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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5 万元善款助力冰雪运动
“大靖冰雪公益计划”启动

� � 4 月 11 日， 中国青基会披
露，上述善款均已到账，将用于
设立“希望工程·大靖冰雪公益
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校
园冰雪六个一”计划，为乡村青
少年完善冰雪运动条件， 创造
冰雪运动机会。

冰雪运动参与人群已从小
众走向大众， 参与空间从地区
走向全国， 参与时间从冬季变
为全年， 这给社会组织参与提
供了广阔空间。 体育明星通过
拍卖筹集善款支持公益是否已
成为一种趋势？ 作为受捐方的
社会组织参与设计体育公益项
目与普通项目有何差别？

面对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承诺，中国青基会理事长
郭美荐表示，中国青基会将推动

“大靖冰雪公益计划” 持续深入
开展，通过体育让更多乡村地区
的孩子获得成长新契机。

106.95 万元善款
助力冰雪运动

2022 年 2 月 5 日， 武大靖
获得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短道
速滑男女 2000 米混合接力金
牌，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
冬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4 月 8 日， 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
会堂举办，武大靖获得“突出贡
献个人”称号。

早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当
晚，武大靖就通过社交媒体表达
了自己的公益愿景：希望通过拍
卖的形式， 将金墩墩用于公益。
武大靖表示：“我的金墩墩，我希
望你不仅能承载我的荣耀，也能
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

提及做公益的初衷，武大靖
讲述了自己小时候遭遇东北洪
水、母亲抱着他去给解放军送鸡
蛋的故事。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武大靖觉得应该在自己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帮助更多人。

今年 3 月， 武大靖与中国
青基会联合发起“希望工程·大
靖冰雪公益计划”，旨在推广青

少年冰雪运动， 传播体育精神
和奥运精神。

根据中国青基会安排，“希
望工程·大靖冰雪公益计划”将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校园冰雪
六个一”计划，为乡村青少年完
善冰雪运动条件。 其中，“六个
一” 包括一场奥运冠军励志巡
讲课、一个校园冰雪运动队、一
次校园冰雪课程老师在线培
训、一位专业支教辅导员、一套
冰雪运动器材和装备、 一场冰
雪赛事或夏令营。

对于拍卖所得善款，中国青
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华伟表示，

“金墩墩有价也无价。有价，体现
在大家对这个物品的市场价格
认定上；无价，则是因为它是奥
运精神伴手礼， 并非人人可得，
具有稀缺性、独特性、特殊性。 ”

张华伟指出， 武大靖获得
的这枚金牌是中国短道速滑队
为 2022 北京冬奥会收获的首
枚金牌， 这让伴手礼金墩墩的
社会价值得到提升。 金墩墩拍
卖所得， 更多的是一种爱心价
值，是奥运精神的体现。

张华伟谈道，一个金墩墩、
八张签名照、10 万元个人捐款
汇聚成了“希望工程·大靖冰雪
公益计划”，这让金墩墩这个无
形资产更有价值。 拍卖金墩墩

的行为和公益倡导， 能够在爱
心人士和社会公众中产生正面
影响， 让公众积极参与到公益
事业中。 这个价值可能远远大
于产品价值本身。

提及发起上述公益项目的
初衷，张华伟表示，希望通过奥
运冠军的励志精神， 向青少年
传递正向的育人观， 弘扬积极
向上、顽强拼搏的奥运精神，培
养青少年公平竞争、遵守规则、
团结协作、友好互助的意识。

奥运冠军队友
接力公益

事实上， 在武大靖此前宣
布要拍卖自己的金墩墩后，他
的队友范可新和花滑名将金博
洋也都接力表态， 表示愿意效
仿武大靖， 将自己的金墩墩拿
出来拍卖，为公益事业助力。

范可新还在武大靖微博下
跟帖：“跟着大哥一起， 我也拍
卖一个！ ”

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将
所获荣誉、 奖品等通过市场化
拍卖支持公益， 已成为越来越
多体育明星参与公益的方式。
而个体通过社会帮助成就自
我，又将自身成就回馈社会，带
动更多人参与公益， 也有助于

更好地促进团队协作。
张华伟表示， 根据捐赠人

捐赠意愿， 武大靖还想发挥队
友力量，共同支持公益。“奥运
精神、 公益力量的传递不能仅
靠一己之力， 还应借助团队力
量。 希望有更多体育人才加入
冰雪运动中， 传递奥运冠军励
志精神。 ”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结
果， 从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
2021 年 10 月，中国已实现“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
标。 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到 3.46 亿人， 居民参与率达到
24.56%,全国已有 654 块标准冰
场，803 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承诺已经实现， 这是北京冬奥
会最大的遗产成果。

据了解， 下一步“希望工
程·大靖冰雪公益计划”将组织
录制奥运冠军励志课， 组建冰
雪轮滑队，培训专业老师，发动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冰雪冬令
营支教等活动中， 吸引更多奥
运冠军和公众参与冰雪运动，
让冰雪运动在中西部地区更好
地推进落地， 助力乡村冰雪运
动发展。

项目设计
尊重捐赠意愿

早在 2008 年 6 月，现任中
国篮协主席的篮球明星姚明在

中国青基会发起设立姚基金。
本着“以体育人”的宗旨，姚基
金致力于助学兴教， 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 此举也成为体育
明星和社会组织合作的一个成
功案例。

时至今日， 体育明星与社
会组织合作、 开展公益项目已
非常普遍。 体育明星或利用自
身影响力开展公益倡导， 或发
起设立公益项目， 通过不同形
式传递体育精神， 影响更多人
参与公益， 并将公益作为实现
自身社会价值的首要选择。

作为受捐方的社会组织在
面对体育明星的公益意愿，以
及共同设立公益项目的过程
中， 是否会有一些特定的处理
方式？ 与普通捐赠是否存在一
定差异？

张华伟表示， 受捐方在设
计公益项目时更多还是尊重捐
赠方的意愿。“社会发展进程中
会出现各种问题， 但解决问题
不能靠一两个人， 而是需要更
多同行者， 发挥示范作用带动
更多同行者加入。 只有这样才
能让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
决。 这也是我们在设计每一个
公益项目时都要考虑的， 也是
最大的相同点。 不同点在于，相
比普通人， 体育明星更有影响
力和感召力， 他们能够感召更
多群体，团结更多同行者，在助
力解决社会问题时方式方法也
更多。 ”

在张华伟看来，无论是姚明
设立“姚基金”开展希望小学篮
球季，还是武大靖拍卖金墩墩开
展“希望工程·大靖冰雪计划”，
都是在推动国家体育强国精神，
让青少年健康发展，让冰雪运动
更好地融入公众。“众人拾柴火
焰高。 我们需要更多同行者，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中
国 3 亿人上冰雪的问题。 ”

� � 近日， 武大靖的冠军
‘伴手礼’金墩墩和

八幅个人签名海报拍卖得的
善款共计 96.95 万元， 已由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转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账
户。其中，武大靖的金墩墩以
92 万元的价格成交。 此外，
武大靖个人还向中国青基会
捐赠 10 万元， 善款合计
106.95万元。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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