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News 07新闻
２０20．9.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阿里巴巴用七年时间写了一本书

八千多位普通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好的”
� � 这个世界会好吗？

阿里巴巴用七年时间写了
一本书，给这个问题带来了自己
的答案。

这个答案是来自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的故事，也是来自中国民
间关于爱与美好的故事，是七年间
中国社会美好一面的全景图。

2013年 7月， 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诞生。当
时的新闻舆论环境， 充斥着低俗、
戾气和焦虑。 项目成立的初衷，就
在于以表彰和弘扬凡人善举为己
任， 传递人性善良和人间美好，推
波助澜地影响、改变世道人心。

这个由马云倡议成立的公益
项目， 七年来投入近 7000 万元，
奖励了 8000多例凡人善举。他们
的故事， 近日由红旗出版社结集
成《这个世界会好的》隆重推出，
不仅备受出版界瞩目，更成功“出
圈”，被全国百家主流媒体总编辑

联合推荐，引起各界热议，成为一
个热点社会话题。

书中获奖的 8000 多位正能
量人物勾勒出新公益时代的公

众群像，汇成了感动人心的公益
大数据：在这个群体中，民工、学
生、医护、教师、警察成为最具正
能量的五大人群，年轻人成为社
会正能量的主力军。 他们身上，
凝结着“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古
训，也折射着互联网时代人人公
益理念的光彩。

这些平日里毫不起眼的小人
物，散发着不寻常的人性光彩：

他们当中，有大年初一驾车
从长沙奔赴武汉参与志愿服务、
免费接送医护人员的 26 岁湖南
长沙小伙郑能量。 因家境不好在
社会资助下完成大学学业的郑
能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
来武汉，只想报恩”；

有为武汉灾区运送蔬菜的
山东司机李保民，他的一句话感
动了全国：没钱可以出力；

有几十年如一日，挑着扁担
和两个编织袋，行走在广西大山

中，把自己收集到的衣服和食物
送给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的“扁
担姐”麦琼方。 她资助和抚养的
87 个失学儿童和孤儿也都先后
成才。 对于孩子们的报恩，她说：
“希望你们有能力也去帮助其他
人，体会妈妈是怎么过来的”；

有因工地负责人消失而欠
下工友工钱， 此后 15 年四处打
工、变卖家产用以偿债的“诚信
包工头”陈武现……

七年来，从这个群体里走出
了十余位“感动中国”人物和数
以百计的地方“道德模范”。 这个
特殊的人群也成为爱心传导的
链条，成为正能量传播者，让爱
心进一步扩散。

这本书凝结了阿里巴巴奖
励凡人善举背后的思考，展示了
江河卫士、最美家乡人、经典诵
读等公益品牌背后的初心和图
景，也披露了一个个普通人走上

全国新闻头条背后的故事。
思想家梁漱溟曾提出一个

世纪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当
时， 梁漱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但未能解答这个世界为什么会
变好。 而这本书，以及八千多位
“郑能量们”， 以俯拾皆是的真、
善、美案例和独特的视角，给出
了世界何以会变好的缘由和答
案。 这也正是一本书何以被引起
广泛关注的原因。

七年来，天天正能量通过善
行唤醒善行，改变了人们对待凡
人善举的眼光， 让数以亿计的读
者参与了“善”的舆论场营造，起
到了“子路受牛”式的社会效果。
《这个世界会好的》是天天正能量
过去七年的一个总结， 也是未来
的一个序章。 就像阿里巴巴公关
委员会主席王帅在序言中所写的：

“做的其实远远不够。 做的不够，
那就继续做下去吧。 ” （益文）

80 后 90 后首超越 70 后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共投
入公益金近 7000 万， 用于褒奖
社会正能量人物及开展创新公
益活动， 奖励中外获奖者 8253
人，平均每天，都有 3 笔以上正
能量奖励从杭州阿里巴巴西溪
园区发出。

报告里最大的变化来自于
正能量获奖者的年龄构成。

80 后获奖者占比出现大幅
增长， 占所有获奖者中近 30%，
正如他们承担的家庭角色一样，
也成长为社会正能量中坚。 80
后、90 后首次超越 70 后，撑起一
片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追求
自我、成就自我的同时，选择温
暖世界。

与这份“年轻”对应的，是获
奖者的丰富。

这份丰富，体现在获奖者的
年龄跨度里。 年度最低龄的获奖
者，是内蒙古包头 7 岁女孩张羽
彤，她在雨后独自搬砖，积水中
为陌生人“搭桥”的事迹，温暖了
一座城。 年度最高龄的获奖者，
是江苏南京 101 岁老人黄良淑，
担心高空坠物， 吃不香睡不好，

百岁老人催八旬儿子拆自家雨
棚。 从 7 龄童到百岁老人，每个
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自己践行
正能量的方式。

这份丰富， 还体现在获奖者
的身份标签里。·越来越多的获奖
者，难以用职业或者年龄来定义，
“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正成
为越来越多人“斜杠” 的方式之
一。而在获奖者的自我标签里，除
疫情中慷慨逆行、 生活里岗位上
时刻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外，
退伍军人成为年度热门标签。

他们中，有倒四次火车支援
江西的山东德州退伍军人王心
龙，有偶遇持刀抢劫一招制敌的
吉林白山退伍军人张吉林，有在
洪水中背着高考生游泳赶考的
湖北黄梅县城管队员、退伍海军
罗超良……据天天正能量统计，
近一年来，奖励的退伍军人近百
名。 曾经，他们一身戎装满腔热
血保家卫国，如今，他们身处各
行各业继续传递大爱与温情。

变与不变，平凡与不凡

有数据就有排名，排名一直
在变化。

7 年正能量省份总榜， 河南
依然稳居第一。 其次为浙江、山

东、湖北、四川、江苏、辽宁、陕
西、黑龙江、湖南。 而据天天正能
量 2019-2020 年度奖励数据，湖
北、浙江、山东、河南、江苏、辽
宁、四川、陕西、湖南、河北十省
年度获奖数据名列前茅，成为年
度十大正能量省份。 其中湖南、
河北首次出现在年度榜单中，而
湖北的首次登顶， 也成为 2020
年春天“全民战疫”的最美注脚。

与湖北相关的，还有这样一
组数据。 全民战疫期间，为了向
每一位挺身而出的英雄致敬，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全国媒
体推出战疫英雄榜，褒奖奋战在
一线的凡人英雄，截至 2020 年 3
月累计奖励 130 多组战疫英雄，
发放奖金近 200 万元。 公务员、
快递员、环卫工、网格员、餐饮店
主、超市老板、理发师、教师、学
生、 农民……来自全国各地、身
处不同行业的他们，为了一个目
标挺身逆行，汇成一张全民抗疫
的最美脸谱。 这些数据，也记录
了正能量获奖者的不凡。

与这份“不凡”对应的，是获
奖者们的职业身份。

《这个世界会好的》一书中
提到，8000 多位正能量人物中，
民工、学生、医护、教师、警察成
为最具正能量的五大人群。 而这

份最新的年度正能量数据显
示，，2019-2020 年度， 学生、医
护、司机、教师、外卖哥/快递员
群体成为年度最具正能量的几
大群体。“他们每一个，都是来自
你我身边的普通人。 ”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负责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有了官方名
称“网约配送员”的外卖哥们，因
为抢眼的增幅，成为年度最受关
注的正能量群体。 2019-2020 年
度，天天正能量奖励的外卖哥达
到 60 余名。 风里来雨里去的他
们，送达着便利也常常守护着陌
生人的安危。

在获奖者的分布上，更贴近
每一个人。2019-2020 年度，获奖
者覆盖地市数据增长近 30%，省
会城市获奖者占比降低，获奖者
更贴近每一个人。 从山野乡间到
热闹都市，正能量的火炬在广袤
中国的各个角落点燃、传递。

“正能量 ”目光坚定，跑步
前进

七年， 近 7000 万元， 褒奖
8000 多例凡人善举……怎么做
到的？

这份报告里，给我们揭示了
理想与现实之间，这群阿里人的

坚守与突围。 从 2019 到 2020，上
线正能量合伙人机制、搭建更为
立体开放的公益平台、疫情期间
7x24 小时联动……他们越跑越
快，从闹市到山野，都留下正能
量的足迹。

这份“奔跑”， 也得到了回
应。“好人就应该有好报”正成为
整个社会的共识，而超过四分之
一的获奖者，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将正能量奖励回馈给社会。“这
些奖励像一颗颗种子，激发了很
多获奖者对社会改善的参与感，
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说。

这份报告里，也书写了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继续“跑步前
进”的决心：“七年一瞬，步履不
停。你怎样，世界就怎样。天天正
能量，一直在路上。 这个世界会
好吗？ 也许每个人心里会有不同
的答案。 这个世界会好的，这是
我们始终如一的答案。 ”

坚定， 因为初心始终如一。
阿里巴巴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
在《这个世界会好的》一书序言
中写道：“我们做的所有的初心
和方向就在于此。 让美好的事
情让更多人知道。 让感动，让爱
传递。 ”

（益文）

在变化中坚守不变，在平凡中寻找不凡

阿里巴巴发布 2020 年度正能量报告

《这个世界会好的》书封

这个世界会好吗？ 阿里巴巴用七年时间写了一本书，给这个问题带来了自己的答案。 近日，
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编撰、全国百家主流媒体总编联合推荐的《这个世界会好的》一书

推出后，引起各界热议。
如果说这本书描绘了七年间中国社会美好一面的全景图，今天，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的

《2020 年度正能量报告》，则是用数据的角度，解读中国民间爱与美好的变与不变。
这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第三次发布年度正能量报告。 除了备受关注的正能量省份、正能量

城市等数据，此次报告也展示了更为丰富、立体的民间正能量群像。 截止 2020 年 7 月，由马云倡议
成立的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项目刚好 7 岁。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说，这份‘丰富’也给了项
目组下一个 7 年的信心，‘7 年了，正能量，正年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