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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正能量谈“XIN”会召开

“阿里正能量”项目研究报告正式发布
1999 年， 河南 23 岁的陈武

现因老板“跑路”，欠下 60 多名
工友的工钱。 15 年里他靠打零
工、卖水果，终于攒够钱还清最
后一笔债务。 获誉“信义包工头”
的陈武现说， 做人就要凭良心，
讲诚信；2010 年， 不足两周岁的
霍柯嘉，在杭州西湖边奋力跨过
拦护铁链，被绊倒后依然挣扎着
伸长小手，努力把空饮料瓶丢进
垃圾桶。 小柯嘉温暖了无数人，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文明逗”。

8 月 21 日上午，“信义包工
头”陈武现和“文明逗”霍柯嘉一
起现身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的

“正能量谈 XIN 会”，近距离为大
家分享他们当年的“正能量”经过
以及之后的“正能量”延续。 此次
以“其实我们很善良，其实我们能
做得更好” 为主题的“正能量谈
XIN会” 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项目主办、内蒙古晨报协办。
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
评论员和资深媒体人， 旨在整合
和撬动更多社会资源， 进一步探
索和完善正能量的传播和社会倡
导机制，为唤醒人心、改变社会风
气注入更多的“心能量”。

5年，5000名“正能量”人物

“公益不是看你捐了多少钱，
而是看你唤醒了多少爱心。 ”马
云曾说。 据了解，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项目于 2013 年 7 月在马
云的倡议下在杭州上线，该项目
以唤醒人心中的本真本善为理
念，通过奖励凡人善举，以期影
响人心改变人心，乃至最终带动
社会风气的好转。 由于传播真善
美的公益诉求和颇具颠覆性的

公益模式，“天天正能量”项目甫
一上线，便迅速得到了全国多家
主流媒体的认可和加入。 一个个
平凡却感人的瞬间，经过项目和
媒体的传播，聚成了一股股扑面
而来的正能量风尚，在社会上形
成了巨大的影响。 据悉，该项目
成立 5 年来，共有 5000 多位中外
正能量人物获得项目的正能量
奖励金，其中，“文明逗”是年龄
最小的获得者。

“我们前后奖励了 5000 多名
正能量人物， 这 5000 多人又像
种子影响和改变了更多人的心
灵和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看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我们也
看到了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奖励
走上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道路，有了新的境界和追求。 ”在

“正能量谈 XIN 会”上，阿里巴巴
公益开放平台总监王崇和说道。
比如“文明逗”，据他的父亲讲，
5000 元的正能量奖励金，他放进
了单独给孩子开的银行账户里，
以他的名义给红十字会转了一
部分。 剩下的钱，想在找到好的
捐赠对象时捐出。 而“信义包工
头”陈武现，因为阿里正能量的
鼓励， 他开始了新的追求， 用 2
万元正能量奖金开启了自己的
公益之路。 云南鲁甸地震时，他
买了两大卡车矿泉水拉到灾区。
他说， 自己之前对公益很陌生，
那次之后开始身心投入地去做。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念之
善，只要呵护好，培育好，激发
好，就可能给人完全不一样的人
生。 在道德化育方面，民间社会
组织可以大有作为，但同时也需
要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整
合、调动和撬动各种社会资源。 ”

王崇和表示。“只要我们相信人
性善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
有效地去激发、去呵护、去培育
自己心中那颗善良的种子，这个
世界一定会好起来。 ”

发布“阿里正能量”项目研
究报告

探索新时代下的社会倡导
机制是本次“正能量谈 XIN 会”
的焦点之一，对此，大会特别发
布了由《公益时报》社推出的《新
时 代 中 国 社 会 倡 导 机 制 研
究———以“阿里正能量”公益项
目为例》研究报告。

《公益时报》社副社长侯剑
在发布现场肯定了以“阿里正能
量”为代表的公益项目所体现的
社会倡导机制以及其对于形成
日常化的公益范式的作用和意
义。 侯剑表示：“阿里正能量项目
借助宣传和倡导，实际上是以渐
进地反映善举这样的影响力扩
展到了整个社会，得到全社会的
认可和支持， 这是一种由点到

面、由个体到社会、由微观到宏
观，能够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公
益事业的很有效的一个社会倡
导机制。 它借助自身的物质刺激
和精神宣传的这种杠杆去撬动
公众的公益理念，促使公众执善
念、行善事和积极奉献，这个过
程很好地诠释了一种常人公益
理念和价值。 ”

“益见汇”评论联盟成立

什么是他们眼中的正能量？
社会需要传递哪些正能量？ 如何
搭建更多倡导机制，激发每个人
的善意善行？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
的知名评论员和资深媒体人就
上述问题各抒己见也是本次“正
能量谈 XIN 会”的重要内容。

什么是正能量？“应该是人
人可为的东西”、“应该是接地气
的”、“不一定是特别大的事情”
分别代表了专栏作家、独立学者
童大焕，澎湃首席评论员沈彬以
及浙江日报评论员郑亚丽对正
能量的看法。

关于如何搭建更多倡导机
制， 激发每个人的善意善行，不
同评论员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
出了各自的观点。 著名评论人、
原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苏文洋
认为：“社会上的好人好事，需要
正名的肯定和褒奖，功德怎样评
价都不过分。 ”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评论员王石川表示：“正能
量有被污名化、 标题化的趋势，
亟需正名。 天天正能量是一群有
情有意的人，做有意义的事。 唤
醒爱心，就是做慈善，而不是通
过道德绑架。 你做了，改变的是
你自己。 一路走过来，你是受到
影响的。 ”长江日报评论部副主
任鲁珊建议焦虑的当下，我们需
要一点一滴的耐心。 新京报评论
部副主任佘宗明认为：“慈善是
尊严的赋予。 慈善应该高调的
做，不用理会一些‘作秀’之类的
质疑之声。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
研究院副教授贾西津谈道：“倡
导，本身就是一种公益传播。 对
象是凡人，效应是裂变。 现在其
实不缺善意，但是只有善意是不
够的。 真正的公益不仅是奉献公
心，更是自立。 做公益可以让每
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公益可
以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 ”
长春晚报采访中心主任王海涛
表示：“现在媒体上正能量的内
容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很容易去
做，正能量的边界，不能有条条
框框，可以有更多细微的东西增
加进来，从而有助于媒体在转型
中找到成长的土壤。 ”

会议最后，包括上述知名人
士在内的全国“益见汇”评论联
盟宣布成立，并在现场发布了正
能量宣言。

（上接 08 版）
救助儿童会对项目学校的

校长进行培训，使其了解全纳教
育的基本理念和法规政策，同时
鼓励普通学生为残障学生提供
支持，消除歧视。 区县资源中心
的有效运作，也有力地将普通学
校与特殊教育学校连结起来，并
持续为普通学校开展全纳教育
提供技术支持。

4、社区和家长
救助儿童会积极利用社区

及家长资源，在云南、四川组建
成立了 29 个全纳教育家长委员
会，推动以全纳教育、正向教养
和行为支持为主要内容的家长
课堂，而且还率先启动全纳教育
“驻校社工”项目，有效链接社区
和家庭服务，促进儿童保护。 此
外，通过全国家长组织、两会代表
积极倡导全纳教育理念及政策。

此外， 救助儿童会还致力
于持续推动全纳教育理念为更
多公众特别是家长所知并接
受。 罗荔芊介绍道：“我们利用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和社交
平台，深度报道全纳教育实践；

招募公益亲善大使， 拍摄全纳
教育宣传广告， 投放于中国 76
个城市超过 200 家电影院 ，连
续放映 120 天， 观众人数超过
7200 万， 全国目标受众规模超
过 1000 万人；我们还组织全纳
教育亲子夏令营活动， 建立儿
童顾问委员会， 确保孩子的声
音被听到， 为他们创建更为包
容、平等的社会环境。 ”

5、推动政策落地
随着《残疾人教育条例》和

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的出台，
救助儿童会与教育部政策法规
司建立合作关系，增强各级教育
行政人员对残障儿童接受融合
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认
识，共同探索建立义务教育阶段
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等残疾
儿童入学安排和争议处理机制
和制度。目前，全国 28 个省份超
过 450 名教育行政官员接受了
全纳教育相关政策法规的培训，
未来救助儿童会将在全国建立
《条例》改革试验区，在残障儿童
入学安置、资源教室配置、专家
委员会运作及资源中心建设方

面做创新试点。

三座大山：人力、观念、技术

全纳教育的实现，不仅需要
学校，更需要家长，各个社会角
色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提倡这种
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没有分类
的教育。我国全纳教育推广工作
起步较晚，加上中国传统观念的
影响，全纳教育很难被所有人理
解和接受， 罗荔芊告诉记者，目
前项目推进过程中正面临着以
下难题：

1、人力
“资源老师”是全纳教育的

核心人物，大部分学校的资源老
师是兼职，要对接家长、班主任、
学科老师、学校领导、医生（治疗
师、心理医生）等等。“很多学校
的资源老师是从心理老师转换
而来，而他们的岗位职责在普通
学校里没有明确定位，发展方向
模糊，很多作为兼职的老师并没
有把 100%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
罗荔芊说，“他们不像学科老师
一样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做好了

还能成为‘学科带头人’。资源老
师的地位比较尴尬，相当于普通
学校的特殊教育老师，但是特教
校背景的老师又缺乏普通教学
经验，无法和普通老师进行对接、
交流， 普通教师认为残障儿童就
应该由特教老师来教，所以中间就
存在沟通等一系列问题。 ”

2、观念
普通学校的大部分老师还

是认为残障儿童应该在特教校
学习， 虽然在推行全纳教育，一
些普通老师在对待残障儿童上
还是戴有色眼镜，比如对残障儿
童降低教学目标，甚至有班主任
排斥残障儿童进入其所在班级，
一方面他们没有能力教好残障
儿童，另一方面会在班级成绩考
核上拖后腿。

“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
响，有些人会觉得先天残障会觉
得是‘冤孽’、‘报应’的体现，所
以在云南地区的很多家长不愿
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有障碍，不把
孩子上报给资源老师，被当做普
通学生对待成绩又跟不上，行为
问题也会打扰教学进度，所以家

长的观念也是我们工作面临的
阻力之一。 ”罗荔芊谈道。

3、技术
特殊教育专业技术层面需

要不断精进。 比如对于自闭症
孩子的主题融入参与全纳教
育， 我们需要哪些教学技术让
他们在普通课堂里能不尖叫、
不跑、不跳坐得住，这些就需要
我们更多的特殊教育专业技术
作为指导， 也是现在普通学校
的弱势。

罗荔芊表示， 目前遇到的
困难也是机遇和挑战，为“全纳
教育” 项目提供更多深入发展
的空间。 现在教育被分门别类，
基础教育、赏识教育等，全纳教
育也是其中之一， 所有教育都
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人人
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本质，不
管是普通孩子、残障孩子、留守
儿童还是受战争影响的孩子、
艾滋病儿童等都可以得到教育
的支持服务， 这也是社会发展
的愿景。

（文中图片均由儿童救助会
提供）

■ 本报记者 张龙蛟

陈武现（右）在正能量谈 XIN 会现场（图片来源：“天天正能量”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