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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中国运动
员 普 遍 缺 乏 金
融教育知识 ，但
其 中 大 多 数 人
渴 望 接 受 金 融
教育 ，保持财务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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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李宁成立公益组织
坚持 15 年关注退役运动员转型 ■ 本报记者 张璇

8 月 22 日， 第 31 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在巴西里约正式闭幕，
中国队以 26 枚金牌、18 枚银牌、
26 枚铜牌的成绩名列奖牌榜第
三。

值得一提的是，回顾整个比
赛历程，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不仅是对冠亚季军的争夺，还有
众多中国运动员表现出的个性
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自如应对。

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赛场上正
抛弃千篇一律的木讷和呆板，逐
渐展现出个性的一面。如今，很多
运动员可以从容自如地接受媒
体，甚至是外媒的采访，用英语和
记者们打趣开玩笑，不再像以前，
连对让自己评价一下比赛表现的
问题， 都只能支支吾吾说出一句

“no comment（不予置评）”。
把时钟拨回到 30 年前，如

此“国际范儿”的中国运动员凤
毛麟角。 缺少国际视野和与国际
同行沟通交流的能力，让中国体
育人在国际体育项目的规则制
定上一度处于劣势。

“中国第一代体操王子”李
宁对此深有体会。 或许正是因为
这个原因，卸任国际体联职务的
李宁在从商多年后， 于 2001 年
捐资 10 万美元成立中国运动员
教育基金，为中国退役运动员和
教练员（包括港、澳、台地区）提
供外语技能、体育管理、商业行
政、 创业等运动以外的知识，藉
以帮助国家体育专业人员做退
役后转型准备。

李小鹏、罗雪娟、滕海滨、张
怡宁等都接受过基金的英语培
训。

英语好一点，发言权会更大

作为 80 年代中国体操界的
标志性人物，李宁在退役后进入
国际体操联合会，任职技术委员
会委员。“赛而优则仕”的李宁在
国际体联感受到了甚至比比赛
更大的压力。

体操联合会内欧洲国家的
委员往往协同作战，在规则的制
定和解释上作出有利于欧洲选
手的决定，裁判亦是如此。 虽然
此前有国家体委的行政官员出
任过国际体联的副主席和理事，
但受制于语言等问题，对中国体
操的助益甚小。 李宁同时也遇到
诸多此类的问题， 深刻地意识
到：如果英语好一点，发言权会
更大，运动员会更好。

要在国际场合争取民族和
国家利益，自己首先就要更国际
化，而语言是国内体育界人士进
入国际性体育组织争夺话语权
最大的障碍，背后的症结是运动
员综合素质普遍不高。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卸
任国际体联职务的李宁在从商
多年后， 于 2001 年捐资 10 万美
元在香港成立中国运动员教育
基金会。（在大陆主要以“中国运

动员教育基金”的主体来开展项
目。 ）

6000 多名运动员
接受英语培训

2004 年 5 月，中国运动员教
育基金为中国国家队 4 名运动
员（李小鹏、罗雪娟、滕海滨、张
怡宁） 实施运动员学习计划。
2005 年 1 月，英语项目推广到国
家队，但实施的过程却不是一帆
风顺。 未形成体系的英语课程、
对英语项目知之甚少的运动员
等问题，成为现任秘书长关心怡
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

出身于香港、成长于多伦多
的关心怡一直是从事教育培训，
在 2005 年受李宁的邀请来北京
开展这一项目。 起初，她完全不
知道从哪里入手，因为很多运动
员的第一印象：“这是李宁公司
的一个广告项目”或“你需要运
动员做什么”。 为了能够顺利地
开展项目，她开始从各队总教练
下手，为他们上英语课，进而形
成自上而下的推动。

关心怡记得， 有次去找射击
队总教练王义夫上课，30 分钟的
课程，工作繁忙的王义夫打了 20
分钟的电话。即便是这样的效率，
但面对全新知识的摄入， 上过两
节课后的王义夫果断接受了英语
培训， 并且要求成为射击队的必
修课。 在几乎给所有大项目的总
教练上过一轮课后， 才有大批运
动员开始参加英语课程培训。

根据运动员的需求，基金的
英语课程偏向于日常的交流，会
安排教练员和运动员参加英国
圣三一（Trinity College London）
考试， 以评核运动员的英语水
平。 至今，已有约 1000 名运动员
考过一级至九级不等的成绩。

“基金成立的最初目标是为
那些顶尖的运动员（约 200 名国
家级运动员）服务的。 在 08 年的
时候， 我们发现不仅是国家队，
很多其他的运动员很喜欢学习，
也有学习的能力。 ”关心怡表示
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基金会为运

动员进行免费英语培训的地区
越来越多。 截至目前，因英语培
训项目受惠的运动员已累计达
6000 多名，他们分别来自国内 20
个省市地区，109 支队伍。

做培训多年， 关心悦也会问
自己： 为什么还在坚持做这个项
目？“很多人看到运动员最辉煌的
一面，最好的一面。但很多年轻运
动员是没有人支持的。 ”她说。

在这里，老师犹如这些年轻
运动员的父母或朋友，平日会和
他们进行交流。“正是这样一份
普通的爱，起码让他们觉得有人
关注他们。 ”关心怡表示。

为退役运动员
提早做职业规划

英语培训并不是唯一的培
训内容， 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
一旦退役就必须面对新职业的
挑战。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
我国每年约有 3000 多名运动员
面临退役，大多数都没有奥运冠
军或世界冠军的光环。 做什么才
适合？ 对运动员来说这是个关乎
生存的重大问题。

2006 年有媒体发现我国前
举重冠军邹春兰在大众浴池为
顾客搓澡，每月收入不到 500 元;
曾获得世界长跑冠军的艾冬梅，
退役后一家三口租住在北京一
个 10 多平米的小屋里，2007 年
她声称要变卖金牌，以缓解家庭
生活困难; 曾获得两枚大运会金
牌的体操运动员张尚武，由于得
了跟刘翔差不多的伤病--跟腱
断裂，在 2005 年无奈退役。 几年
后，有网友发现他在北京的地铁
里卖艺，生活窘迫他还把自己的
金牌以 150 元的价格卖掉。

“平日里看到的运动员大都
是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但他们
背后有很多与其年龄相仿的运
动员。 他们 20 多岁，早就是省队
的冠军，或者拿过很多奖牌。 但
可惜却没有参与世界比赛的机
会。 ”关心怡说。

因此，基金也专门开展了一
系列针对退役运动员的课程。 基

金致力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学府
合作，并提供奖学金名额，帮助
更多运动员完成学业。 应运动员
的学习需求，基金为即将升读大
学的运动员提供综合培训课程，
增强他们的学习技能，以便及早
适应今后的大学生活。

退役运动员运动体能康复
训练职业培训计划主要聘请国
内外资深专家授课，培训退役运
动员及教练员成为专业的体能
康复培训师。

为了促进教练员和运动员
全面发展，基金还开办专题知识
讲座，包括“爱周末”活动和媒体
应对策略课程，帮助备战奥运的
体操队、羽毛球队、举重队、跳水
队等， 正确的面对媒体以及舆
论。“爱周末”活动曾举办了“与
人沟通”、“情感心理”等讲座，以
及“日本文化”、“印度尼西亚文
化”、“中国服装文化”、“传统工
艺”等文化活动。

现服务于浙江游泳队，原全
国蹦床锦标赛冠军韩臣表示：

“作为一名退役运动员， 我们对
运动损伤有着更切身的体会，看
着那些现役的运动员，犹如看到
曾经运动场上的我。 我要去帮助
那些运动员从伤病中走出来。 ”

曾经接受过韩臣帮助的

2008 年北京奥运女子蹦床金牌
何雯娜及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男
子蹦床冠军董栋都表示， 韩导
（韩臣） 的帮助延长了他们的职
业生涯，才让他们有机会参加这
届里约奥运会。

没有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
的运动员虽然很多，但那些曾经
站上过世界最高领奖台的运动
员在退役之后也会陷入迷茫。

据媒体报道，前奥运冠军程
菲在退役后的生活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起初程菲出差回来后不
知道有报销一说。 曾经出门吃
饭，她只带着银行卡，遇到刷不
了卡的地方，只能饿着肚子。 要
出国，连办个护照都不知道去找
谁。 之前在国家队封闭的环境
下，运动员的衣食住行都被包办
了。 然而退役后想融入社会，却
又是另一种挑战。

程菲说，之前国家队为短期
内快速达到争金夺银目的，从地
方队囤积了大量人才， 优中选
优，而囤积起来的这些人，大部
分要么被老队员压制，没有比赛
出头的机会，要么因年龄、伤病
等问题最终离开，进入国家队时
的那份荣耀变成了苦涩， 念及
此，程菲感慨，国家队才是浪费
人才的地方。

面对这种情况，关心怡表示：
“来我们这边上课的运动员会比
那些没有来上课的运动员， 更早
打算自己退役之后的路， 是去上
学， 还是做体育产业， 或者做教
练，或者准备去培训。 ”因此，基金
近年也增加了财商管理培训，目
的是帮助运动员掌握个人理财知
识，促进金融知识的普及。

她回忆道，有段时间孙杨在
经历人生的最低潮，他的父母来
北京陪他。 这时他找到我说：“您
帮我找些课程吧，我想学习。 ”

“运动员不会在最辉煌的时
候找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他们
往往会在最低谷的时候过来。 这
也是基金的抱负，为运动员提供
教育培训的服务和机会，与他们
一起同行。 ”关心怡说。

� � 运动员培训项目之一《冠军梦想中心》为运动员提供多媒体教
室及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