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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薪酬！
阿里巴巴发布首批“正能量合伙人”

“0 薪酬”招募合伙人，有人
报名吗？ 9 月底，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发布“正能量合伙人”计划，
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志同道合的
公益伙伴， 共同为善意发声，传
播和弘扬正能量。

仅半个多月时间，正能量合
伙人项目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
的 5000 余份报名表， 远超预期。
10 月 11 日， 由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主办，主题为“讲述中国民
间故事”的正能量合伙人公益研
讨会在杭州召开，近百家媒体齐
聚西子湖畔， 共同见证首批 240
组“正能量合伙人”的发布。

为善发声
让好事行达千里

本次公益研讨会的主题是
“讲述中国民间故事”，聚焦民间
小人物的正能量故事，共同探讨
当前社会环境下，社会正能量的
传播和弘扬。

据统计，六年来，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共奖励了 6800 余名
做不凡事的普通人。

“天天正能量奖励的大都是
来自民间的小人物，他们的行为
也大都很平凡很平常，属于典型
的民间故事。 ”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公益开放平台总监王崇和
说，民间故事是朴素的，原汁原
味的，但这样的故事却往往具有
润物细无声的化育力量，“在天
天正能量成立之初，我们就把目
光聚焦在民间，把奖励和活动定
位于百姓生活和日常行为。 我们
认为，人心的唤醒和改变，需要
自上而下的倡导和推动，也需要
自下而上的浸润和培育。 ”

王崇和说，天天正能量奖励
的 6800 多个人物，大体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义不容辞，一类是
情不容已。 在社会需要的时候，
在他人遇到危难的时候，在许多
人都畏缩不前等待观望的时候，
有些人挺身而出，表现出舍我其
谁的精神和勇气，这是“义不容
辞”； 而有些事情不做可能没有

人会责怪，做了可能也无法引起
别人的关注和赞美，但有些人不
忍心，良心上过不去，于是去做
了一些事，这是“情不容已”。“也
许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然
而正是在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中，
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美好。
如果说义不容辞是出于责任和
担当，那么情不容已体现的就是
善良和情怀。 当然，这两者更多
时候重合存在。 ”他说。

研讨会现场，天天正能量特
别邀请了两位“正能量获奖者”
参会，分别是来自四川广元的吴
国元和来自浙江温州的最美环
卫工李翠兰，他们所做的事很日
常，但都“情不容已”：吴国元坚
持每天用一根背带系牢 92 岁的
母亲，背着老人下楼散步；李翠
兰在清洁城市道路的同时，随手
收集了 50 多把旧伞， 在雨天转
送给有需要的人。

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
与会的两位正能量获奖者，他们
做的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事，但却
并不是人人会去做，人人能坚持
的事。 正是这种发乎内心的坚
持， 体现了正能量的民间性，以
及普通人身上朴素而温馨的正
能量形态。

“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
是‘大张旗鼓’对各种有益于他

人、有益于社会，乃至有益于个
人身心成长的行为和举动进行
奖励。 ”王崇和说，虽然六年前项
目成立时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
我们还是坚持去做，因为这些奖
励不仅仅局限于对个人行为的
肯定，更注重的是社会价值的传
播。“我们希望通过奖励，形成一
种氛围，创造一种导向，让身处
多元化时代的人们， 明白真善
美，珍惜真善美，坚守真善美，让
一个人的行为打动更多人的心
灵，让一个人的举动引起一群人
的响应，让好事行达千里。 ”

“正能量合伙人”
招募将持续进行

会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公益平台总监王崇和与合伙人
代表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
范， 杭州公交集团 28 路驾驶员
孔胜东共同启动“正能量合伙
人”计划，同时，“正能量合伙人”
宣言发布，标志着“正能量合伙
人”项目的正式落地。 即日起，他
们将开始行使权益，发现和传播
正能量， 参与公益活动落地执
行，创新电商公益品牌升级。

经过前期招募、评估，全国
共 240 组个人和团体成为首批
正能量合伙人，其中个体合伙人

223 位， 团队类合伙人 17 个，首
批正能量合伙人名单，可在“天
天正能量” 微信公众号中回复

“省份+合伙人”查看。
据统计，首批正能量合伙人

覆盖 32 个不同的职业， 包括公
益人、媒体人、警察、教师、公务
员、公交司机等，其中有 18 位获
得过国家级好人、 道德荣誉，40
多位获得过省级荣誉。 他们是活
跃在环保、助学、助老等各个领
域的“公益老兵”，涉及 160 多个
公益组织机构，主导、发起的公
益项目逾 1000 个，惠及人数超百
万人。

同时，他们中有长期关注和
践行公益事业、传播正能量的退
休老人， 也有踏入职场不久、坚
定公益理想的社会新鲜人。 其
中，90 后合伙人有 23 名，年轻的
他们已经成为各自地区的公益
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有 28
位天天正能量的“老朋友”，是天
天正能量平台上的获奖者，继续
与天天正能量一起弘扬真善美、
倡导人人公益。

此外，17 个团队类合伙人组
织覆盖助医助学、 助残助困、抗
震救灾、环保等公益领域，平均
成立时长 10 年以上， 平均注册
志愿者超 2000 人。

首批“正能量合伙人”的招
募评估，天天正能量团队跟各地
媒体经历了艰难的抉择过程。 据
统计，自 9 月 23 日“正能量合伙
人”计划发布以来，共收到来自
全国范围内的 5000 余份申请表，
报名者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
区的 134 个城市，包括偏远的村
小和村淘服务站。“报名人数远
超预期。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工作人员魏广明表示。

申请者年龄跨度大，有小学
生，也有耄耋老人；申请者职业
范围分布广，既有律师、警察、医
生、公务员，也有媒体人、退伍军
人、 大学老师、 出租车司机 ，

“他们虽然年龄不同，职业各异，
有着不同经历， 但他们都对公
益、对正能量有着共同的期待和
初心。 ”魏广明说，关注度的提高
体现出整个社会的变化，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公益，关注正能
量，这也成为我们一直坚持挖掘
和传播正能量的动力。

此外， 在所有的报名者中，
有超过 500 名申请者是天天正
能量的“老朋友”，他们中有正能
量获奖者、 最美家乡人获奖者，
也有常年热心公益的正能量志
愿者， 还有参与到江河卫士、益
起过中秋等公益活动的社会爱
心人士。

“我们希望把正能量的决定
权进一步交给公众。 天天正能量
将跟责任媒体、正能量合伙人及
社会各界一起寻找、孵化更多接
地气、 有前瞻性的创新公益项
目。 ”魏广明表示，对于合伙人权
益细则、合伙人执行规范等详细
内容，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联
合全国百家媒体共同商定，择期
进行公布。

根据“正能量合伙人”计划，
合伙人的招募将持续进行，欢迎
有责任、有担当、有爱心的人士
加入并成为“合伙人”。 招募对象
包括但不仅限于媒体界、 公益
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大 V 也
可以进行自荐。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