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阿里巴巴一起，寻找“正能量合伙人”
天天正能量“第七届媒体公益与社会责任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2019 年 3 月 26 日， 由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举办的“第
七届媒体公益与社会责任研
讨会”在杭州召开。 会上，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举办了首届
天天正能量年度人物颁奖礼，
为 2018 年度正能量人物获奖
者颁奖，并联合全国十大正能
量省份合作媒体首次发布“省
级正能量城市”名单。

20 组获奖者成全场焦点

与往年的研讨会有所不
同，除了媒体人、公益人，今
年的会议还迎来了 20 组特
殊的“客人”，他们是 2018 年
度正能量人物获奖者———一
群特殊的普通人，有医生，有
外卖小哥，有环卫工，还有学
生……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
次来到杭州，甚至是第一次出
远门。 会上，阿里巴巴为他们
举办了首届天天正能量年度
人物颁奖礼，为普通人的善行
善念点亮聚光灯，让他们成为
整场会议的焦点。

2019 年初， 天天正能量
联合全国媒体发起 2018 年度
正能量人物评选，聚焦十大正
能量瞬间和十大正能量故事
两项内容。 这一评选得到媒
体、 网友和各地政府关注，成
为正能量矩阵里一张闪亮的
新名片。

“十大正能量故事”的获
奖者林鹏来自江西，是一名普
通的“90 后”，2018 年 7 月，他
徒步川藏线捡垃圾的事情被
天天正能量项目组发现后，授
予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之后，
他的人生轨迹被改变。

2016 年到 2017 年期间，
热爱骑行的林鹏开始单车环
游中国边境线。 在这趟旅行途
中， 他欣赏了许多美丽风景，
但同时也目睹了自然景区垃
圾遍地的不堪景象，一次次被
触动、被冲击。 2018 年春夏时

节，林鹏决定用实际行动为环
保做点事。4 月，他正式开启川
藏线徒步， 捡垃圾倡导环保，
一直延续到 7 月。

后来， 他被路人发现，被
媒体报道，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决定给予他奖励， 再后来，
他被中央文明办推举为 2018
年 11 月中国好人。

“现在回想起来，天天正
能量在我公益道路上点亮了
第一盏明灯， 我是非常幸运
的，自己的一点点小善意能接
收到这么大的善意。 ”林鹏说，
他从西藏返回后发起了“拾途
中国”环保公益行动，向更多
人推广“在旅途中，在平时的
路上捡拾”这样一个人人都能
参与的公益行为，通过捡垃圾
的动作来践行环保。

获奖的 20 组正能量人
物，有的见义勇为，有的助人
为乐，还有的自强不息、热心
公益事业，他们虽然从事不同
的职业， 经历也千差万别，但
他们都如林鹏一样是普通人，
在不经意间做了件平凡事，坚
守善良的本心。

“其实我们奖励过的正能
量人物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这
样的平凡人，他们曾经感动了
许多人的行为和举动，也都那
么平平常常，有很多就是出于
不经意的本能，但正是这种本
能，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
真善美，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
本善的强大力量。 ”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总监王
崇和说。

省级正能量城市首次发布

正能量大数据是每年会
议的重头戏，继去年天天正能
量发布“五年公益报告”获得
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年的研讨
会上，“2018 天天正能量年度
公益报告”继续发布，分享了
这一年来的公益之“变”。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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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3
月，6 年时间，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发起 281 期正能量每周
评选、770 次特别奖励策划，共
奖励中外获奖者 6190 人，发
放公益金 5206 万元。 同时，天
天正能量和全国各媒体进行
了 600 多次创新公益项目联
动， 组织了 1000 多场次公益
活动。 此外，通过阿里巴巴生
态体系平台及商家，共募集公
益物资价值 1500 余万元。

六年来，越来越多的获奖
者在得知获奖后欣然接受奖
励，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
的获奖者选择接受荣誉，将正
能量奖金转捐给他人。 2018
年，约四分之一的获奖者在收
到正能量奖励后转捐，这一数
据远高于历年。“这些奖励像
一颗颗种子，激发了很多获奖
者对社会改善的参与感，从而
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天天正
能量工作人员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 本次会
议披露的年度获奖者数据显
示，学生群体（包含小学至大
学）的获奖比率提升了 30%，
占比 15.1%， 超过农民及进
城务工人群体、司机、医护人
员、警察等，首次跃至第一。
同时， 逐渐成长为社会中坚
力量的“80 后”，首次与“70
后”并列，成为获奖人数最多
的年龄层。

此外， 根据 2018 年正能
量获奖次数统计，浙江、河南、
四川、山东、湖北、陕西、江苏、
黑龙江、辽宁、河北成为 2018
年度十大正能量省份，河南省
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浙江、四
川、 山东等省份始终排名前
列；杭州、西安、重庆、成都、武
汉、哈尔滨、沈阳、郑州、兰州、
济南（排名不分先后） 入选
2018 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其

中兰州和济南是新上榜城市。
为了进一步鼓励正能量

精神，传播公益理念，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首次将评选范
围下沉到地级市，联合天天正
能量上线（2013 年 7 月）以来
获正能量次数最多的十大省
份的合作媒体发布“省级正能
量城市”。据了解，30 个城市全
部根据各省地级市获奖次数、
人数等综合信息排名评出。

除了正能量奖励 ，2018
年，天天正能量与全国合作媒
体总计进行了 142 次公益项
目联动，覆盖全国除港澳台之
外的 31 个省级行政区， 在全
国 63 座城市举行了 351 场落
地公益活动。

寻找“正能量合伙人”

会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宣布了新一年的工作计划：
启动 2019 正能量主题年，寻
找“正能量合伙人”，增加公众
参与度，并发起正能量益加一
计划。

近日，以《河南新乡女孩
通过网络找 300 人各借 1000
元不负信任提前 2 年还清》
的热点新闻为切入点， 阿里
巴巴正能量发起 2019 主题
年“信任种子”公益活动。 活
动联合河南、江苏、山东、四
川、陕西、河北、北京、甘肃、
山西、广西等 10 个省、市、自
治区合作媒体， 面向全国寻
找 100 个与信任有关的故
事，投入百万公益金，设立助
学基金， 邀请信任故事的主
人公担任“信使”，结对帮扶、
资助贫困生。

正能量“益加一计划”则
着眼于在奖励之外，多走一公
里，多做一点点，从“奖励”到

“成就”、“助力”， 进一步拓宽
正能量外延。

此外，为了进一步完善媒
体公益生态系统，凝聚社会各
界力量， 在 2018 年度发起正
能量爆料官项目的基础上，
2019 年，天天正能量面向媒体
界、公益界、阿里巴巴生态体
系寻找“正能量合伙人”。

据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工作人员介绍，招募的“正能
量合伙人”需要是正能量的践
行者，关注世道人心的改善，
且有一定社会动员能力。 他
们将与天天正能量一起，决
定正能量公益金的使用，其
中包括正能量奖励的发放，
创新公益项目的设计。同时，
他们还将担任社会正能量评
委的职能，各尽其力，更好地
发挥天天正能量品牌效应，
激发人心向善。“我们希望平
台的运行公开透明化， 把公
益的决定权交给公众，这一直
是我们的追求。 ”天天正能量
工作人员表示。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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