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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自身优势、多平台共同
发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正成
为整个行业最突出的特点。 在 8
月底举行的全国首届社会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大会上，阿里巴巴
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麦田教育基金会、深圳
龙祥社工服务中心等机构，于 95
公益周之际联合发起“全国流动
和留守儿童安全保护项目”，可
以看作是多元主体携手助力公
益事业的一个案例，同时也是今
年 95 公益周的一个缩影。

从特定的公益节日到公益
常态化，阿里公益等平台正努力
消除公众对公益的固有印象，让
公益变得更简单， 人人可参与，
将公益融入国家社会发展战略
和公众日常生活。 而随着互联网
科技的不断发展，公益参与门槛
大大降低、 选择性也越来越丰
富，公益正从“少数人做很多”逐
渐变成“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
公益也因此变得更便捷、 更透
明、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根据阿里公益财报，2022 财

年， 有 220 万淘系商家设置了
“公益宝贝”，超 5 亿消费者通过
购买“公益宝贝”，支持了 2000 多
个优质公益项目， 帮助了超 700
万困境人群。 今年 95 公益周，在
“公益宝贝”的基础上，阿里公益
为公益项目开通了直捐通道：无
论是商家还是个人，都可以通过
直捐会场一键向选中的公益项
目捐款，也可以联合公益伙伴发
起“一起捐”，捐赠额度不再和商
品交易数量挂钩，大大释放了商
家和消费者的捐赠潜力。

记者从阿里公益方面了解
到，淘宝、天猫、蚂蚁、菜鸟等 20
多个阿里生态的业务及产品也都
将通过自己的特色业务场景参与
本届 95公益周。 如，在国家卫健
委和浙江省血液中心支持下，高
德献血地图 1.0版本于近日上线，
打开高德地图搜索“献血”，即可
看到这张全国无偿献血公益地
图； 饿了么将推出针对边缘区域
老人的用餐公益计划； 飞猪联合
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发起飞猪
学堂，支持县域发展……

在增加趣味性方面，今年 95
公益周在“人人 3 小时”平台基
础上开启了“公益养豆计划”，用
户通过参与捐步、捐声、答题等
多样化的泛公益活动，即可获得
对应数量的“爱豆”，这些“爱豆”
将捐赠给指定的公益项目，变成
乡村儿童的操场、足球场、体育
包等多个项目的运维资金。

据介绍， 作为国
内首批受民政部门授
权试点个人“公益慈
善账户” 的互联网公
益平台，“人人 3 小
时” 平台正在持续推
进个人“公益慈善账
户”建设，通过链接更
多公益场景， 持续记
录公众的公益行为，
并对接社会化权益激
励。 今年 95公益周期
间， 阿里巴巴公益基
金会与“志愿浙江”平
台启动了公益时的互
联互通， 与杭州一小
学联合发布了小学生

公益账户。另外，阿里公益还将与
中华志愿者协会发布《公益时团
体标准》， 推动公益时在企业、社
区、学校等场景的应用。

“科技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公
众参与公益的门槛，让更多人可
以参与其中。 从运动捐步到公益
答题，再到直播助农……公益已
经跳出了单一的款物捐赠形式，

变得更简单、更快乐，其模式和
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正朝场
景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我们也
希望， 通过科技和商业的力量，
让人人公益真正成为一种行动、
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这也
是阿里公益未来的工作重点。 ”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
利军表示。

95公益周观察：

公益唤醒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 ■ 本报记者 皮磊

《公益时报》：从 2017 年发起
至今，95 公益周已经走过五年时
间。 你怎么评价 95 公益周？ 你觉
得其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孙利军：从 2017 年正式提出
到今天五年时间里， 我们对 95
公益周的期望一直没有改变，即
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
的唤醒功能，唤醒大家心底的善
念， 进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链
接，带动更多人一起做公益。 像
团圆、公益宝贝、蚂蚁森林这些
公益项目都链接了每一个人，让
大家都能参与进来。 人人参与，
才是大公益。

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
时，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价
值， 成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推
动者，而公益恰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最好方式。 具体到阿里本身，
我们的愿景使命也决定了我们
必须重视公益，这是阿里的企业
文化所在，也是深入到每一个员
工基因里的东西。 今天我们在大
力推动的 95 公益周也正是阿里
公益文化的一个展现，也印证了
我们的公益理念。

《公益时报》：对比这五年的
发展历程，95 公益周在内涵和外
延上有哪些改变？

孙利军 ： 变化还是非常大
的，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公益行业
的特色。 最开始我们做理念倡
导，但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倡导大
家参与公益，更重要的是从我们

自己开始，推动各方深层次的链
接。 比如说在淘宝、天猫，我们链
接了千万商家深度参与公益，用
户在网购的同时无形中就参与
并支持了某个公益项目。

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近
年来我们在尝试通过技术的方
式解决公益行业面临的发展痛
点，即透明和信任问题。 2019 年
95 公益周期间，阿里公益在国内
率先发布了“链上公益计划”，提
出《公益链技术和规范》团体标
准。 现在，“公益宝贝”已经 100%
上链，每一笔善款去向通过在支
付宝搜索“链上公益”全程可查，
让消费者能够看到其消费形成
的善款使用情况。

这种推动公益公开透明的
行动也获得了同行们的认可和
支持， 目前已有 60 多家基金会
响应“链上公益计划”。 95 公益周
也不再局限于阿里一家，而是慢
慢成为行业的共同行动和一个
长期的公益实践。

《公益时报 》：在 2017 年 95
公益周启动发布会上，阿里公益
同期发布了“人人 3 小时”平台 。
仅仅五年时间，“人人 3 小时”是
如何从一个内部公益平台发展
到影响并带动数亿人次参与公
益的？

孙利军 ：实际上，从刚开始
提倡“人人 3 小时”到推广至整
个阿里体系、 让大家接受并认
可，我们花了大概三到五年的时

间。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让公
益变得触手可及，如何消除公益
的参与门槛，技术的发展让这一
切成为现实。

一方面，“人人 3 小时” 平台
为更多人参与公益创造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和平台，让各方都能
参与进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希
望通过这个平台，为每个参与公
益的人打造一个公益账户，让大
家的公益轨迹能够沉淀下来，能
够被外界看到，甚至让其成为社
会追求的一种荣誉。 我觉得这些
都非常有意义。

在 2022 财年，“人人 3 小时”
带动了 7.8 亿人次公益行为在平
台上发生，年轻人群体互联网公
益习惯正在养成。 该平台能够帮
助公益机构和爱心人轻松便捷
地实现线上、线下公益项目的信
息发布、交流和参与，带动十几
亿人次参与点滴公益， 志愿服
务、公益捐赠、捐步、无偿献血等
各种新的公益参与场景和方式
都已经接入该体系，公益的形式
变得丰富多彩。

今年 95公益周期间，“人人 3
小时” 平台成为国内首批受民政
部门授权试点个人“公益慈善账
户”的互联网公益平台，推进个人

“公益慈善账户”建设。 可以看到，
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已经具有很好
的社会价值， 也形成了相应的行
业标准。 在做好试点的基础上，我
们也会尽力去推动这件事。

《公益时报》：今年 95 公益周
期间，有很多机构和项目围绕乡
村振兴展开行动。 结合此前阿里
发布的“热土计划 2022”，能否介
绍一下未来阿里在乡村振兴领
域的计划？

孙利军 ： 去年 95 公益周期
间， 因为公众捐助的善款，8893
位乡村孩子得到了全新的篮球
装备；河南民权县约 2000 户农民
卖出了刚刚收获的花生；11483
单青龙板栗在两分钟内被买空，
433 位河北栗农因此获得了一年
的收入……

具体到过去一年， 阿里巴巴
助力乡村振兴的“热土计划”也取
得了丰硕成果：2021 年，832 个脱
贫县在阿里平台销售额达 1281
亿元， 相比 2020 年增长超过
16%；16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销售额 48.6亿元；截至 2021年年
底， 阿里乡村教育和职业教育计
划让 61 万乡村学生受益；顶梁柱
公益保险项目共覆盖 12 省（自治
区、直辖市）100 个县（市、区），为
1336万人次提供健康保障。 新的
一年，“热土计划”将汲取经验，加
大投入，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科技振兴、 和巩固脱贫成果”3+1
个方向的 18 项新举措入手，持续
助力乡村发展。

《公益时报》：数字最具说服
力。 可以说，互联网科技的发展
大大促进了公益业态的发展 ，而
公益也让科技和商业变得更有

温度。 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关系？
孙利军：公益本就应该很简

单。 相对于传统公益封闭、线性
的捐赠链路，互联网时代是基于
多角色、大规模、实时的社会化
协同方式，阿里巴巴也从单纯的
平台型企业转变为网络协同的
发起者与产业链的连接者，通过
构建社会化协同网络，创新公益
模式，让公益成为有源活水。 比
如说“公益宝贝”，其打通了消费
者、商家、公益机构三者之间的
关系，以商业的方式建立了可持
续的公益参与模型。

《公益时报 》：我们注意到 ，
今年除了阿里 95 公益周 、 腾讯
99 公益日 ，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
也首次发起了相关的公益日活
动，参与的平台和主体越来越多
元 。 你怎么看待行业中的这种
“竞争”？

孙利军 ： 对于公益行业而
言，我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平台加
入进来，大家结合各自的平台优
势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
一直觉得，公益最大的作用就是
唤醒，唤醒更多人，链接更多人，
影响更多人， 大家一起来做好
事。 未来，生态协同是公益发展
趋势，我们是其中的一分子。 而
能不能做好，取决于能不能与最
广泛的公益伙伴产生链接。 我们
也愿意携手公益行业及生态伙
伴， 让科技和商业变得更有价
值，让公益变得更简单。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

人人参与，才是大公益

与往年一样，刚进入 9月，整个公益圈就变得异常紧张和忙碌。除了各式各样的发布会、宣讲会，线上线下也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培训会和互动活
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是在朋友圈还是媒体报道，今年似乎都很少再看到‘抢钱大战’‘拉人头’等字眼。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

和更具针对性的、更具趣味性的参与模式。

青少年通过“人人 3 小时”平台参与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