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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深耕体育公益需“质”“量”兼顾
时隔一年 ， 姚基金创始

人、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重回武汉。

为助力武汉疫情后提振信
心，展示武汉抗疫成果和良好城
市形象，在武汉市政府和当代集
团的大力支持下，2020 年姚基金
慈善赛落户武汉。 “这里一切如
故，生活还在继续。 这一切是湖
北人民、武汉人民坚韧的个性支
撑下来的。 ”姚明说。

在武汉接受记者专访时，姚
明回望姚基金创办历程、畅谈体
育公益发展方向及其与体教融
合的契合点。

从“一腔热血”
到“责任在肩”

从 2007 年在北京举办首届
“姚纳慈善赛” 到今年赛事落地
武汉， 姚基金慈善赛已走过十
届。 回忆慈善赛创办之初，姚明
称源于自己“一腔热血”的冲动。

姚基金慈善赛缘起于姚明
和史蒂夫·纳什在一场 NBA 赛
后的对话，纳什提议通过慈善义
赛的方式为中国的青少年公益
项目募集善款。“当时觉得这是
中国的事儿，所以一腔热血或者
说有冲动这么去做。 ”姚明说。

“做完一次慈善赛后，效果很
好，也有一些成就感。但是在做的
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它变成了
一种责任和割舍不下的东西。 ”姚
明说，“到后来仅靠冲动是不够
的，它需要理性和模式，也需要整
个流程的可持续性。 这也是后来
姚基金诞生的原因。 ”

近年来，随着更多体育公益
项目落地开花，姚基金的品牌影
响力逐步提升。 姚明坦言，肩上
的责任更重了，有时候甚至需要

“暂停脚步”，以寻找更合适的发
展方向和运行模式。

2012 年，“姚基金希望小学
篮球季” 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旨
在为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提供体
育教师培训、体育赛事组织等服
务。 姚明介绍，从最初的 47 所扩
充到两年前的约 500 所，越来越
多的学校加入了这个项目，但覆
盖范围的扩大，也为相关工作带
来了更多挑战。

“当一个想法慢慢成长到被
500 个学校接纳时， 它的组织工
作、 教学训练和组织比赛的方式
都需要提升。 ”姚明说，“数量并不
是我们绝对追求的东西。 我们当
然希望可以覆盖到更多的人群，
但我们更希望覆盖到更多的人群
时效果是扎实的。 随着社会的发
展，我们应该有更优化的目标。 ”

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姚明说
他们快要确定新阶段的目标了。

“但我现在还不能说出来。 ”姚明
笑着说。

发挥专长
以体育人

2008年， 为帮助汶川地震灾
区进行校园重建， 姚明创办了姚

基金。这一目标完成后，经过认真
思考，姚基金提出了“以体育人”
的理念， 多年来始终聚焦于乡村
地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业。

在姚明看来，尽管我国西部
和相对欠发达地区做到了教育
普及，但存在体育、艺术类课程
师资力量相对缺乏的情况。

“我们坚信在学生的成长过
程中，体育可以陪伴并且帮助到
他们。 我们对体育相对来说比较
了解，也有一些资源，所以希望
运用好我们的专长，在这方面发
挥一些作用。 ”姚明说。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姚基
金开始通过硬件捐赠、 体育支
教、 组织集训和联赛等方式，改
善乡村地区体育教育缺失的问

题，帮助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
作为这一理念的首倡者，

“以体育人” 的薪火传递让姚明
“很有成就感”。

两位曾经的支教志愿者在
参加活动后，希望回到姚基金培
训更多志愿者，并由此成了姚基
金的员工。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认
可。”姚明说。“他们认可我们做的
事情，愿意加入我们，去影响更多
的人。当这种队伍日益壮大，与我
们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多的时
候，这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

截至 2019 年，姚基金已累计
派出 2240 人次志愿者，近 115 万
人次乡村小学生从中受益。

而除了姚明，杨扬、高敏、惠

若琪等越来越多的退役与现役
运动员都渐渐加入中国体育公
益事业。“我们都想让体育在社
会进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
用。 ”姚明说。

借政策东风
期待未来更多合作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近日联
合发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作为体教融合领域的
一份重磅文件，《意见》针对多年来
体教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引发了体育
界、教育界人士的强烈共鸣。

实际上，姚基金旗下包括“希
望小学篮球季”“星空计划” 等项
目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乡村学校体
育氛围提升、 乡村体育师资力量
建设等主题。 而这些公益活动的
举办， 也对体育在教育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有着积极意义。

“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做
‘以体育人’这项工作，也相信可
以借助（《意见》的）一些东风，获
得更多的支持，去更好地做我们
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事情，提供更
好的体育公益产品。 ”姚明说。

13 年的公益之路，从最初建
设校舍和操场、捐赠体育装备等

“硬件”提供，到后来关注乡村体
育师资力量、乡村体育教育质量
等“软件”建设，理念的进步、质
量的提升十分明显。 姚明说：“可

以明显地感觉到在硬件建设上，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校舍、运动场等往往很快就能建
成， 体育器材该有的也都有了。
我们现在需要不断地在内容、软
件方面做研究、做提升。 ”

姚明坦言，从“授人以鱼”到
“授人以渔”，仅靠基金会的力量
并不够， 他期待未来与教育、体
育方面的相关机构展开多维度、
深层次的合作，推动姚基金在活
动规模、公益产品质量方面的进
一步提升。

“如果我们有机会和教育系
统、 体育系统有更紧密的合作，
包括与一些研究机构进行更紧
密的合作，可以提高姚基金公益
项目的教学水平。 比如现在就有
很多师范院校和我们合作，给了
相关项目很大的帮助。 这种模式
如果能够在数量、质量上得到更
多提升，我们就可以做得更有效
率。 ”姚明说。

谈到十多年来姚基金的变
化，姚明笑言：“理事长变得更好
了！ ”作为中国篮协主席，姚明重
任在肩、公务缠身，姚基金的具
体工作多由现任理事长叶莉及
其团队承担。 姚明也不回避身兼
中国篮协主席和姚基金副理事
长是否会存在职务冲突的问题。
他说，这两个机构不存在利益冲
突，目标是一致的。 以往的中国
篮协领导也一直对姚基金给予
支持帮助，对此他心存感激。

（据新华社）

“我们希望用姚基金慈善赛
所传达的积极向上体育精神助
力武汉重启， 传递我们的态度，
表达我们的致敬。希望这场特殊
的慈善赛，能够为武汉的复工复
产，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体育教
育事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
10 月 4 日晚，姚基金创始人、中
国篮协主席姚明在武汉体育中
心面对 7500名现场观众， 如此
表达第十届姚基金慈善赛落地
武汉的特殊意义。

作为疫情过后国内举办的
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
2020 姚基金慈善赛的成功举办
引发高度关注， 昔日的方舱医
院重新变身体育赛场模样的对
比照片在社交媒体“刷屏”，正
如姚明所希望的那样， 这场比
赛成为武汉全面重启最具说服
力的证明。

致敬武汉抗疫英雄

对于姚基金而言，今年的比
赛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届
赛事。 回溯姚基金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其成立之初便肩负着
助力灾后重建的重要使命。

本届姚基金慈善赛落地武
汉， 除了给即将实现脱贫的 37
个县市区的乡村学校带来体育
教育方面的支持， 最重要的目
的就是助力武汉疫后重启，致
敬抗疫英雄。

正赛前一天， 姚基金创始
人姚明和姚基金理事长叶莉便
率领姚基金团队， 奥运冠军陈
若琳，著名主持人周群、鲁健、
于嘉以及“中国篮球明星队”球
员代表沈梓捷、胡明轩、王少杰
一行探访了为抗疫作出卓越贡
献的火神山医院， 慰问抗疫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 要知道，这座
在疫情期间收治 1800 余名病
人的特殊医院， 是在疫情期间
仅用 10 天时间便完成交付的，
堪称武汉战疫的标志性符号，
姚基金此行标志着武汉市已经
步入全面复工复产， 抗疫取得
的决定性胜利。

在姚基金慈善赛正赛环
节， 也精心设置了诸多环节向
武汉抗疫做出的贡献致意。 本
届赛事参赛一方被命名为男丁
格尔明星队，“男丁格尔” 音同
于护理事业创始人“南丁格
尔”，以此来致敬白衣天使。

宣告武汉全面重启

当然，对于武汉而言，姚基
金慈善赛成功举办也具有非凡
意义。 从 1 月 23 日 10 时关闭
离汉通道， 到 4 月 8 日 0 点正
式解除管控， 武汉经历了长达
76 天的艰苦卓绝的“封城”。 此
后， 武汉又花费了约 9 亿元为
全市 1000 万人进行免费核酸
检测， 让武汉成为全世界最安
全的城市。 正因为如此，本届赛
事全面向公众开放， 对于购票
观众也没有诸如“提供 7 日内
核算检测证明”“限本地户籍”
等要求， 充分展现了这座城市
的自信。

作为武汉重启后举办的首
个面向公众开放的高水平体育
赛事， 本场比赛在武汉体育中
心举办。 疫情期间，这里与武汉
其他 9 座体育场馆一起被临时
改造为方舱医院，提供 1100 张
床位， 用于收治新冠肺炎确诊
轻症患者。从 2 月 6 日建成到 3
月 8 日休舱， 累计收治病人
1056 人。如今，方舱医院又变回
了体育赛场。 姚基金慈善赛当

天，这里向大众开放了 7500 个
座位， 成为疫情过后国内举办
的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

在疫情期间多次连线武汉
的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这样打趣
地形容武汉现在的活力：“大家
都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 武汉
这座城市和整个湖北在快速地
恢复活力， 那么已经恢复到什
么程度呢？ 恢复到了叶莉和姚
明的高度。 不过姚明的个儿可
能不会再长了， 但是武汉恢复
活力的高度还会继续去不断地
向上攀升。 当体育馆不再是方
舱医院， 而会成为晚上比赛的
场馆， 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
个重要的标志。 ”

正如白岩松所说， 满场观
众的欢呼声响彻武汉体育中
心， 就是武汉全面重启最具说
服力的画面。 当一场数千人参
加的篮球赛事通过媒体传播到
全世界， 当武汉体育中心方舱
医院形态和姚基金赛场形态的
对比照片在社交网络上“刷
屏”，就彻底打消了大众对于武
汉的顾虑， 更是对国外对于中
国抗疫工作质疑声音的最有力
回击。 （据“体育大生意”）

方舱医院变回体育场
7500人的姚基金慈善赛见证大武汉归来

10 月 4 日，姚基金创始人姚明（中）在赛后与嘉宾以及球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