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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新思路
阿里乡村特派员用互联网为“红枣之乡”正名

梁玉是阿里公益派去清涧
县的乡村振兴特派员， 他在当
地发掘出一款红枣制成品“紫
晶枣”，并和老乡们通过互联网
方式改造产品风味、 包装和运
营模式， 让清涧红枣在最近一
场活动中一抢而空， 单月突破
20 万单。 令梁玉更为欣慰的
是， 当地自营店铺目前还保持
着日销 300 单的成绩， 让清涧
红枣源源不断走出大山。

枣农的困境

2021 年， 阿里巴巴发布面
向乡村振兴的“热土计划”，梁
玉作为阿里公益的乡村振兴特
派员派驻到清涧。 由于他之前
通过区块链计步“云养”的黑猪
在市场大受欢迎，“黑猪网管”
的名号让他在当地一炮而红，
很多产业都希望他帮忙进行数
字化的升级改造。

清涧以“红枣之乡”闻名于
世， 但红枣一直是当地村民的
心头病。 红枣喜光，对气候变化
敏感。 过去十年，由于当地缺乏

精细化的管理， 每到大枣由青
转红的 9 月和 10 月，暴雨总让
枣农们陷入丰产歉收的困境，
积极性非常低。

同时，在梁玉看来，品牌知
名度低也是清涧红枣面临的一
道困境。 他发现，在各大电商平
台上， 新疆大枣占据了红枣市
场的大半壁江山， 而皮厚、“煮
不烂” 的清涧枣并不为消费者
所认知，只能当作煮火锅、八宝
粥的原材料。

通过调研，梁玉偶然发现一
些老乡桌头上摆放着袋装的“紫
晶枣”。 这种经过水煮、 两轮烘
烤、脱水后的枣透亮，宛若紫色
水晶，但由于当地人缺乏互联网
营销意识，很难走出大山。 这让
梁玉看到了商机，一个将当地自
产“紫晶枣”打造成网红零食的
想法在梁玉脑中浮现出来。

打造网红零食

梁 玉 找 到 紫 晶 枣 创 始
人———年过八旬的白如祥 ，请
教他制枣工艺。 得到紫晶枣创

始 人 的 支 持
后， 要想将当
地传统食品推
到 互 联 网 平
台， 产品的系
统化改造非常
关键。 从分类
上，紫晶枣属零食类，客群多属
年轻化的互联网群体， 梁玉特
地请了阿里公益设计师们设计
包装。 橙白相间的公仔、“清涧
紫晶枣” 五个硕大的字扎实地
印在包装上， 一改清涧枣传统
包装的土气， 更符合现在年轻
人的审美。

此外， 由于紫晶枣的含水
量是影响口感的重要因素，为
了找到最具口感的紫晶枣，梁
玉和老乡们又做了大量的线下
测试、找各地区的试吃员品尝，

分析淘宝、 天猫平台的销售数
据……他们最终决定，将每 100
克紫晶枣的水分控制在 20 克
以内，最佳口感。

于是， 清涧紫晶枣迎来了
它的高光时刻。

在梁玉和芭芭农场团队的
协调合作下， 一颗颗紫色透亮
的小枣登陆芭芭农场游戏互动
平台，通过“种枣树、领水果”的
互动方式很多网友第一次接触
到紫晶枣。 此后数月，紫晶枣连
续创造了单月 20 万单的销售
业绩， 不仅清空了清涧的红枣
存量， 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红
枣销售， 大大提高了枣农们的
积极性。

更让梁玉欣慰的是当地线

上销售渠道具有了自运营的能
力。 由于薪资和发展的问题，村
往往出现“人不够、留不住、招不
来”的窘境，因此要唤回当地流
失的年轻人，还需要一整套的产
业振兴措施。 梁玉决定，通过红
枣产业培育当地的电商人才。

如今，即便没有活动，清涧
的淘宝、 天猫店仍有日销 300
单的自运营能力。 清涧电商运
营商惠岗对此深有感触：“在推
广清涧紫晶枣的几个月， 我觉
得乡村特派员给我们传递着一
个理念， 电商其实不仅仅是卖
货，而是一个成熟的体系，它需
要供应链、物流、管理体系的完
善以及各种渠道的配合。 ”

（皮磊 ）

日前， 安徽省亳州利辛县
城关镇皖北文武学校的学生们
收到了志愿者送来的壹基金温
暖包。 温暖包里有帽子、棉衣、
袜子、鞋子等御寒的衣物，也有
书包、画笔等文具。

随着寒潮来临， 我国大部
地区出现剧烈降温， 开启“速
冻”模式。 截至 11 月 30 日，壹
基金赶在此轮寒潮来临之前，
发出首批 3.6 万个温暖包，总计
超 6 万个温暖包预计将在 12
月底全部发出。

据悉， 今年壹基金在温暖
包发放过程中， 首次使用菜鸟
应急物流公益物资追踪系统，
这也是国内首个全链路追踪公
益物资流向的数字管理系统。

“壹基金温暖包计划”是针
对欠发达地区和受灾害影响地
区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关怀需求
而设立的公益计划。 今年是壹
基金连续第 12 年启动温暖包
计划，项目已惠及 26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超过 87 万人次
儿童。

从今年 11 月初开始，6 万

个温暖包陆续向各省运送，各
省壹基金合作的社会组织伙伴
接收温暖包后，启动分装，再送
至本省各县市公益伙伴、 志愿
者搜集到的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的手中。

和一般物资发放不同的
是， 壹基金温暖包的发放需要
借助成百上千个社会组织、志
愿者的合力，涉及多层流转，逐
级下发，执行过程链路长，流转
较为复杂。 统计显示，温暖包项
目启动以来，共有超过 2000 家
爱心团队和 16 万人次志愿者
一起行动。

为了提高多组织多人员协
作联动的效率、 加速物资的转
运分发，今年壹基金联合菜鸟，
由菜鸟提供物资的揽收、仓储、
分拣， 从全国多个中央仓库到
各省市区域伙伴的配送服务，
仅用 1 个月就完成多点的物资
揽收、 仓内的分拣， 以及涉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转运和配送，
相较往年速度有了很大提升。

同时， 项目执行中也启用
了菜鸟应急物流公益物资追踪

系统， 实现多组织多人员的高
效协作， 并依托菜鸟电子面单
系统让每一个温暖包有了身份
证， 全程记录流转以及签收信
息，实现了智能比对签收信息。

“对于公益机构来说，项目
执行过程复杂， 项目执行后的
归档复杂， 执行手册需要五六
十页，附件表格需要十几个，项
目执行后签收名册都有厚厚一
摞。 ”壹基金相关负责人介绍，
借助菜鸟仓配一体服务以及数
字化系统， 项目参与人通过拍
照以及批量上传文件等方式完
成工作，把信息的比对、归类等
繁琐工作交由数字系统， 让项
目参与人操作容易、归档容易，
让项目管理人可视化管理项
目，流程更便捷，管理更简易、
可控。

菜鸟应急物流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菜鸟应急物流仓配一
体能力以及公益物资追踪系统
正逐步向应急机构、公益机构开
放，通过系统的快速部署，让应
急、公益物资实现数字化追踪以
及智能化管理。 （皮磊）

近日，广州市慈善会联合腾
讯基金会、广东省乡村发展基金
会、微信支付、香江社会救助基
金会、金域医学、腾讯微保等共
同宣布，将此前推出的“穗岁康
爱心保公益计划”升级为“善暖
羊城爱心保计划”， 为困境群众
的生活提供额外保障。

借助“善暖羊城爱心保计
划”， 广州市的低保、 低边（低
收）、 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在通
过身份核验后， 只需花费 1 元
钱，即可购买价值 180 元的 2023
年补充医疗保险“穗岁康”，保障
最高可达 245 万元。本次公益计
划由腾讯微保提供全流程投保
支持。

今年 1 月，在广州市民政局
指导下，广州率先推出“穗岁康
爱心保”项目，共资助 2.5 万名
困难群众参保“穗岁康”，资助金

额超 451 万元。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一站式理赔赔付总额
487 万元。 项目为减轻困境群众
的疾病医疗费用负担、让社会各
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有
益探索和实践。

据介绍，升级后的“善暖羊
城爱心保计划”在继续保障各项
福利权益的同时，还大幅丰富了
投保方式，方便群众操作，同时
上线腾讯乐捐平台，开放捐助通
道，汇聚爱心，呼吁大家一起做
好事，共同关注特困人员的生活
和工作。

微信支付方面表示，“善暖
羊城爱心保计划”将作为团队关
注困境群众系列公益活动的起
点，后续将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指
导下，联合更多社会力量，把项
目推广至更多地区，帮助更多有
需要的群体。 （张明敏）

菜鸟应急物流公益物资追踪系统启用
协助壹基金精准送达 3.6万份温暖包

一起做好事
广州市慈善会联合腾讯
推出“善暖羊城爱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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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让清涧红枣走出大山， 是阿里乡村特派员梁玉和当地老乡
们正在努力的事。

陕西省清涧县位于黄河与无定河的交汇处，当地土质疏松，盛产红枣，是
有名的“红枣之乡”，红枣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作为传统支柱产业，90
万亩红枣林承载着 23 万清涧群众的致富梦。 但多年来，受气候影响、市场疲
软、产业链条短、科技含量低等因素制约，当地红枣连年歉收，枣林弃管撂荒现
象越发严重，红枣产业进入发展“瓶颈期”。

”� � 阿里乡村
特 派 员 梁 玉
（中）和老乡一
起收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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