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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7 日， 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扶贫办指导、中国人
口宣传教育中心联合诸多机构
推出的健行者公益项目在北京
正式启动，全国的徒步爱好者即
日起可通过项目官方网站（http:
//www.jianxingzhe.org.cn/）或“健
行者活动”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
报名参与。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
司副司长任西岳、中国人口宣传
教育中心主任姚宏文、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本志、山
西省永和县委副书记马爱丽以
及健行者公益项目爱心大使廖
辉出席发布会。 来自中国疾控中
心慢病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科研
所、山西省卫生健康委以及诸多
社会爱心企业的代表和媒体代
表应邀参加启动仪式。

据介绍，健行者是一项全民
健康与全民健身运动的盛会，
2019 年主题为“健步母亲河、健
康扶贫行、动员全社会、决胜攻
坚战”。 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
主任姚宏文表示：“健行者是一
群关注健康的人，他们倡导‘自
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他们
是一群热爱运动的人， 阳光、积
极，相信生命在于运动；同时，他
们还是一群富有爱心的人，通过
身体力行凝聚点滴力量、助力健
康扶贫公益事业。 ”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副
司长任西岳谈道，基本医疗有保
障是脱贫攻坚底线目标之一，在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返
贫占比超过 40%，健康扶贫是最
难啃的“硬骨头”，任务艰巨。 在
贫困地区，乡村医生就是乡亲们
健康的第一守门人。 目前中国约
有 144 万名村医，他们工作条件
艰苦，收入微薄，却默默地守护
着近 6 亿农民的健康。

由于村民居住分散， 地形复
杂，给村医出诊带来巨大困难，一
段坎坷难走的山路可能阻挡一次
及时有效的诊治。“健行者公益项
目既是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决
策部署的有效举措， 又是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具体措施。 项目捐
款将定向为吕梁山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的永和县、大宁县、清涧
县、子洲县村医捐赠医用摩托车，
为村医赋能， 为村民健康提供保
障。 ”任西岳表示。

记者了解到，2019 年健行者
公益项目面向全国招募徒步爱好
者， 于 10 月 19 日赴山西省永和
县黄河乾坤湾参加徒步 30 公里
挑战。此外，对不能参加实地挑战
的健行者， 项目还特别设置了远
程挑战五万步活动， 即在活动当
天的任意地点完成徒步五万步并

上传数据， 即可获得健行者完赛
证书。远程挑战突破了地域限制，
能够激发更多徒步爱好者参与。

此外， 在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5 日期间， 项目还将举办为期
21 天的全国网络闯关体验赛，通
过每日运动打卡、闯关夺宝等丰
富有趣的活动，促进公众养成健
康生活方式。 同时，健行者们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号召社会爱心
人士及企业进行公益捐款，定向
为贫困地区乡村医生捐赠医用
摩托车。

此次健行者实地挑战地点选
在山西省永和县黄河乾坤湾，线
路总长度 31.8公里， 贯穿黄河蛇
曲国家地质公园、 红军东征纪念
馆、黄河古渡口、古村落等地。 据
永和县委副书记马爱丽介绍，永
和坐落于晋陕大峡谷东岸， 吕梁

山脉南麓， 境内不仅有雄伟壮观
的黄河乾坤湾， 还是毛主席率红
军东征的会师渡口， 黄河文化和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但由于山高
沟深、自然条件恶劣，永和贫困发
生率为 34.5%，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山西省深度贫困县。

马爱丽谈道：“健行者公益
项目的实施不仅为永和村医捐
赠医用摩托车，提高基层医疗健
康服务能力，更是对永和旅游文
化资源的一次集中宣传，将有效
带动旅游扶贫和消费扶贫发展，
助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

据悉，2019 健行者公益项目
的另一大亮点是引入消费扶贫
机制。 每一位注册成功的健行者
可在黄河岸边认领一棵专属枣
树，当年枣树收获全部归认领者
所有，完成不同筹款额度还有大

宁山地苹果、 子洲县放养山羊、
清涧黑毛土猪等回报。 这一设计
让健行者在参与健康运动的同
时， 以枣树为媒与农户建立联
系， 深度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亲身参与国家脱贫攻坚事业，感
受公益的力量。

健行者公益项目将全民健
康和公益扶贫相结合，为社会力
量参与健康扶贫搭建了一个很
好的平台。 在定向捐赠医用摩托
车之外，主办方还联合爱心企业
积极开展村医技能培训、农村妇
女两癌筛查、健康科普大讲堂等
公益项目。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副秘书长赵本志表示，希望今后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企业及爱
心人士，通过健行者项目参与到
健康扶贫工作中来，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力量。 （皮磊）

推动全民健身与公益扶贫相结合

健行者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近期，有地方向我中心反映，有名为李卿的人士以“现代社会
工作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城乡养老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社会上开
展相关活动。 就此，我中心郑重声明：我中心未设立“城乡养老工
作委员会”这一机构，从未以此名义开展过任何业务，也未聘请名
为李卿的工作人员，其任何行为与我中心无关。 若有人继续以该
名义开展任何活动，我中心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现代社会工作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2019 年 9 月 24 日

声明

“让好事行达千里，让好人更
有力量”，2019年 9月 23日，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 2019“正能
量合伙人计划”，进一步完善天天
正能量公益生态体系建设。

首次启动
“正能量合伙人”计划

“这是天天正能量项目成立
六年来首次启动‘合伙人’计划，
希望通过引入新鲜血液，让正能
量传播的更广更深，带动和唤醒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公益。 ”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正能量合伙人计划”，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鼓励社会
上有责任、有担当、有爱心的人
士加入并成为“合伙人”，发现和
传播正能量，参与公益活动的落
地执行，创新电商公益的品牌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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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据天天正能量工作人
员介绍，“正能量合伙人”的招募
不限截止时间，将长期向社会各
界开放，欢迎热心公益的爱心人
士加入合伙人行列。

此外，10月中旬，天天正能量
将召开 2019 年“正能量合伙人公
益研讨会”，邀请首批加入的正能
量合伙人代表、媒体人、公益组织
代表等， 共同寻找当前社会环境
下社会正能量传播的新路径，探
讨在正能量传播过程中个人应该
如何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

“再微小的一份力量，也能
够推动时代进步，让社会变得更
美更温暖。 ”天天正能量工作人
员表示，我们期待“正能量合伙
人”计划可以吸纳更多社会爱心
人士，和我们一起，让好事行达
千里，让好人更有力量。

合伙人将参与千万公益金
奖励决策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
的“正能量合伙人计划”中，对正
能量合伙人的选定标准、权责等
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

对于申请人的要求，天天正
能量工作人员表示，首先要热心
公益，认同“天天正能量”倡导的
公益理念及活动愿景，愿意利用
自身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其
次， 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参与
“正能量合伙人”线上线下活动，
包括常规评选投票、 颁发证书、
寻找线索等；第三，要求申请人
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和美誉度，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组
织能力，能够得到社会认可。

此外， 申请者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

益组织或社会团体。
为了鼓励正能量合伙人参

与正能量传播， 天天正能量为
“合伙人” 提供了相应的正能量
权益，例如，合伙人策划的正能
量公益活动，特别优秀的案例将
有机会获得正能量公益金支持
及媒体传播支持；合伙人将有机
会担任正能量常规评选的评委，
投票决定每周正能量获奖者，点

评每周获奖案例。 同时，合伙人
权益将不断更新，后续会有更多
权益向合伙人开放。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自
2013 年成立以来，累计奖励正能
量人物 6400 余名， 每年投入公
益金逾千万。“我们寻找深耕公
益行业的合伙人，希望将公益决
定权交给社会公众。 ”天天正能
量工作人员表示。 （高文兴）

阿里巴巴首次招募“正能量合伙人”
合伙人将参与正能量奖励评选、公益活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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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姚宏文致辞并
介绍健行者公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