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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公益人项目：

培养本土“兴农”村居公益人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阿里第六次发榜鼓励员工做公益
“手语翻译数字人”等 10个项目获奖

� � 3 月 3 日晚，阿里巴巴内部
最重磅奖项“阿里巴巴公益榜”
揭榜。 发动上千名设计师为欠
发达地区农产品做新潮包装的
黄河等 12 名员工、“手语翻译数
字人” 等 10 个项目获奖。 获奖
人和项目在阿里巴巴杭州西溪
园区专门设立的公益名人墙上
留下名字， 让有爱的文化长期
持续传递。

这是阿里第六年为在公益
行动上表现突出的员工和项目
颁奖。 阿里于 2017 年设立该奖
项，被称为内部最重要奖项，旨

在鼓励员工投身公益， 为社会
做贡献。 目前，累计有 33 人、61
个公益项目获奖。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 做公
益是阿里的悠久传统， 从很多
年前提出“人人 3 小时公益”到

“阿里公益榜”，再到去年在集团
三大战略基础之上，阿里又推出
社会责任战略和绿色战略，并积
极参与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这同时也为阿里人投身公益提
供了更多更广阔的参与场景。阿
里人积极参与公益为社会带来

更多的爱心和正能量。
这些上榜员工和项目是在

阿里 25 万员工投身公益的深
厚土壤上长出来的， 逐渐在内
部形成温暖有爱的文化。 2015
年， 阿里号召每位员工每年拿
出 3 小时做公益，根据员工投入
公益的时间、项目类型计算公益
时。 数据显示，2021年阿里员工
公益时累计超过 100万个。其中
仅益起动行走捐一项，阿里员工
去年捐赠的步数超过 2 亿公里，
化为 60所乡村学校的圆梦体育
包，让 20164 名乡村孩子用上了

崭新丰富的运动器材。
今年上榜的公益人和项目

涉及弱势群体关怀、自然环境保
护、 欠发达地区支持等多个领
域，不少项目具有互联网特色和
科技色彩。达摩院程序员开发的
数字人“小莫”，可实现自然语言
和手语实时双向翻译功能，将服
务 2700 万听障人士； 为了提高
纸箱循环利用率，一名菜鸟小哥
想出了纸箱换鸡蛋的点子，3 个
月就吸引 400 多万人次参与纸
箱换鸡蛋活动，减碳 148万吨。

作为一个科技公司， 阿里

重视公益由来已久。“改变世界
的不是科技， 而是科技背后的
爱与责任”是阿里内部共识。 早
在 2010 年， 刚刚实现持续赢利
的阿里巴巴确定每年从营业额
提出千分之三用于做公益，在
全球互联网公司中首家作出这
一举动。 为支持员工公益，阿里
内部设置亿元员工公益孵化基
金；设立“公益委员”制度，从普
通员工中选出公益委员决定公
司的公益基金怎么花；设立“阿
里巴巴公益榜”，激励表彰用心
做公益的阿里人。 （皮磊）

� � “以往的公益离基层百姓太远了。 ”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王政表示，“我们希望通过
‘善济病困工程·村居公益人项目’推动公益下沉，用互联网赋能的‘抓单’新模式让基层百姓对公
益触手可及。 ”

“善济病困工程·村居公益人项目”发起于 2021 年，是中华慈善总会“善济病困工程”联合北京
微爱公益基金会依托村居通平台启动的公益项目。 项目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依托城乡社区工
作者、医务工作者等村居公益人的力量，协助大病救助、养老助残、产业振兴、精准帮扶、文化健康、
教育培训等公益项目在村居下沉落地，让公益服务直达村居，让百姓感受美好生活的幸福感。

项目率先在湖南省怀化市、湘西市，河南省平顶山市开展试点工作。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累计注册村居公益人 16618 人，其中城乡社区工作者 14295 人，医务工作者 2323 人。

据王政介绍，“善济病困工程·村居公益人项目”在怀化市已经形成了独有的“党建引领、部门
协同、社会参与、青年先行”的村居公益人特色，凝聚社会力量帮扶困难群体，全方面响应“善济病
困工程”兜住防返贫、防致贫底线的目标，形成独具特色的公益闭环。 “项目模式已经摸索成功，希
望更多的地方能加入进来。 ”

”什么是村居公益人

据王政介绍，“善济病困工
程·村居公益人项目” 依托的是
“村居通”服务平台，而“村居通”
服务平台依托民政部“金民工
程”建设，是民政系统服务城乡
社区工作人员的信息直通车，覆
盖全国 52.9 万个农村社区和
11.7 万个城市社区，直接服务近
800 万城乡社区工作者。 目前村
居通微信公众号平台总关注人
数近 300 万，成为村居公益人的
主要来源。

村居公益人是指已登记注
册的村居干部（城乡社区工作
者、城乡医务工作者），通过“村
居通”公众号自愿报名并予以审
核通过的人员。注册认证成功的
“村居公益人”，可获得由中华慈
善总会“善济病困工程”认定，以
电子证书形式颁发的村居公益
人证书（中华慈善总会代章）。村
居通平台将协助实施村居公益
人项目，共同开展村（居）社区公
益事业， 包括但不限于大病救
助、文化健康、养老助残、产业振
兴、精准帮扶、教育培训等相关
活动。 利用“互联网+公益”，充
分发挥基层干部在社区治理和
社区服务中的公益职能，进一步
完善村居服务能力。

在中华慈善总会的统一布
局和管理下，2021年，“善济病困
工程·村居公益人项目” 在湖南
怀化、湘西及河南平顶山开展了
试点，并陆续涌现出包括山东省
临沂在内的多个自愿加入村居
公益人的地区。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 累计注册村居公益人
16618人， 其中城乡社区工作者
14295人，医务工作者 2323人。

从大病救助开始的实践探索

“‘善济病困工程·村居公益
人项目’， 最初是从大病救助开
始切入， 早发现早治疗早救助，
之后才慢慢延展， 搭建平台，链
接资源。 ”王政表示。

村居公益人一般是村干部，
有执行力， 更容易执行公益项
目。 对此，王政印象比较深的是
陕西省安康市某村的副主任何
茂园。 在注册成为村居公益人
后， 何茂园在 2021 年帮助本村
的一位大病患者发起了筹款，并
迅速筹集到了治疗费。他自己感
慨说，“作为村（居）干部，我终于
可以帮到他们了，而不是像以前
一样，在得知他们罹患大病的时
候，无法调动更多社会公益慈善
力量来帮助大家。 ”

王政说，“像他这样的情况
还有很多。 这既有利于树立村

干部的形象， 又促进了社会的
和谐。 ”

2021 年， 在试点地区湖南
省怀化市，6000 多名村居公益
人间接帮助了 1800 余名大病患
者。 他们通过技术平台对接，为
患者发起的个人大病筹款项目
募集 2400 余万元善款， 大幅缓
解了当地因病致贫、 返贫现象；
同时配合善济病困公募项目，为
大病患者提供多种形式的救助，
响应“善济病困工程”兜住防返
贫、防致贫底线的目标，形成独
具特色的公益闭环。

除了大病救助， 王政表示，
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人才振兴。

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设立村
居公益志愿者， 已成立专业的志
愿者团队， 配合村居公益人实施
公益项目，实现平台化管理，并定
期对村居公益人及志愿者进行培
训，全方位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

同时，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
开发村居公益人、社工、志愿者
项目管理平台， 设立时间银行，
通过公益积分、产品出村、异地
产业互动等形式为村居赋能。

截至目前， 仅在怀化地区，
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已注册村
居公益志愿者达三万余名，怀化
市村居公益人联合怀化市志愿
者协会和村居公益志愿者，开展
助农、助困、养老、党建、环保等

志愿服务活动 1800余场，志愿服
务近 9万人次， 志愿服务时长近
20万小时。 近百页“资料汇编”详
细记录了各项公益活动台账、项
目总结及文件支持等内容。

另外， 该基金会注重培养
社工，培养村医，立足村居，服
务村居。

项目在北京市大兴区魏善
庄镇赵庄子村、湖南省怀化市溆
浦县低庄镇牌子田村分别设立
了“村居公益人服务站”， 通过

“村居治理的公益发展”“社会工
作助力社区治理”“社工培训与
辅导”等主题分享，为村居公益
人自我提升提供免费通道，为村
居的公益探索提供范本。通过引
导和培训社工， 赋能村居治理，
号召全国村居公益人支持并推
动“善济病困工程·村居公益人
项目”。

希望更多资源加入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发
布。 文件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底线，重点体现在完
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
持续增收、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
策落地见效等方面。“善济病困
工程·村居公益人项目”为防止因

病致贫返贫打造了公益样板，并
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有成
熟的运作平台， 可以迅速链接资
源， 通过村居公益人和志愿者执
行落地。王政强调，很多基金会和
爱心企业主动找到平台希望开展
合作， 其也非常希望能在全国推
广实施这个项目，应用这个平台。

他认为，“善济病困工程·村
居公益人项目”作为全国的互联
网公益下沉平台，利用互联网科
技手段帮助社会组织大幅提高
公益项目的执行和落地效率，深
度管理公益项目，降低执行成本，
提高效能， 是互联网公益创新模
式的有益探索。 项目通过千乡万
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
和文明振兴，培养一批热爱家乡、
热衷公益的本土“兴农”村居公益
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2021 年 12 月，中华慈善总
会、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临沂
市慈善总会、 沂南县慈善总会、
兰陵县慈善总会、沂水县慈善总
会、村居通平台及企业代表一行
20 余人共赴怀化考察学习“村
居公益人”项目，并予以一致肯
定。临沂市慈善总会已申请加入
试点地区，拟设兰陵县、沂水县、
沂南县及莒南县为执行试点，推
动全市乡村“善济病困工程·村
居公益人项目”实施开展。

（于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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