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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若琪：“三高”少女公益行
■ 本报记者 刘兴 李庆

从 10 岁开始打球，27 岁从
赛场转身，在排球之外的陌生的
世界里，“三高”（身高、 颜值高、
学历高） 少女惠若琪选择了公
益，这里寄托了她对未来的美好
向往。

2017 年， 惠若琪发起成立
“惠基金”，她想回报排球带给她
的一切。 她帮助身边的伤病运动
员、教练员，让他们远离伤病困
扰；2018 年初， 她设计出元气丽
人、聚爱亲享、雏鹰助翔、凝心去
戾的 S4S 计划，用体育服务于女
性、家庭、儿童和校园教育；面对
人们对体育教育的漠视，她又开
始大声疾呼“扶贫先扶智，扶智
先扶体”……

她的公益世界是如此的多
彩多姿，但理想丰满，现实却骨
感。 公益不比排球竞赛，这里没
有对手，没有输赢，甚至短期内
都没有结果。“有过困惑，但我既
然选择了开始，就绝不会轻言放
弃。 做好当下的每件事，把基础
打牢，这样也许会更有意义。 ”惠
若琪说。

“人这一辈子没法做太多的
事情，所以每一件都要做得精彩
绝伦。 ”史蒂夫·乔布斯这句经典
之语，倒颇似为惠若琪做出的最
佳注脚。

择而无怨 ， 殆而不悔 ，在
2019 年的公益路上，惠若琪正在
铿锵前行。

我的公益记忆

《公益时报》：记得 2016 年的
时候，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对
未来感到迷茫。 但在 2017 年初，
你就发起成立了惠若琪女排发
展基金 ，走上公益之路 ，怎么会
有这么快的转变？

惠若琪：2016 年的迷茫期主
要是因为伤病，人在脆弱的时候
就会情绪低落，会思考很多以前
没想过的问题。 其实早在 2015
年， 我第一次心脏手术的时候，
我就想过如果手术不成功，就永
远也不能打球了。 在这之前，我
的全部重心都在排球上，如果把
我和排球剥离开，从赛场走向社
会，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
么，脑子一片空白，这是我当时
最大的困惑。

2011 年，当时有一个契机让

我接触到了公益，我每个月会通
过一家公益组织，给一个世界上
贫瘠地区随机的一个孩子搭成
对子，每月捐 200 元钱用于饮用
水的补助。 我的想法很简单，每
周少逛一次街，可能就把钱省下
来了。 他会给我寄张小贺卡，谈
他的生活状况，也会表达感激之
情。 我觉得公益是一种非常好的
方式，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
内心也会充满力量。 这也让我心
中种下了公益的种子，开始铺起
未来的公益之路。

《公益时报 》：在此之前 ，你
接触过公益吗？

惠若琪：没有。 但在我很小
的时候，记得有一次爸爸开车送
我去上学， 我坐在后面没事就
乱翻了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
西，好像是在中央扶手箱里，我
就翻到一个证书本。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资助证， 下面写的就
是资助一个贫困小女孩上学的
事情。 那时候我也不懂这代表什
么，根本没概念，长大了才知道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
件事对我选择公益之路可能也
有一定影响吧。

《公益时报》：由成立初期的
惠若琪女排发展基金 ， 到 2018
年成为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专
项基金，惠基金的发展目标发生
了哪些变化？ 具体开展了哪些活
动？ 取得了哪些效果？

惠若琪：基金成立初期就是
希望帮助那些退役运动员和教
练员。 后来我发现这一部分人比
较少， 体育其实能惠及更多人。
我们希望更多人关注这些运动
员和教练员，就需要大家更重视
体育， 这样才能更重视体育人，
所以又延展到体育教育。 目前开
展了高原雏鹰运动会、 青海支
教、云南公益行、不一 YOUNG
的体育课等项目。

从效果来看， 在支教项目
上，我们已经开始着手打造科学
的、有效的、长期的体育支教项
目，并在支教过程中，帮助支教
地建立、培养符合当地实际的体
育体系，保证支教效果的可持续
性。 不一 YOUNG 的体育课，通
过新颖的形式和专业的内容，已
经引起了南京很多中小学校的
兴趣，计划将其纳入学校 4:30 后
的课堂。

《公益时报》：你在 2018 年曾
有过 5 天跑 5 个城市到 5 所高
校宣讲的经历，整体感觉你去年
的公益行程都很满，为什么不在
退役之后先放松一下自己呢？

惠若琪：我身边的人也问过
我类似的问题，之前打球本来就
很累，很辛苦，退役之后为什么
不选择简单点的生活？ 我的回答
就是停不下来。 以前打球每天时
间安排得都很满， 突然空闲下
来，我会非常不适应，感觉心里
空落落的。 所以就给自己定下目
标，做出计划，把时间填满，这样
才感到踏实。

我的公益追求

《公益时报 》：2008 年 ，你提
出 “扶贫先扶智 ，扶智先扶体 ”，
这是一种很新的提法，为什么会
有这一想法？

惠若琪： 在支教过程中，我
们发现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偏
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不需要
体育教育，他们身体看起来挺好
的。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从营养
角度来说，他们不够强壮，从心
理角度来说，他们非常内向。 在
和这些孩子互动的时候，他们的
眼神从来不敢跟你直视，给他们
发东西的时候他们都是躲着去
接。 后来我们就发现，通过体育
的方式，他们慢慢开始愿意去跟
人交流。 而且现阶段我们的老师
的回馈是，很多乡村孩子不爱运
动， 甚至深受电子产品的诱惑，
体质每况愈下。

所以，我觉得体育是一种非
常好的方式，我们要消除这种社
会偏见，就必须有人要发声。 很
多人说扶贫先扶智，我觉得扶智
就要先扶体，这个“体”不仅仅是
他的外在、他的体魄，更多是他
的内在，他的“精气神”。

《公益时报》：这是对传统观
念的改变，一时很难见到成果。

惠若琪：在短期内很难看到
成果，但我会坚持做下去。 当然，
你付出很多努力， 看不到成果，
这个过程会有一丝纠结。 但就像
以前打球时碰到挫折一样，我们
不会放弃，一定选择坚持到底，这
是排球生涯带给我的宝贵财富。

《公益时报 》：一年下来 ，你
对公益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惠若琪： 在实践过程中，我
发现公益和我理想中的不一样，
这也促使我进行新的思考。 如果
从宏观上看，你说人类生存的意
义是什么？ 我们也许无法得到一
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在
有效地时间里为我们做的每件
事赋予意义，这就会让你看到公
益的价值。

另外，在此之前，我可以把
排球视为我的生产力， 我的输
出。 那么，在未来公益路上，我的
生产力是什么，我应该有什么样
的输出？ 我觉得作为公众人物，
特别是作为一个体育人，你要给
粉丝和球迷输出更多正能量的

东西，以点带面，唤醒更多的人，
你从事公益活动也会变得更有
意义。

我觉得运动员是有先天优
势的，他们是非常正向的一个群
体，能覆盖很多的人群，尤其是
年轻人，他们喜欢看你的运动项
目，其实是被你带来的体育表现
以及精神感染。 所以我觉得体育
运动员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
责任。 这都是公益带给我的思
考，也是我的追求。

《公益时报》：基于目前的认
识，你的公益路线图会有新的变
化吗？

惠若琪 ：我一直在想，现在
做的公益项目更多还是基于扶
贫，也许两年之后，全面实现小
康社会了，扶贫就不再是公益的
高度了。 到那时，我们可能谈论
更多的就会是公益的宽度。 宽度
是什么，就是给受助者更好的服
务，比如，现在支教基本都是语
数外，到那时就会更多推广音体
美，会给孩子们更广泛的教育的
服务。

我的公益角色

《公益时报》：经过 2018 年一年
的时间，你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
什么？

惠若琪： 建立一个基金，对
于刚刚走上社会的我来说，每一
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目前来
看，更多的困难还是在于长线规
划以及劝募。 募资要找到双方共
识的点，很多企业还不具有公益
心，总是拿着商业意图去绑架你
的公益思想，所以很多事情就没
办法做。

《公益时报》： 作为公众人
物，募资也会很难吗？

惠若琪： 大家有一个误解，
包括我以前也有这样的错觉，以
为公众人物做事很容易，但其实
根本不是这样，都要一步一步来，
都得从小事做起，从根基打起。

当然，作为公众人物，你有

机会接触更多的层面，可以跟不
同的人交流，这也是加速自己成
长的一个过程，能够细化自己的
计划，进化自己的想法。

《公益时报》：那你现在遇到
困难，又如何激励自己渡过难关？

惠若琪：自我激励吧。 用你
的过往，用身边的人和事，每个
运动员其实都是一本励志书。

《公益时报 》：2019 年 ，对于
惠基金的发展 ， 你想的更多是
什么 ？

惠若琪：我现在想的更多的
是如何让惠基金持续发展下去。
从化缘到自我创造新的价值，集
聚更多的资源，把公益链条做得
更长，更持久，这对我来说又是
一个新的课题。 我也在想做什么
才能反哺给公益，是需要稳定的
收入，还是建立商业支撑，这都
是我新的努力方向。

《公益时报》：还想问你一个
话题，由体育人向体育公益人的
转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惠若琪：前一阵我和朋友聊
天的时候， 还谈起过这个话题。
我现在非常怀念以前打球的生
活，这样的感觉特别强烈。 那时
候有组织，有姐妹，大家为一个
既定的目标去拼搏，每天非常快
乐，非常开心。 角色转换有一个
适应过程， 就比如你失恋了，需
要时间去修复自己一样。记得有
一次在支教地方和孩子们一起
唱国歌，以前每场比赛之前都会
唱， 但那次就是说不出的感动，
直接把自己唱哭了。

《公益时报》：那未来你会如
何做好体育公益人这一角色？

惠若琪：以前我所有的潜力
都在排球上面， 都在女排这个
集体、这个平台上面去迸发。 在
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需要
展现自己其他方面的潜力，或
是在其它方面创造价值的能
力。 无论是体育公益人也好，或
者别的事业也好， 我都希望把
每件事做好， 这是我内心的真
实想法。不一 YOUNG 的体育课

惠若琪（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