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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天天正能量首次披露五年公益报告
启动战略升级 投入千万共推“XIN公益”计划

2018 爱心千里行活动
“善款换未来”慈善晚宴在京举行

3 月 29 日，由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主办的第六届“媒体公益
与社会责任” 研讨会在杭州召
开， 全国近百名媒体人齐聚一
堂，共商“XIN 公益”。 研讨会上，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首次发布
“五周年公益报告”，并宣布启动
战略升级， 每年投入千万公益
金，携手全国责任媒体打造公益
创新基地。

五年坚持“唤醒”人心

“公益不是看你捐了多少
钱， 而是你唤醒了多少人的爱
心。 ”这句话，热衷公益事业的马
云曾在多个场合讲起。 2013 年，
在他的倡议下，阿里巴巴集团宣
布启动“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
并承诺每年投入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用现金奖励凡人善举
的模式发掘、传播和弘扬社会正
能量。 在此次研讨会上，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首次揭晓“天天正
能量五年公益报告”， 交上了一

份特别的五年答卷。
在这份“答卷” 中可以看

到，截至 2018 年 3 月，“天天正
能量” 共投入公益金 4157 万
元， 联合全国 100 多家合作媒
体奖励了 4684 位中外获奖者。
几乎每天， 都有正能量奖励从
杭州阿里巴巴发出。 这一次次
奖励，是激励，也是唤醒，它见
证着每一位获奖者从改变自我
到温暖世界。

四千万公益金的背后，是一
路裂变成长的公益开放平台。 在
这个开创性地汇聚了全国顶尖
媒体和阿里巴巴生态体系众多
参与者的平台上，诞生了 413 个
媒体公益项目和 1000 多场公益
活动。 在全国 100 多座城市，有
16.5 万人走出家门，参与随手公
益。

这些人和事，经过五年的记
录，勾勒出了新公益时代的公众
群像，也汇成了感动人心的公益
大数据：在 4000 多名获奖者中，

“70 后”、“80 后”的比例分别达到

了 27.4%和 20.4%，年轻人成为社
会正能量的主力军；民工、学生、
医护、教师、警察成为最具正能
量的五大群体； 北京、 杭州、重
庆、成都、西安、武汉、哈尔滨、沈
阳、青岛、郑州成为 2017 年度十
大正能量城市。

五年前，在“天天正能量”公
益平台启动时，阿里巴巴集团合
伙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副理
事长王帅曾寄望“天天正能量”
能成为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鲜
红淡绿”的孩子。 在本次研讨会
致辞时，王帅表示，挖掘社会上
细小而令人感动的事件，五年的
坚持看来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的， 相信在责任媒体的支持下，

“天天正能量” 的下一个五年会
更好。

在研讨会现场，《公益时报》
社总编辑赵冠军表示，公益目前
在助医、 助学领域有很多投入，
但最重要的是带动公众的参与。
而天天正能量的一笔笔奖励，正
是促使一个社会倡导机制的形

成，带动公众去思考和行动。

再投千万启动战略升级

过去的五年，媒体公益与企
业的社会责任融合，也让“人人
公益”的氛围越发浓厚。 五年实
践中，“天天正能量”在媒体的助
力下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从
线下的骑行、徒步、诵读、市集，
到线上的直播、 点赞、“打 call”，
一个个可触摸、有温度的身边公
益活动，不仅在现实中让融入变
得触手可及，也在互联网时代拓
展了公益的边界。

为进一步发挥媒体公益的
优势和职责，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在此次公益研讨会上正式宣
布： 启动战略升级，2018 年将投
入千万公益金推出 XIN 公益计
划，携手合作媒体共建 XIN 公益
基地。

“XIN， 代表唤醒， 心变化
了，世界才会变化。 XIN，也代
表创新， 我们将通过形式的创

新和模式的变革， 带动更多的
人参与到公益行动中。 ”阿里巴
巴集团公益开放平台总监、“天
天正能量” 项目负责人王崇和
表示， 即将迈入 2.0 时代的天
天正能量期待与媒体继续携手
共进。

据了解，作为 XIN 公益计划
的第一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在 2018 年将携手媒体开展“正
能量爆料官”、“品牌公益计划”
和“年度正能量盛典”三个阶段
的活动，旨在进一步挖掘社会正
能量，鼓励公众发现身边的真善
美，并助力媒体打造更多品牌公
益项目。

此外，在会议现场，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水利部水情教育
中心还联合了全国 30 家媒体共
同启动 2018“江河卫士”大型公
益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以“最美
家乡河”为主题，将通过“因水而
美、为水而行、护水而兴”三个阶
段的活动，号召更多人共同守护
家乡河的美。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为 2500名唇腭裂儿童免费手术
“幸福微笑”首次在滇开展集中救助

2018 年 3 月 20 日， 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幸福微笑———救
助唇腭裂儿童” 公益项目走进云
南昭通， 启动仪式在昭通仁安医
院举行。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李
金华， 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
玛琳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2017 年底， 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与云南省计划生育
协会签署了合作协议，未来 5 年，
双方将共同合作为云南省 2500
名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儿实施免
费修复手术。

本次公益活动由中国人口福
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美
国微笑联盟、 云南省计划生育协
会、昭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昭
通市计划生育协会、 昭通仁安医
院承办。未来两周时间里，来自美
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中国的
16 名国际医疗志愿者将为昭通

市 100 余名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
儿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启动仪式结束后， 唇腭裂患
儿在协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组
织下逐项接受国际医疗队护士、
外科医生和儿科医生的集中筛
查。 李金华会长到场慰问了国际
医疗队员和患儿家庭， 并关切地
了解了患儿的生活和身体状况。
他再次表示， 一定要将这项工作
持续开展下去， 惠及更多需要帮
助的贫困唇腭裂患儿家庭。

据悉， 本次活动是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在云南省首次开展的
集中性唇腭裂救助活动。今年，他
们还将通过定点医院常规救助和
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救助等多种
方式， 帮助云南省内约 500 名贫
困家庭唇腭裂患儿完成修复手
术。 此次活动还得到了捐赠企业
和腾讯公益爱心网友的捐款支
持。 （高文兴）

李金华会长看望唇腭裂患儿

2018 年 3 月 25 日，由游心
公社发起、 四通家庭服务集团
主办的 2018 年爱心千里行活
动之“善款换未来”慈善晚宴在
北京举行，该活动是 2017 年爱
心千里行活动的延续， 是另一
种形式的爱心传递活动。

据了解，2017 年，由四通家
庭服务集团与华兴新锐通信科
技集团共同主办、 北京游心企
业家俱乐部发起、雷殿生工作室
和北京天道恒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协办、北京仁义兄弟国际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爱
心千里行”公益活动在六一儿童
节前举行。 该活动以“关爱留守
儿童，关爱自闭症儿童爱心千里
行”为主题，途经两省三市，行程
2000 多公里，历时 6 天，捐助河
北河间市东方小学、唐山世纪星
自闭症儿童学校和辽宁桓仁县
东山中学三所学校千余名留守
儿童和自闭症儿童。

据悉， 六家企业同时宣布
要把爱心千里行公益活动固定
下来， 以带动和推动更多人对
特殊儿童群体的关注， 让有特

殊情况的孩子能够享受到持续
长久的关爱， 优化孩子的成长
环境，为孩子创造成长乐园。

此次“善款换未来”帮助的
对象是四川省的叶云冰小患
者。 叶云冰家人在看到去年爱
心千里行的消息后， 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给四通搬家打来求助
电话， 这也是爱心千里行活动
后第一个前来求助的案例。 四
通搬家董事长陈杰决定将今年
爱心千里行活动主题定为“善
款换未来”， 号召大家伸出援
手，为孩子捐助治疗善款，助其
早日恢复身体功能， 改变孩子
现状，换取孩子美好的未来。

留守儿童、 残疾儿童问题
一直是现实的社会问题。 在今
年全国“两会”上，国家主席习
近平针对“因病致贫”的现状，
要求“完善大病兜底保障机
制”；形成扶贫长效机制，要求
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有机结合起来。 这就需要更
多像四通家庭服务集团、 游心
公社这样的爱心企业， 集各方
力量， 关爱留守儿童、 残疾儿

童，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救助、
精神上的关怀、学习上的帮助，
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
天，为减贫脱困出一份力。

慈善晚宴上，爱心捐赠人、
四通家庭服务集团董事长陈杰
对叶云冰小患者的情况进行了
介绍， 号召全场企业家朋友加
入慈善队伍，为青少年教育、为
病患少年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与力量。 陈杰代表集团现场捐
助善款 7 万元。 陈杰谈道，每当
看到有孩子遇到不幸后的无
奈、失落的眼神时都感触很深，
今后要投入更多的善举到慈善
救助的行动上来。

据了解， 四通家庭服务集
团成立伊始就致力于青少年教
育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并身体
力行。 四通搬家希望通过自己
的点点善举， 让更多的像叶云
冰这样状况的孩子点燃生命的
希望， 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
爱心与帮助。

爱心捐赠人、 游心公社联
合发起人战俊峰表示在慈善的
道路上将永不止步， 做慈善并
非是有钱人的事， 因为慈善是
心，不是钱。“只要我们把慈善
作为一种生活目标去追求，我
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 ”

活动中，宋庆伟、宋庆凯、
傅勇、何德厚、马金江、战俊峰、
王亚双、任庆松、郑红伟、李路、
张怡芬、孙淑华、刘一南、韩丽
翠、谢丽娜、于海涛、谢金屹以
及满巧兰等， 纷纷以个人名义
踊跃捐款， 游心公社联合发起
人何德厚全程赞助了本次活动
餐饮。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