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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让青少年体会到选择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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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月 15 日，“2017 姚基金希
望小学篮球季”全国集训及联赛
在南京开幕，姚明出现在联赛现
场，最萌身高差和姚式招牌微笑
让他立刻成为全场追逐的焦点。

而就在半个多月前，这一尊
2.26 米高、 约莫 400 斤重的“大
佛”，还在天上飞来飞去，尽可能
出现在中国篮球需要他的每个
场合。

7 月 29 日晚间，姚明还在印
度班加罗尔为中国女篮姑娘们
加油呐喊。 次日中午，就马不停
蹄飞往香港，为姚基金慈善赛首
次落地香港站台。

活动结束后，他又立刻飞回
北京广渠门内通正中心的篮协
办公室里处理公务，这里比任何
时候都需要他，现在已是中国篮
协主席、CBA 公司董事长两职的
姚明来说， 新赛季 CBA 主赞助
商和转播协议正在谈判之中。

如今，身兼公益与公职的姚
明除了社会化身份外，还得把一
定的时间留给家庭，但在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姚基金（以下简
称“姚基金”）的事务上，姚明却
从未缺席。

深耕六年， 探索体育公益
最佳模式

2008 年，“姚基金”成为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旗下设立的
专项基金，开始援建希望小学和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项目。

2012 年，姚基金在四川乐山
市举办了首届“姚基金希望小学
篮球季”， 乐山是姚基金捐建希
望小学数量最多的地方，原本想
就让这些学校来参与，没想到在
项目推广中，周边很多希望小学
都想加入到这一项目中。

首期“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
季”的参与学校就达到 40 多所。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已经成为姚基金的核心公益项
目，核心理念是“以体育人，开启
新希望”， 是首个在贫困地区小
学中系统开展的，以篮球运动对
孩子们进行体育启蒙的体育公
益活动。 自 2012 年启动以来，已
经迈入第六年。 六年中不断坚持

的动力则是因为始终相信体育
能够改变人，让人有尊严并养成
良好的态度。

2017“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
季” 共有 6 大片区、10 所高校、
455 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覆盖高
校与受益人群逐年增加。 通过县
市省各级联赛选拔出的 50 支队
伍、 南京承办地的 16 支队伍和
来自休斯敦的 1 支青少年篮球
队，总计 67 支球队，超过 1000 人
参与其中。

作为美国休斯顿市的亲善
大使，姚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
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本次活动
也邀请了一支休斯顿的青少年
篮球队参与其中。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项
目贯彻“以体育人”的核心理念，
改善乡村小学体育教育落后、专
业师资匮乏的局面，通过体育支
教、篮球训练、集训联赛等方式
有效推动学校提升体育教学，营
造体育氛围，让孩子们感受体育
精神、收获自信和快乐、学会尊
重规则和团队合作，增强他们对
未来的信心，顺利走向更美好的
人生“赛场”。

公益升级， 增加足球项目
试点

2017 年 3 月 9 日，教育部发
布《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改革试验区、试点县（区）工作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要求各改革实验区、试点县（区）
加强区域内校园足球改革的整体
部署， 尽快形成本地区的校园足
球教学、 训练、 竞赛体系改革方
案，形成规范的管理工作机制。

根据《意见》的总体要求，各
改革实验区、试点县（区）要充分
发挥足球育人功能，把发展青少
年校园足球作为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遵循人才培养和足球
发展规律，理顺管理体制，完善
激励机制，优化发展环境，大力
普及足球运动。

《意见》的发布被姚基金看
成是公益项目升级的一次机会。

2017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
季项目将对足球运动项目试点，

试行足球支教及联
赛， 将安徽省作为试
点地区。

姚明觉得， 已经
运作六年的篮球季项
目在方式和结构上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 体
育运动应该是多样性
的团队运动， 在这点
上篮球和足球均相
似，集体沟通协作、以
体育人， 公益组织作
为政府部门的补充，
能起到很好的政策倡
导作用。

“增加运动项目
的多样性， 让有着不
同兴趣爱好与天赋的
孩子在不同项目中享
受体育，是姚基金未来全方位推
行以体育人的重要举措。 ”姚基
金项目负责人表示。

“姚基金”会否独立？

2007 年 9 月 14 日，“姚明纳
什慈善篮球赛” 在北京举行，由
纳什、巴博萨、安东尼、约翰逊、
保罗·戴维斯等众多美国篮球巨
星组成的美国明星队与中国男
子篮球队进行一场充满激情、欢
乐的篮球盛宴，当晚比赛共募集
善款 1400 万元。

姚明说，当时并没有很长远
的想法，只是考虑一次性捐建一
所学校，就在北京举办这场慈善
赛来募集建校的资金。 但慈善赛
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
当你亲身参与其中的时候，远远
比自己单纯捐赠一笔钱要感触
深得多。

如何能长期参与其中，让公
益不仅是一次性的行为，姚明觉
得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基金，这样
可以更加主动、更有规划地通过
自己的想法去改变这个社会。

2008 年， 四川汶川地震后，
经过与国内多家慈善组织接触，
最终选择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携手， 利用 2007 年慈善赛
所募到的善款 ， 设立专项基
金———“姚基金”。

9 年间， 姚基金已经在全国

援建了 18 所学校， 并在甘肃省
捐建了一所特殊关爱学校。 其中
15 所学校已竣工使用，超 10,000
名青少年在姚基金希望小学中
受益。 2012 年，“姚基金希望小学
篮球季”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
五年。 截至 2017 年，“姚基金希
望小学篮球季”已先后与全国 13
所高等院校合作，累计派出 1413
人次的支教志愿， 在全国 25 个
省 375 所学校开展校园篮球授
课训练，组织联赛。

对于姚基金取得的成绩，姚
明表示了肯定，未来怎样能将项
目做得更好，是否独立成立基金
会成了姚明正在思考的方向。

姚明说：“我和团队也在积
极探讨，作为公益基金如何能够
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益项目，
如果有一天独立出来成立基金
会，成为独立法人，并不是为了
改变项目本身，而是为了更好的
项目运作。 过去 5 年中，从 2008
年开始建希望小学，到做青少年
篮球季，这期间得到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未来将
建更多学校， 赛事做得更好，扩
大志愿者队伍，培养更多孩子在
球场中选择，更好面对挫折。 ”

对话姚明

《公益时报》：举办多年的篮
球季是否向国家队输送过队员？

姚明：我们关心孩子成长和
性格塑造，但并不是培养篮球运
动员。 姚基金的重点是“以体育
人”， 并不以培养专业运动员为
目的， 如果有好苗子当然很高
兴，但更多还是希望以体育锻炼
方式对孩子成长、性格塑造提供
巨大帮助， 培养青少年团队合
作、相互沟通、情感控制、应对挫
折等方面的能力。

《公益时报》：篮球对于个人
成长有哪些帮助？

姚明 ： 人们在求职找工作
时，你最初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决
定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但你不得
逃避，仍要做出选择。 这就像在
球场上，有着投篮、传球、突破等
多种选择，可能你当时并不知道
哪个是最佳，让孩子们体会到了
球场上选择的快乐。 球场即人
生，就是要让青少年学会如何做
选择、如何面对挫折。

《公益时报》：你怎样看待慈
善与篮球？

姚明：我们能够连续六年举
办“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将
慈善带到青少年篮球之中，这是
很多普通民众和媒体支持的结
果。 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善
念，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将善念
传播出去，从而唤起每个人心中
的慈善， 这是姚基金所希望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慈善的
践行者。

8 月 15 日，“2017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全国集训及联赛在南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