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面馆门口的标语告知过路人如果有困难，可
以进来吃碗面

张成良说“为一碗面故意来骗吃骗喝的，毕竟少之又少。 ”免费的一碗面只是面馆“微公益”内容之一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免费面条 爱心书屋

杭州小面馆里的公益集结
前不久，浙江杭州建国南路

火车城站附近出现了一家特别
的面馆，在这家名叫“成良”的面
馆里只要你进去说声“有困难”，
就能立即得到一碗热气腾腾的
青菜肉丝面来填饱饥肠辘辘的
肚子。 至于你有什么困难，老板
不会过问， 让你吃饱就是目的，
有媒体将其称为“公益面馆”，也
有人说这是为了宣传生意的噱
头。

这家约 40 平方米的餐厅
里， 摆放着整洁讲究的桌椅板
凳， 墙上挂着各种公益宣传照
片，一个爱心书柜置于角落。 这
样的特色布置，让走进面馆的人
感觉这家店有点不一样。

从 6 月 24 日开业至今，店
老板共“免费”过十多碗面条，并
且承诺面馆每卖出一碗面将捐
出一元钱用于公益。“总共算下
来差不多有十多碗，平均每天有
个一两碗吧。 ”店老板对《公益时
报》记者说。

老板名叫张成良，经营杭州
一家房产代理公司才是张成良
的主业。 他说，开这个公益主题
面馆不为赚钱，而是让更多人了
解、参与公益，因为“做公益感觉
到很幸福”。

“免费”不是最差的

“只要你进来说声有困难，
我们会为你提供一碗面条，这就
是一个临时性解决方式，顾客能
吃饱就行，至于有何种困难店里
员工是不会问的，也要给人家留
些颜面。 ”张成良介绍说。

开业前，张成良也会有点担
心，想着会不会有很多人来吃免
费的午餐。“毕竟这个地方是人
流聚集区， 有困难的人应该不
少。 当然很多人不来吃免费的面
条，面子是主要原因，认为求助
一碗面条有失颜面， 不会太主
动， 不过我和店员们都讲好，其
他的绝对不问的。 ”

张成良的店里卖的最便宜
的面条是 9 元，但给予求助者的

免费面条却是 12 元的青菜肉丝
面，因为张成良要让吃面的人心
里感觉到， 虽说是在做公益，但
不会因为免费就是最差的。

一开始免费面条并没有限
制，求助者可以任意选择菜单上
的面，有一个求助者要了一个相
对价高的碗面，成良面馆还是照
样给他做了，他觉得做公益还是
应该满足大家的要求。

“免费面条不是最好，也不
是最差的，关键是要满足那些求
助人能够吃饱这一最基本的要
求，至于吃好这个应该在后面的
阶段可能涉及。 ”张成良说。

考虑吃免费面顾客的感受，
在成良面馆的服务员当中达成
了默契和共识。 但其他来付费吃
面的顾客可不太买账，在面馆开
业第一天，就有一位来享用免费
面条的顾客被质疑。

“他是一位环卫工人，走进
来时还有些不好意思， 店员问
他，他才说有困难，我们立刻就
做了碗面给他，没有问他具体困
难是什么。 ”张成良回忆说。“但
是旁边桌的顾客就有些不相信，
七嘴八舌说开了，有人说这人不
可能没钱就是想来白吃的，我感

觉一个人的困难肯定是会有很
多种的，不可能就说没钱这么简
单，我过去跟客人讲不要这样说
人家。 ”

“这样的噱头很值”

从一开始就推出“免费”吃面
和“卖一碗捐一元”口号的成良面
馆， 在开业的二十多天里受了些
质疑，有人认为这是在赚噱头。

“如果说我在玩噱头，我倒还
希望玩这种噱头。 在媒体和公众
的传播下，可能生意比一些面馆
稍微好那么一些，但是你要看到
我赚的多，捐得不也多了吗？ 如
果能拿这笔钱
去帮助更多的
人岂不是更好，
有更多人受益
么？ ”张成良说。

目前成良
面馆已经售出
了 2000 多碗面
条，在卖出一碗
捐一元钱的承
诺下，已有 2000
多元善款亟待
捐出，张成良认

为这种“噱头”很值。

面馆里的“微公益”

面馆里还设立“爱心书柜”
接受图书捐赠，爱心钱物将用于
捐建贫困小学图书室。 经常有人
送来爱心书籍、在留言本上留下
祝福，也有志愿者来到面馆捐出
自己的服务，这一切在杭州建国
南路倒是形成一道风景，经过媒
体报道后，更是有不少路人路过
此地特意进到面馆里看看。

通过免费面条衍生出的公
益内容在成良面馆得到了很好
的延展， 用张成良自己的话说，

“这里像是一个微公益的平台，
一个面馆集纳着各种公益资源
和大家的爱心。 ”

就在上周五，张成良还专门
从工商局领到了“成良微公益主
题面馆”的刻章和执照，这让他
的公益之路越走越清晰的同时，
也有了制度保障。

“电话太多了，都想为公益
做点事情，大家不知道从何处入
手， 面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有的想加盟，有的想提供自
己资源，这些我现在正在考虑。 ”
张成良说。

就在张成良考虑如何发展
成良面馆这个“微公益”平台时，
成良面馆的第一个公益梦想已
经开启， 浙江省淳安县金峰乡
中心学校摄影兴趣班的 12 名
学生要来杭州进行为期 2 天的
采风活动，面馆为他们提供了全
部经费。

“这是面馆开业后的第一个
公益活动，经费都是店面开业时
朋友送的，另外采荷一小公益四
六班小朋友陈者还专门为这些
来采风的孩子买了摄影书籍当
作礼物，这已经是一种公益的续
接了。 ”张成良说。

在成良面馆里还有一个留
言簿，这上面见证了微公益平台
的第一笔善款，这是一个贵州来
杭州的打工仔。

“小伙子姓廖，面店开业第
一天， 他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吃
面， 说看到报道挺有感想的，之
前也受到过别人帮助， 就拿了
100 元钱捐这儿了， 这就是我这
个微公益平台收到第一笔捐
款。 ”他说。

现在在成良面馆的点餐台
前放着两个盒子，一个是顾客的
零碎钱善款箱，另一个是成良面
馆卖一碗捐一元的小盒子。 对于
今后这些善款的监督使用，张成
良有着自己的想法，“随时欢迎
大家来店里监督整个善款使用
过程，做公益无论财力和能力大
小， 只要能迈开步子干起来就
行。 ”他说。

07社会创新 Social� Innovation
２０13．7.16 星期二 责编：闫冰 美编：王夏澎

在中国，有数以万计的打工
子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随父母
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学习
与生活。 张雨欣，就是这样一个
孩子。 今年九岁的她，在上海市
郊的一所民办小学读书，雨欣的
父母以卖菜营生，每天起早贪黑
辛苦工作，只为给孩子拼一个好
一点的将来。 雨欣也很懂事，五

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父母称秤、找
钱、做家务，小小年纪就已知道
父母的艰辛与不易。

雨欣对家乡其实没什么印
象了， 但她却记得家乡有一片
大海，父母每每提起那片海，都
十分感怀。 雨欣知道，爸爸妈妈
其实很想家。 有一天雨欣在学
校上课， 老师告诉她和同学们

一个好消息———去海边捡垃
圾。 孩子们听了都十分兴奋，雨
欣也心生一个主意。 她想买一
个杯子， 等到明天去海边舀一
些海水、盛一些细沙、放几个海
螺送给爸妈， 来慰藉他们的思
乡之情。 可是，跟父母开口买个
杯子并不顺利， 家里的经济条
件有限， 使得父母并不能事事

时时满足孩子的要求， 雨欣的
不断要求遭到了父亲的训斥。
满心的委屈无从诉， 雨欣的心
愿也不知能否达成……

第二天，雨欣带着妈妈给她
买的杯子和同学们乘坐大巴来
到他们心中向往的那片海，参加
欧莱雅“企业公民日”海边捡垃
圾的活动。酷暑之下孩子们却干

劲十足，都想为海洋保护做一点
贡献，雨欣也累得很开心，只可
惜，雨欣看到的大海和她家乡的
大海不一样， 她没能舀到海水，
也没能捡到海螺。她又该如何成
全自己那份小小心愿呢……

更多公益故事，敬请关注每周
日 12:07 播出的旅游卫视与公益
时报合作推出的《善·行天下》栏目。

善·行天下 公益纪实
———那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