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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自媒体成为一个充满阳光和理性的信息平台，而不是宣泄不满、倾倒抱怨的不良情绪垃

圾场。我们的社会诚然还有很多的不美好，每个人也都难免承受着一些压力、委屈甚至不公，但我们所

希望的是一个美好的明天，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今天的不好。当然，提倡正能量并不代表一味地晒幸福、

晒鸡汤，虚伪的赞美只会沦为奉承，只有理性客观建设性的批评才能给人带来情感共鸣和思想进步。

能否积蓄正能量不在于你的话本身是批评还是表扬，自媒体需要的是你的真诚和开朗，你的积极和客

观，你的责任感和感召力。

———编者

来自新媒体的正能量

微博 140 字的惊人力量
“在 2001年的时候，如果有陌生人

在街上认出我， 一定是通过电视节目；
而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碰到有陌生人
上来跟我打招呼，他们无一例外地说我
看到你的微博。 ”原谷歌全球副总裁李
开复在微博上说。

仅仅在几年前，微博还只是一个新
鲜词，它以“饭否”“嘀咕”等新锐面目来
到中国，又在下半年的网络寒冬中如雨
打风吹去。 但谁也没有料到，2010 年，
微博却以突然的方式爆发。

提到微博，人们的思维都会跳跃地
定格在“打拐”、“救狗”、“我爸是李刚”、
“红十字会发票” 等这些记忆深刻的事
件。 从年初的抗旱救灾，到后来的江西
拆迁女微博直播强拆谈判当门户网站
的全民微博与中国社会前进中的困惑

相遇，迸发出的，竟然是如此不容忽视
的推动力。

曾经网上热议湖北嘉鱼的“微博美
女农民工”捐菜的事。 @ 叶薇琪美玫持
续发出微博，因为千万斤包菜卖不出去
也是白白浪费掉，干脆他们打算将菜都
捐掉。 微博一经发出，老叶家的包菜也
成为被政府机关解决的对象之一。老叶
接到政府方面电话，称有县直单位到他
家地头买菜，当天销了 25 吨，有的单位
甚至只给菜钱不要菜。

一个微博的转发成了老叶家生意
上的转折点。

微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火了
起来， 这 140 字虽然不能完全承载真
相， 但却能体现出围观者眼中的公道，
这就是微博的力量。

正能量之解密
“我爸是李刚”

2010 年 10 月 17 日，猫扑发表了一个
消息称， 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
撞倒两名女生，一死一伤，司机没有停车，
继续去校内宿舍楼送女友。 被学生和保安
拦下后该肇事者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
我爸是李刚！ ”后经证实，该男子名为李启
铭，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

“我爸是李刚” 迅速成为网络最火的流行
语。

事发后， 肇事者的父亲李刚接受央视
独家采访， 向受害人及家属诚恳道歉并深
深鞠躬。 2010年 10月 24日李启铭因涉嫌
交通肇事犯罪被望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
准逮捕。博友说，整个事件虽然不是最先爆
发于微博，但后来推动事件的转变，微博功
不可没。

正能量之打拐
解救乞讨儿童

2011 年 1 月 17 日， 一名母亲求助中国社会
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发微博寻找失
踪的孩子，微博发出后立刻引起网友关注。“随手
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官方微博于 1月 25日正式建
立，微博开通才 5 天就已有万余人关注，300 多条
乞讨儿童信息发布其上。 2月 2日，天使投资人薛
蛮子在新浪微博中发表了“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
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拿
起手机，随手拍下街头乞讨儿童照片，尽微博之力
让孩子回家！”一场全国范围的微博打拐活动就此
拉开帷幕，各地公安部门、社会组织、机构和媒体
微博纷纷行动起来。

虽然目前因联系微博主人困难、 照片数量有
限等原因，此行动尚未取得最佳的效果，但引用博
友的话就是：“尽微博之力，让孩子回家”。

正能量之揭黑
“红十字会万元发票”

2011年 4月 15日 13时 50分，一位实
名注册网友肖雪慧微博下附上了一张餐饮
发票的照片， 这张小小的发票引发了一场
不小的“地震”。 这张消费发票的付款单位
是“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收款单位为

“上海慧公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付款日
期为 2011 年 2 月 28 日， 发票上消费金额
为 9859 元。 肖雪慧表示，这条微博是看到
原博主的微博后转发的， 而原微博已经被
删除。

很短时间内便有上万网友通过各种社
交网络进行转发， 吸引广大网民的并不是
这张发票的金额， 而是餐饮发票的付款单
位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 以及消费的场
所慧公馆。 这家公馆是上海的一家高档餐
厅，人均消费在 500元以上。

网友的声音基本上一边倒：“你们吃的
是饭还是血？ ”“近万元的餐费招待了谁？ ”

事隔一天，4 月 16 日， 上海市红十字
会便通报了“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
调查及处理情况，在通报发出时，超标款项
已经全部退回。

此次“发票微博风波”也对中国公益事
业造成一定影响。

正能量之解救
京哈高速救 500 条狗

2011年 4月 15日，京哈高速惊现一辆载有 500 多只
狗的大卡车，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求助信息， 一场集
结爱心名人以及数万网友彻夜关注的“狗狗大救援”行动
由此展开。 新浪微博第一时间推出了专题页面，介绍事件
的最新进展，同时对与救助有关的活动进行了推荐，为用
户参与救助提供了多个渠道。 截止到 4 月 17 日 14 时 30
分，新浪微博上有关“狗狗救援”的微博内容已经接近 500
万条。 与此同时，不断有公益人士迅速加入，包括姚晨、宁
财神、谢娜等名人参与其中，网友也捐助了矿泉水、狗粮、
医药等大批物品物资。

相对的宽松之后， 有一个不可回避的软肋在即时新
闻播报的同时露了出来，那就是谣言。

因为微博的随意性， 因微博而流出来的谣言已
屡见不鲜。 在一个被关注的事实被发布以后，微博信
息的病毒式传播方式和速度， 在一定程度上利于谣
言的滋生， 而倘若某意见领袖不慎将某一虚假消息
当成事实加以传播， 更会形成一种几何基数裂变的
立体传播效果。

（王新）

正能量之援助
21 小时“熊猫血”找到

2010 年 5 月 16 日， 北京市的
王妈妈为了使 1 岁 9 个月的“血癌”
女儿找到“丙球蛋白”，通过朋友发
微博求助。 5月 17日13时，在王女士
发出求助信息21个小时后， 已有超过
17263人转发，姚晨等明星也通过转
发或是评论对这条信息进行了放
大。最终，从武警总医院和中日友好
医院得到了 7 支“丙球蛋白”，并且
不断有好心的朋友从邯郸医院、陕
西、张家港、四川内江等地联系到了

货源，爱心在微博中不断汇聚。
2011 年 3 月 16 日 20 时 06

分，微博再一次展示了力量。新浪四
川官方微博发布了紧急求助信息，
为网友@晶晶马寻找“熊猫血”。 截
至 3 月 17 日 15 时， 这条微博被网
友转发 6000 多次。 两个小时后，新
浪四川发布微博称， 已经联系到了
4 位 RH 阴性 AB 血型愿意献血的
朋友， 他们第二天将去成都血液中
心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