回去的时候其实都很累，都睡着觉，但接近决

赛比赛场（次）少一些，就都醒着。因为我们是专门

的奥运车道，车不是特别堵，旁边有私家车。私家车

（上）的小朋友看（到）了我们朝我们招手，我们也朝

他招手，然后他又朝我们招手，他的爸爸妈妈都朝我

们招手，就在那路上大家就相互招手，我们就是这一

路都朝外面招手，外面的所有的私家车也都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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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手。就不光是这个参与到奥运会的这个场馆里的

这些人，整个北京都是特别热情的一种状态，那段时

间是幸福感很强的。这也坚信了我继续做这方面东

西（志愿）的信心，原来也觉得这个过了８年这么久
了，是不是还有意义再做？但我发现这种感觉就是

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你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情感

的维系或者这样身份的认同还是在的，给你很多鼓

励，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的，因为它是有对每个

个体产生一定影响的……残奥会的时候我觉得特别

印象深的是闭幕式，散场的时候各个国家的残疾人

运动员都从我们这个点走，他们就给我们鼓掌，很感

动，很快乐。

３４　要素特征
综合以上访谈资料来看，１０年前的奥运会服务

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

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奥运志愿号召激发了志愿

者群体对此集体意义的感知和追寻，为集体记忆内

容形塑了稳固的框架。细致解读可发现，奥运志愿

服务的实践生产了一种共同的精神质素，志愿者共

享的回忆和频频出现的关键词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

向与我国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有着较高的契

合，特别在“我参与”和“我奉献”这两个的记忆主题

中更凸显了这一特征。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

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

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是对主流意识

形态和价值观的回归。同时，以“我快乐”为主题所

呈现的“友谊、助人、成长、认同”等特征与我国倡导

的“奉献、有爱、互助、进步”等志愿服务理念相吻

合。此外，志愿者们对这段记忆持肯定与怀念的态

度，在表达的过程中模糊化“奉献”的细节，高度认

同“累并快乐着”的意义转移和升华，并选取特定事

件予以佐证，生动展现了集体记忆中集体意义的力

量。

４　集体记忆的载体
８０后的“晒文化”现象在近几年非常流行，部分

受访者表示每年８月８日（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开幕式
举办日），奥运志愿者微信朋友圈上也会晒出各种

北京奥运时拍摄的图像以示纪念，内容包括了志愿

者服装、志愿者证件、吉祥物、志愿者塑胶手环（微

笑圈）、纪念章等实物，与他人互动分享自己曾经的

生活体验和感受。由此可见，网络上的实物呈现已

成为集体记忆的最好载体及获取方式。研究认为，

器物记忆是人创造性地将知识、经验、理想等主体意

识寄托在客观物质上的结果，这类实物具有维持过

往感觉的重要作用，是唤起记忆的催化剂［２０］。青年

人“晒实物”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自我编码的过程，是

他们关于内心的意义、欲望和目标的曲折化和隐喻

化的表达，通过晒来自我指涉、自我塑造、自我呈现，

成为身份识别的符号系统［２１］。访谈中，有志愿者这

样描述：

Ｖ８：很珍惜那些（志愿者）衣服，都放在很好的
位置来珍藏。奥运的那些纪念品、照片时不时拿来

看一看，反正就是印象蛮好的。奥运会对我来说很

难忘，有时候看到有些人穿着奥运会的服装，每次看

到眼睛一亮，那符号很明显。

受访者们强调了社交媒体在维护奥运志愿者社

群中的作用。赛后，奥运志愿者微信群等“自组织”

不断涌现，转发各类国内外奥运相关信息，并由网络

向现实中延伸，组织聚会或其他纪念活动，扩展线下

社交，如“２００８奥运会赛会志愿者群”自发组织的
“奥运十周年还巢活动”。此外，随着２０１５年北京
张家口申办２０２２冬奥会成功，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
进会、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北京奥运博物馆等

多家机构陆续组织了几场２００８奥运志愿者线上线
下活动，与迎接冬奥有机结合，规模比较大的如２００
余人参加的“奥运人积极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和“奥运人欢聚北京市新年徒步大会———期待北京

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奥运之家微信公众平台于 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９日开放注册，受到了众多奥运志愿者的积
极响应。赛后的群体互动有助于丰富记忆，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随着奥运的落幕，我们也丧失了一些留

存集体记忆和寄托精神情感的场所，例如有受访者

提到：“在奥运筹办前后，有约３０个奥运志愿者 ＱＱ
群，有‘北京奥运志愿者之家１、２、３、４’等群，也有各
地方赴京志愿者团队，如四川、贵州、河北等，或以院

校为单位成立的交流群，如‘北科院票务志愿者’。

然而，随着奥运的结束，社交软件的更替，ＱＱ的使
用人群转至微信，这些民间自发成立的网络社群逐

渐丧失了继续交流传承和延续的功能，也丧失了维

护和转化这一巨大志愿者人力资源的机会。”

记忆载体是集体记忆的社会存在形态及主体，

从以上描述中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集体记忆的具象

呈现和语言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络和实物得以

存在，自下而上形成的网络社群推动了志愿者之间

的互动，成为获取或传播有关集体记忆内容的重要

渠道。同时，不管是“晒文化”还是积极响应的线下

活动等都体现出“鸟巢一代”强烈的身份认同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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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归属感，也代表了他们渴望保持交流的强烈诉求。

５　集体记忆的功能：作为潜在的奥运遗产及对北京
２０２２冬奥会的启示

当前对体育赛事遗产的理解正在从“赛后自然

留存”转变为“需要赛前、赛时、赛后的计划与行

动”［２］１５，对奥运集体记忆的挖掘是为了总结和转化

其遗产。近年来，西方学者如 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等提出奥运
记忆本身即是遗产。除此之外，这些记忆可能改变

原有价值观，最终导致行为的改变（如志愿服务、体

育参与），进而激励一代人［２２］。“世代和集体记忆”

的研究认为对人们产生最大影响的令人难忘的事件

发生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２３］，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

这段青年时期的重要经历可被“鸟巢一代”在成长

过程中不断分享、建构和强化，成为一种群体共有的

思想观念，最终影响认同、归属感和社会参与［２４］。

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从功能角度可作为潜

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

京２０２２冬奥会有所助益。
５１　作为精神遗产的奥运志愿集体记忆

精神遗产能够深入和渗透到人的内心，能够内

化为人的一种品质、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一种认同，

能够成为人的一种自觉行为［２５］，可转化为社会发展

持久动力，更需要挖掘、升华和转化［２６］。北京奥运

的精神遗产是中西方文化和文明在特定时空的有机

契合，是持久的、稳定的建设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力

量［２７］。作为精神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志愿者集体

记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保存在亲历者的回忆里，

植根于见证者的心田中，比如“奉献、有爱、互助、进

步”，又或者“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重点宣

传的价值观与志愿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可谓殊途同

归，进一步推动了志愿精神的深化和奥林匹克精神

的传播。集体记忆是建构的，是强有力的意义制造

工具，经历过奥运会、残奥会的洗礼，这些观念在

“鸟巢一代”身上更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他们的精

神内核和生活方式，激励一代青年人。

值得注意的是，集体记忆只有通过时间轴线上

的传递才有意义。随着２０２２年冬奥会的临近，志愿
者招募启动在即，现在正是重新唤起奥运志愿记忆、

传承志愿精神、拓展精神遗产的最佳时机。哈布瓦

赫认为：“体验甚至是异质性的体验在某个特定场

所的再次出现有利于巩固集体记忆。”［５］１４５“纪念仪

式”是传承和保持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２８］，而周期

性的呈现是传承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的核心要

素［２９］２２，在特定纪念日组织志愿者回访志愿场馆、凭

志愿者工作证件免费参观北京奥运博物馆、奥林匹

克塔等具有仪式感的活动值得尝试，这也为《国际

奥委会２０２０议程》最新改革所鼓励。同时，这也是
传承２００８北京奥运经验、提前谋划２０２２冬奥会的
重要节点。在前一次奥运会的基础上，将奥林匹克

精神和志愿精神的内涵与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系统凝炼２０２２冬奥会的志愿
者价值框架，可为新一代志愿者集体记忆的建构打

造基础。

５２　作为志愿遗产的奥运志愿者集体记忆
近几届奥运举办国均将“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

展”作为奥运遗产目标，然而奥运经历对于未来志

愿服务意向的正面影响在自然情况下仅存在赛后的

１～３个月内［３０］。集体记忆是群体共享的符号体

系，承载着群体成员认知倾向和价值框架，影响着群

体及其成员对当下事物的态度取向，也是构建认同

的核心代码［３１］。记住过去意味着与那些有共同经

历的人构成特定的社会关系［３２］，被记住的即是被认

同的［３３］。研究表明，奥运志愿服务的集体记忆将刺

激志愿身份认同的发展［３４］，进而影响未来的志愿承

诺、志愿意愿、长期可持续的志愿服务行为和时间长

度［３５］。因此，积极的集体记忆构建有助于志愿者建

立起身份认同，不断强化其参与志愿服务动机，从而

实现奥运志愿遗产的既定目标。

志愿服务本身是一种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建构性

行为，而集体记忆更是被建构而成的，存在于人、群

体和社会的持续互动之中［２９］５。因此，不论是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的集体记忆维护还是２０２２年冬奥会的记
忆建构，组织者需要通过建立稳定和重复不断的交

往来加强志愿者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为了某种形式

和工作需要建立临时性的交往，从而使互动肤浅

化［３６］。奥运会组委会是志愿者的直接管理主体，奥

运会志愿者的规划、招募与遴选、定位与培训、配置

与协调、激励、监督与评估、遣散等管理活动均由组

委会来负责。然而，随着赛后奥组委的解散，纯粹的

民间力量难以产生较大的力量。同时，我国志愿服

务的发展与国外相比尚处初级阶段，只能寻求行政

力量的推动［３７］。基于此，建议２０２２冬奥组委会提
前谋划志愿遗产的保护，可在赛后委托社区协会、学

校及相关志愿团体合作等，也可购买第三方服务建

立“奥运会志愿者遗产项目”，落实具体遗产目标，

进一步延续和传承奥运会志愿遗产，并由服务购买

方监督。具体而言，１）妥善保存奥运会志愿者数
据，做好数据遗产的安全迁移和再利用，为志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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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奥运志愿者搭建桥梁，为维系奥运志愿者的认

同感与归属感打造基础；２）将奥运期间志愿服务完
善的组织体系、制度建设以及规范化的运作模式拓

展到日常志愿服务实践的长期开展中。除此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搭建志愿者线上线下交流平台。“身

体实践”是传承和保持记忆的另一种重要方

式［２８］３２４，因此可定期组织体育或志愿服务活动，做

到因事而聚。志愿服务的常态化日常化并非一夕之

功，只有将志愿服务融入到志愿者的日常习惯中，不

断深化、不断积累，才能产生持续效应，才能克服体

育赛事志愿服务短期化、项目化的现状，利用其巨大

的人力资源库解决志愿者短缺的问题，使志愿服务

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得到最优化，共同培育起志愿

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实现志愿遗产的最大

化。

６　结语
尽管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过去１０年之久，“鸟巢一

代”奥运志愿者从“象牙塔”里的学生身份陆续转变

为社会人，开启新的生命周期，但其奥运志愿服务的

记忆表现出稳定的群体当下特征。被选择性留存下

来的集体记忆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志愿服

务理念为框架，可归纳为“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

的内容与意义构建；集体记忆的存在形态以活跃的

网络社群及实物为载体，“自媒体晒行为”呈现出明

显的奥运志愿者身份认同和集体归属感，并表现出

强烈的社群朋辈交流诉求。从功能性而言，集体记

忆为未来的奥运遗产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多维

的意义，特别是在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方面。虽然

“鸟巢一代”只是小众群体，奥运的经历也是短暂

的，但集体记忆促使他们成为永久的“奥运传播大

使”，若能在未来继续跟踪研究这一群因奥运而聚

的“８０后”，关注奥运集体记忆的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播（如代际传递、虚拟平台的互动及其对记忆建构

的影响），以及他们随着生命周期而产生的变化规

律（如志愿参与领域、周期和时长的变化），将是非

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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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６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观。
竞技体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应该担负起“立德树

人”的教育使命。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对发展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适应能力和竞争意识，并在竞技

活动中养成尊重比赛对手、遵守竞赛规则的良好道

德风范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我们要充分利用竞技体

育赛场中冠军的示范作用，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提

升学生的精神品质；利用竞技体育团队的集体荣誉

感，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培育学生养成团结友

爱的仁爱品质；利用竞技体育规则培养学生良好的

社会道德，培养学生公平竞争的观念；利用竞技体育

的挫折教育增强学生抗挫折能力，磨练学生坚强的

意志，使学生在激烈的社会中有顽强的生命力。此

外，我们还要发挥竞技体育的文化教育价值来提升

青少年学生的文化素养，通过让广大青少年体味竞

技体育中的顽强拼搏、不卑不亢的文化精神，发挥强

大的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整合体育文化价值的作

用，吸引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广大青少年学生从事

竞技体育锻炼，通过参与竞技体育而提升我国青少

年学生的文化素养，打造健康文明的体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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