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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
让我们温暖前行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年度评选结果出炉
本报推荐的路遇三轮车侧翻起火，奋不顾身冲上前施救的包利光入选 2018十大正能量瞬间
◇晨报融媒记者 张冰洁
这是一份专属于平凡人的年度
盛事，这是一次饱含着温暖与感动的
正能量巡展。
昨天，备受瞩目的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第二届年度评选落下帷幕，
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瞬间、
2018年度
十大正能量故事两大榜单正式出炉。
本报推荐的
“救命四连踹”
事件主人公
包利光，从全国 76个候选案例中脱颖
而出，获评 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瞬
间，
包利光同步获得 2018年度正能量
人物称号，
本报报道记者侯云峰、张冠
华获得
“2018正能量传播奖”
。
此次评选，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还
拿出百万公益金，
用于年度正能量人物
所在省市开展2019
“让爱多一度”
主题
公益活动。

打动人心 包利光那一瞬间的举动
2018年7月9日上午，
锡林浩特市
一辆三轮车为躲避车辆，
拐弯时发生侧
翻，
随即起火。危急时刻，
一男子不顾
生命危险冲上前，
将三轮车前挡风玻璃
踹碎，
被困司机爬出得救。7月10日上
午，
这段视频在微信朋友圈中被广泛转
发。男子在他人遇到危险时，
不顾个人
安危，
勇敢救人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2018年7月12日，
本报以《三轮车
侧翻起火 小伙儿踹窗救人》为题，
报道
了包利光
“救命四连踹”
的暖心事迹。包
利光惊心动魄的动人瞬间，
在许多读者
及网友心中，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2018年 12月下旬，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宣布启动第二届年度正能
量评选，包利光“救命四连踹”的事
迹，经过众多读者及网友推荐，成功
入围候选。2019年 1月 10日，评选
结果正式揭晓，惊心动魄的一幕，获
得 11张评委票及 5000多次网友点
赞，成功入选 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
瞬间。和包利光一起入选年度十大
瞬间的案例还有西安两医生手术间
隙 抽 空 打 吊 瓶 、山 东 日 照“ 最 美 人
梯”、江苏医生“最美公主抱”、火车列
车长给异味旅客搓澡、哈尔滨外卖哥
最美托举、沈阳大二女生站台跪地救
人、甘肃“红裤头哥”冰窟救人、浙江
60岁医生连跪 3小时做手术、丽江白
发孝子抱瘫痪母亲看戏。
得知自己英勇无畏的一幕入选
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瞬间，包利光
说：
“ 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本能的举
动，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热度空前 一天内汇聚百万爱心
晨报官方微信

传递善意，
激发善行。这是本报联
合阿里巴巴打造
“天天正能量”
平台的
宗旨，
也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连续第
二年启动年度正能量评选的初心。
本届年度评选的所有候选正能
量案例，均曾被各地主流媒体报道并
引发广泛关注，经读者和网友推荐、
媒体和天天正能量初选后入围，最终
由 46家权威媒体的评委及大众网友

以 8：2的比例进行投票点赞，选出“年
度十大正能量瞬间”和“年度十大正
能量故事”。
为了激发更多善能，评选期间，
网友为候选正能量案例每点一次赞，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还将拿出 10元
公益金（最高 100万公益金），用于联
合获奖案例推荐媒体共同开展“让爱
多一度”主题公益活动。
1月 4日 0点，评选正式启动后，
很多网友纷纷涌入活动页面参与点
赞。仅一天时间，100万元公益金目
标即宣告达成。最终，除本报“救命
四连踹”包利光等 10个案例当选“年
度十大正能量瞬间”外，还有湖北大
学女生李秋雨匿名资助贫困同学三
年，青海蜜月旅行的最美新娘周炜烈
火中救四条命，黑龙江暖心情侣姚远
芳、祝贺买下融化蛋糕安慰外卖小
哥，四川阆中的哥姚长海折返救下轻
生女孩，山东青岛送奶工徐屹逆行救
全楼 180户等 10个案例当选“年度十
大正能量故事”。
（扫描文末二维码，
可查看所有当选案例详情）
根据评选规则，这两份正能量年
度榜单的新闻主人公，将同时获得
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称号。医生、环
卫工、出租车司机、大学生、农民、外
卖哥……他们都是我们身边随处可
见的普通人，却因一念之善、至朴至
淳的举动，走进千万人的视野。
人心的尺度，就是时代的温度。
他们为 2018留下了一段段温暖的回
忆，也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张张真善
美的底片。接下来，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将在合适时机为 2018年度正能
量人物举行颁奖典礼。

温暖倡议“2019，
让爱多一度”

公益支持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
青年志愿者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呼市红十字会

志愿汇

公益联盟组织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年度评选结果出炉
来，
或者对活动的开展形式有具体的想
法或建议，欢迎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0471-3339111，
联系我们。
正如活动主题所说，2019，让爱
多一度。每个人伸出一双手，奉献一
点爱心，这座城市就将四季如春。在
此，本报携手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包利光，向所有
读者及网友发出倡议：2019年，一起
做正能量火炬的传递者，让爱多一度
——
“你怎样，世界就怎样。
你心中多一度爱，你所在城市就
多一份暖。
每个人点亮一张笑脸，这世间就
少一些无助和孤单。
一个拥抱、一个弯腰、一次伸手、
一次驻足……爱心不分大小，行动铸
就改变。
如果你也渴望爱与温暖，如果你
也希望参与这个社会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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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做正能量火炬
的传递者，让爱多一度，让这个社会
的温度在每个人的随手善行中升
温。
万千最美，种种不凡，化为每个
人生命的平常，这才是最大的正能
量。
让心更暖，让情更真，新的一年，
从关爱陌生人开始。
”

“每一次评选，都是一次爱与善
良的精神洗礼。最终登上榜单的是
20组名字，但相信留在大家心底的，
是对人性至真至善的感动与共鸣。
我们期待，这些属于 2018的不凡与
最美，经过这次评选能浸润人心，在
新的一年化为身边的平常，成为托起
整个社会向上向善的力量。”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平台总监王崇和说。
随着 2018年度正能量榜单的揭
晓，评选期间通过网友点赞筹集的
100万元公益金，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也将全部兑现。即日起，天天正能
量联合本报在内的所有获奖案例推
荐媒体发起“让爱多一度”主题公益
活动，将大家对正能量的礼赞化为满
城善意，温暖寒冬中有需要的人。
接下来一段时间，你给正能量人
物点的每一个赞，都会化为一面面有
温度有情怀的暖心墙，出现在内蒙古
在内的全国十省市自治区。这面墙
有关分享，
你可以将不需要的棉衣棉被
等物资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这面墙有关
关爱，
你可以许下心愿，
等待有心人来
实现……我们期待着，
这面墙成为一面
镜子，
映照出内蒙古人心的美好、城市
的文明。如果您有意参与到该活动中 十大正能量瞬间

内蒙古
志趣公益联合会

呼市红十字会
仁爱妈妈志愿服务
工作队

呼市红十字会
美会志愿服务队

呼市蓝哈达
爱心公益协会

天使公益

暖雪公益

十大正能量故事

公益项目内蒙古地区独家合作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