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不论是对于马云还是阿里巴巴都有不小的变
化。48岁的马云选择在淘宝网 10周年庆典之日卸下“CEO”
重担，同时将自己的后半生定位为公益、环保。 当年 7 月，由
阿里巴巴公益发起的“天天正能量”项目正式启动，阿里巴巴
集团计划每年投入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用于发掘、传播
和弘扬社会上的正能量人物和事件，推崇社会正能量。

2014年，马云的公益道路多了很多大手笔。 日前，马云
在北京宴请比尔·盖茨，共商慈善事宜的新闻被广泛解读。两
个月前，他与另一位阿里创始人蔡崇信联合宣布将成立个人
公益信托基金，预期规模达 30亿美元。 有分析人士称，马云
的公益举动一定程度是为了提升阿里在国际投资市场的形
象。 但事实上，在更早的 2010 年 5 月，阿里便宣布从 2010
年起将集团年收入的 0.3%拨作公益基金。 大佬的真实想法
无从探知，但从其下属团队执行的公益项目中，其理念却可
见一斑。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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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发动“天天正能量”：

唤醒善良？ 直接给钱！

2 万块的“接力”

家住上海的陈阿姨从未想
过“天降 2 万块钱”这种事儿会
发生在自己身上。

2013 年 6 月 17 日， 网友
howImiss 在微博上发布：“一号线
车厢里不知谁扔了满地西瓜。 坐
在我旁边的女士站起来，耐心地
把西瓜一块块捡起来装进一个
塑料袋里，然后把塑料袋扎起来
放到角落。 擦了擦手，站到了车
厢门口去（原来的位子已经被人
占了）。 全车厢的人都一起目不
转睛地看完了整个过程。 不知别
人怎么想，反正我脸红了。 ”“脸
红”的网友还在微博上附了阿姨
座位被占后倚在地铁扶手边的

照片。
出人预料的是，阿姨的“举

手之劳” 却在微博上被广泛传
播，《人民日报》、 上海文明网等
官微纷纷为其点赞。“天天正能
量”的编辑发现后随即在微博上
发起了“寻找地铁阿姨”的活动，
表示：“勿以善小而不为，求扩散
寻找这位美丽阿姨！ 每转发一次
我们就奖她一块钱，2 万封顶！ ”

两天后，这条寻人的微博被
转发了四万多次，开鞋店的陈阿
姨最终被发现。

实际上，这是“天天正能量”
发起的第一次奖励正能量人物
的策划活动， 连策划编辑都对
“甫一上线， 便冲到热门微博
TOP2”的成绩感到震惊。

“天天正能量”项目是由阿

里巴巴集团联合全国 30 余家主
流媒体共同发起，旨在“推崇人
性真善美， 唤醒社会正能量”。
2013 年 7 月，项目正式在杭州启
动。 成立之初，阿里集团计划每
年投入 500 万元到 1000 万元，用
于奖励社会中的好人好事。

“奖励”就是直接给钱。 项
目组马上联系陈阿姨， 要其提
供银行卡号， 没想却遭到了拒
绝。“陈阿姨根本不接受，说我
就捡个西瓜皮，不要给我钱，也
不接受媒体采访。 ”项目负责人
张银生告诉记者， 还有的人在
接到项目组电话时直接挂断，
以为对方是骗子。“不相信，觉
得凭什么给我送钱啊， 还要我
卡号身份证号。 ”

陈阿姨最后被说服，是因为
项目组的人告诉她：“奖励你不
单纯是因为你做了好事，还因为
你做的好事影响了很多人。 把奖
励你的事情传播出去，大家会有
触动，也会更关注公共卫生。 如
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这 2 万块，
可以选择把它捐给需要的人，也
比拒绝更有意义。 ”

后来，陈阿姨果然将奖金捐
了出来，经项目组、《新闻晚报》、
《武汉晚报》等多方联系和协调，
捐给了刚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武
汉学生黄朝阳。 黄朝阳家住武汉
新洲区，爷爷重病，父母都是农
民在外地打工。 为了筹集孙子学
费，奶奶也走出家门到餐馆刷盘
子。

黄朝阳拿到 2 万块钱后，更
戏剧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武汉的
企业家在报纸上读到转捐的新
闻被感动，要求承担黄朝阳大学
四年的学费。 而黄朝阳在知道自
己的学费不用操心后，又把钱拿
出来，捐给了一位贵州的贫困学
生。

“2 万块钱从上海到武汉，再
从武汉到贵州，我们的微博每一
步都在跟进传播。 ”张银生说成
千上万的网友在“天天正能量”
的官微里留言，表示自己受到了
正能量的感染。

截至记者发稿的 2014 年 6
月 22 日，“天天正能量” 新浪官
方 的 微 博 粉 丝 数 已 经 达 到
360428 个。

2000 万元的“手笔”

在“天天正能量”迅速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的背景下，2014 年
4 月 18 日， 阿里公益发起“2014
媒体公益和社会责任” 研讨会，
宣布追加针对“天天正能量”项
目的投入———2014 年阿里巴巴
集团将投入 2000 万元专项基
金，用于发掘、奖励、传播和弘扬
社会正能量。

“‘天天正能量’的公益理念
是马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
席马云）提出来的。 他认为现在
负面新闻充斥媒体，很多真、善、
美的东西报道不出来。 但其实美

好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就想用
一种方法来唤醒人心中积极向
善的一面。 ”回忆项目的设立初
衷，张银生如是说。

理念有了， 模式还需要设
计。“天天正能量”的团队源于此
前的雅虎编辑部。 有着强大媒体
背景的队员们决定继续借力媒
体。

经过多次讨论、 尝试后，项
目形成了以“常规评选”和“特别
策划” 两种方式为主的运行模
式。 常规评选采取“媒体推荐、评
委评选、网友点赞”的方法，每周
评选一次，由合作媒体推荐一周
来全国各地的好人好事（目前
“天天正能量” 的合作媒体已近
50 家），再由各媒体总编、副总编
充当评委进行投票，票数一致的
以网友点赞数高者胜出，最终评
选出一、二、三等 6 个正能量故
事，给予当事人 1000 元到 1 万元
的现金奖励。

最近一期的获奖正能量在
2014 年 6 月 12 日公布， 获奖人
数 6 人，共支出奖金 23000 元。一
等奖的获得者是替丈夫偿还“口
头债”的王瑞华。 5 月 26 日晚，江
苏周巷镇胡荡村村民 51 岁的个
体经营户马春松突然病故，马春
松生前曾借过一些钱，但没记下
具体账目。 对于这些说不清的欠
债，马的妻子王瑞华不想给丈夫
和自己“留下骂名”，便翻出老公
的手机，给丈夫生意上的朋友挨
个打电话，主动跟十几个人问清
3 万多元欠债， 并在端午节期间
全部还清。

“天天正能量”奖给王瑞华 1
万元奖金。《扬子晚报》副总编辑
戴平在给她的颁奖词里这样写：
如今人们见多了言而无信、言不
由衷的丑陋嘴脸， 开着宝马车、
欠账不还的“老赖”并不鲜见，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她的所作所为
才凸显了人性的光辉和社会的
正气， 让我们更加有理由坚信：
诚实守信，我们能够做到，并非
遥不可及！

“而特别策划则由编辑每天
从各种渠道搜集信息，符合标准
值得再次传播的，就直接联系报

道的媒体或者自媒体，当即决定
奖励 1000 元-10 万元。 ”张银生
介绍，上海陈阿姨的事件就属于
特别策划。

多方联动下的项目试水

2014 年 5 月 27 日， 阿里巴
巴集团对外公布了其公益平台
2013 年的公益数据：2013 年，阿
里公益平台帮助公益组织筹集
善款突破 1 亿元，阿里集团对外
捐赠金额超过 8100 万元。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的奖
金由阿里集团财务直接支出，打
到受益人账户， 不设中间环节。
截至 2014 年 5 月月底，该项目共
支出资金约 800 万元。

而针对 2014 年增加的正能
量专项基金使用计划，“天天正
能量” 发言人在研讨会上透露：
除了一部分用于奖励社会正能
量事件外，2014 年项目组还将与
更多媒体、公益组织进行深入合
作，开展有关河流治理、文化传
承等方面的公益活动。

事实上，项目组此前已经进
行过一些有创新性的公益项目
的试水。 2014 年 3 月，项目组与
广西电视台共同发起“爱不闲
置，小鞋盒大惊喜”活动，邀请爱
心家长和孩子找出家中闲置的
鞋盒， 放入闲置的玩具和文具，
为广西偏远山区的 5000 名留守
儿童送上新学期礼物。

2014 年 6 月，项目组与《都
市快报》合作，推出“公益跑”活
动，从报名者中选出 100 名跑步
爱好者参与。 参与者用手机下载
计步软件， 上传每天跑步的距
离。 在 100 天内，如果参与者跑
够 200 公里，那么每一公里“天
天正能量” 捐出 10 元钱； 而相
反，如果跑步者的总公里数不足
200 公里， 那么跑步者则需要个
人拿出 2000 元进行捐赠。

除媒体外，项目组也尝试与
公益组织合作。 其开展的“圆你
一个公益梦”活动，与合作媒体
一起面向全国征集有创意的梦
想，由项目组出资，公益组织负
责执行。

� � 日前，马云在北京宴请比尔·盖茨，两位在商场争战后，又
转入公益慈善领域的人，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