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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了，一直有人问：

阿里巴巴这个钱花得值吗？
如果以三年作为一个节点，

我们的目光可以穿越时间和人
海，落回到三年前的那个不平凡
的夜晚，重新回到那八位平凡的
个人身上。

那是 2015 年 11 月 11 日，北
京水立方，天猫“双十一狂欢节”。

那天晚上，在水立方面向全
球直播的舞台上，站着的，是八
位普通人，他们是自发在长城捡
垃圾的外国人，是农民工，是大
学生，是护士，是乡村教师……

那一个夜晚留下了创举、传
奇和记录：

那是纽交所首次为一家中
国的互联网企业举行远程敲钟
仪式，而敲响钟声的，是八位在
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普通人。

“他们是我们应该为之骄傲
的人， 成千上万很普通的人，每
天做一点点好事，给我们这个社
会带来的就是天天正能量，他们
成功了，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
在一一介绍了八位敲钟嘉宾的
身份之后，马云说。

又是三年即将过去。 在每一
个吉光片羽的瞬间，在每一个陌
生人温暖的手和甜美的笑容里，
美好的事物，依然鳞次栉比。

这八位普通人和无数像他
们一样的人，成为一个更为庞大
的方阵，宣示着“你怎样，世界就
怎样”的正能量宣言。

风起于青萍之末

事情，起于一个看似微不足
道的细节。

2013 年 6 月，上海地铁一号
线拥挤的车厢里，不知谁扔了一
地西瓜皮，人来人往却都视若无
睹。 一位女阿姨从座位上站起
来，耐心把西瓜皮一块块捡起装
进塑料袋， 扎起来放到角落，然
后擦了擦手，站到车厢门口（她
的座位已经被人占了）。

这个在上海地铁里发生的小
事，被网友偶然拍到发到了网上，
引起了阿里巴巴一群人的关注。

这个叫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的团队， 第一时间在微博平台上
发起了“寻找正能量阿姨”活动，
短短几天时间里， 这条微博被转
发 4 万余次，阅读量达 1500 多万
次。阿姨被找到了，天天正能量给
予她两万元的正能量奖励。

和当时最响亮的“亮剑精
神”相比，天天正能量的亮相可
谓低调。 一件捡拾西瓜皮的小
事， 无论如何都谈不上轰轰烈
烈，但它在舆情上却取得了“轰
轰烈烈”的效果，成为一个事件
性故事———就像一块巨石缓缓
沉入水面，没有惊涛拍岸，却掀
起一圈又一圈涟漪，连绵不绝。

简单就是美。 这句话在人性
方面体现得尤其饱满。

后来回忆起这一事件，天天
正能量负责人说：“当时很长一
段时间里，太多负面新闻被媒体
一再放大吸引眼球，让人感慨世
风日下；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舆论

引导，使得做好人好事一度成为
被嘲讽的对象。 ”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
澜之间。

“寻找正能量阿姨”之后不
久后的 7 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项目在杭州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 阿里巴巴宣
布，每年将投入千万级别的资金
用于该项目，充分利用互联网及
传统媒体资源优势，通过对正能
量故事的发掘、征集、展示、传播
和奖励，让更多的人看到社会和
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达到唤醒良
知的目的。

春风化雨雨化田

作为天天正能量发起的第
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活动，很
多人为“寻找正能量阿姨”的新
闻效应叫好，却也招来了一些网
友的不理解。 很多人留言说：“这
么一个行为就给 2 万块钱，是不
是有钱烧的？ ”“社会上需要帮助
的人多了，为什么不给？ ”

其实，六年来，天天正能量
经常面对来自公众的疑惑：“这
也值得奖励，你们阿里……”

随着奖金的不断投入，一些
网友提出了“用金钱来衡量正能
量” 的质疑。 天天正能量回应：
“真、善、美的东西可以通过‘俗’
的东西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奖
励不是目的，让爱心传播、扩散，
让正能量感染更多的人才是我
们真正想要的。 ”

马云对于公益有着自己的
理解，那就是“唤醒”。

朱敏才、孙丽娜夫妇是对“唤
醒” 这一理念最好的诠释。 2014
年， 在贵州山区支教十年的退休
外交官朱敏才夫妇获得 10 万元
正能量奖金，他们分文不留，给山
区的孩子们建了一座食堂。

因为这份奖励，这对夫妇获
得极高的社会美誉度。 后来，朱
敏才老人脑溢血病倒，一群大学
生被“唤醒”了，他们接过火把，
轮流去村小学支教。

被“唤醒”的还有河南农民工
郭铁山。 他获奖的原因也无比简
单———因心疼一位 68 岁的老人
拉车百里卖麦秸，他花 50 元买下
了这车麦秸。 天天正能量给他的
评语是：“但愿他这一次对老人的
体恤， 能唤醒这个社会‘老有所
养’的情怀。 ”郭铁山获奖后说：
“这个奖励更坚定了我做好人、做
好事的信心， 我今后不仅自己要
理直气壮地做好事， 而且还要教
育自己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做好
事。 ”随后几年，郭铁山日渐成为
河南小有名气的公益人。

上海地铁捡西瓜皮的阿姨获
奖后，将奖金捐给了武汉的一名贫
困学生，引发了公众对这名学生的
关注，对他的捐款也纷至沓来。 随
后，这名学生宣布，他所获捐款已
经足够自己求学所用，决定把地铁
阿姨给的 2万元善款捐出，去帮助
更需要帮助的山区孩子。

2016 年获得奖励的沈阳人
谷多绵，因为坚持做好事，被沈
阳铁路局、 沈阳市授予各种荣

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阿
里巴巴唤醒了我的热情，我活着
一天，就要做一天的好事。 ”

今年，在天天正能量发起的
全国优秀“正能量志愿者”评选
活动中， 据志愿者自己反馈，30
位获奖者中的半数以上，把获得
的奖金继续用于公益事业……

这些随手可及的例子只是冰
山一角。 事实上，六年来，在获奖
的人群中， 有三分之一的获奖者
捐出奖金， 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
的人，让爱心进一步传递扩散。

六年时间里，天天正能量团队
勾勒出新公益时代的公众群像，也
汇成了感动人心的公益大数据：

六年来，天天正能量总计投
入公益金 5500 多万元，奖励正能
量人物 6200 多人。

他们身上，凝结着“勿以善
小而不为”的古训，也折射着互
联网时代人人公益理念的光彩。

在这个群体中，民工、学生、
医护、教师和警察成为最具正能
量的五大人群。

在这个群体中，“70 后”“80
后” 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27.4%和
20.4%，“90 后”占比 14.52%。年轻
人成为社会正能量的主力军。

“天猫双十一狂欢节”的八位
敲钟者是一个窗口， 展现着所有
正能量获奖者的精彩； 天天正能
量也是一个窗口， 展现的是阿里
巴巴的公益情怀和企业价值观。

轻舟已过万重山

温暖人心、影响人心、改变
人心。 这是天天正能量的立足
点，但同时它不回避对社会问题
前瞻性的把握和真实有效的引
导。 六年之后的今天，像奖励捡
西瓜皮阿姨这样的策划，天天正
能量现在就很少做了，因为不乱
扔垃圾已是社会共识。

一年又一年，正能量的内涵
和外延在不断拓展和延伸，一些
新的运作模式在天天正能量团
队应时而生。

5500 万公益金的背后，是裂
变式成长的公益开放平台。 在这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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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多个媒体公益
项目和 1600 多场公益活动，在全
国 100 多座城市， 有 700 余万人
走出家门，参与随手公益。

从 2014 年开始， 每年 3 月
22 日世界水日前后，天天正能量
都会启动一项与环保有关的公
益活动———江河卫士。“江河卫
士” 活动每年推出不同的主题，
一步步深化，活动直接参与人群
达百万之众， 影响人群不可计
数，“爱水、护水”的公益理念如
春夜之雨，潜入千家万户。

这些年， 天天正能量与 44
家媒体联合奖励了 1300 余组地
方“最美家乡人”，直接获奖者数
千人。 这些普普通通的获奖者，
有的勇敢、正气、有担当，有的热
心、自强、讲诚信，还有的慈孝、
友爱、有情有意……“最美家乡
人”评选活动已经成为天天正能
量平台单次奖励人数最多、传播
覆盖区域最广的品牌公益项目。

“志愿者关爱行动”是一项发
轫于 2014 年春节的行动，面向全
国寻找优秀志愿者， 为他们送去
新春的问候与祝福， 并准备了一
份爱心年货礼包。这些年，天天正
能量为志愿者关爱行动共投入公
益金近 400 万， 奖励了 500 余名
各地优秀“正能量志愿者”，累计
为全国 7000 多名优秀志愿者送
上关爱礼包， 并带动数百万网友
向身边志愿者点赞、致敬。

正能量之路，前行者不孤。
马云曾说， 在公益这件事

上，“花钱比挣钱难太多”， 花钱
容易，把钱花好却很难。 挣钱是
一个目标， 而花钱是一个选择，
知道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
非常重要。

他还多次对阿里巴巴的员工
讲：“公益不是看你捐了多少钱，公
益是你唤醒了多少人的爱心。唤醒
每一个人，让他们心里感受到什么
是爱，什么是要做的事情。 ”

天天正能量团队不知道，每
一笔奖励的最终用途到了哪里，
也不知道他们发出的奖励影响
和改变了多少人，但相信正能量
是一个循环，真、善、美有如春风
化雨， 而他们发出的每一笔奖
励， 都是撒向社会的一颗种子，
终将长成参天大树。

它映照出人间真善美的光
谱，传递了人性的温度和人生的
希望。

《公益时报》在一份研究报
告中指出：天天正能量致力于推
动一种贴近底层生活、全民参与
且公益性强的“常人生活”公益
范式的生成，以提升公众参与公
益事业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我
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人性有沟壑， 社会有繁芜。
六年也是一瞬，唯有公益的力量
生生不息。 弹指间，天天正能量

“轻舟已过万重山”。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