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待用公益”倡议人、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

陈里：找到释放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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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益时报 》：目前中国公
益事业的模式愈加多样 ， 你选
择以 “待用模式 ”做公益的目的
是什么 ？

陈里： 我长期研究三农、社
会管理问题，知道农民犯罪的原
因是什么。 这里不仅仅有贫穷的
原因，还有这个社会并未给他们
基本的尊重。 选择“待用公益”，
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唤醒沉淀在
人们心中太久的爱心，让需要帮
助的人们接受有尊严的救助，
“待用公益” 就是这样一种公益
模式。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民
并不缺乏浓郁的爱心，但一直苦
于找不到合适的释放爱心的渠
道。 你知道，爱心憋得太久是会
生病的，人会生病，大家庭也一
样，社会倚靠合理有效的爱心释
放途径来保持良性运转，富起来
的人和贫穷的人在这个理念驱
使下找到手拉手、 心连心的平
台，这也是教育孩子的好方式。

《公益时报》：我们知道在国
外有一种“待用咖啡”模式，那么
以你的理解 ，我们中国的 “待用
公益 ” 文化跟国外的有什么不
同？

陈里：“待用咖啡”是指在咖
啡馆消费的人提前多买一两杯

“寄存”在店里，一旦有囊中羞涩
的贫困者询问店家是否有“待用
咖啡”时，侍者就可以让其享用
此前人们已付过钱的“待用咖
啡”。 然而，在中国，咖啡并非是
老百姓的必需品，那些在街头流
浪为生的人能够喝上一杯白水，
吃上几个包子，似乎比喝上咖啡
更重要、 更贴近真实的社会需
求，因此，待用模式在中国的“本
土化”就显得势在必行。“待用快
餐”、“待用学费”、“待用抚赡”，
是“待用公益”未来发展非常重

要的几部分。
而待用电影票、待用旅游门

票、待用饮料、待用爱心书包、待
用随行车位等都是“待用公益”
的体现。 我认为所谓待用公益，
这是一份有尊严的等待，并让这
份等待有所实用。待用公益应成
为一种模式，而非聚焦某种特定
商品。你看以往许多超市准备许
多雨伞， 使用者拿走一去不复
返。而现在 90%的公共卫生间和
大饭店， 尴尬得连卫生纸都没
有，这些都是中国待用公益应该
捕捉的点。

其次我认为，中国式“待用
公益”必须是个特别尊重人尊严
的公益模式，这个是“铁律”。 就
现实而言， 基于我国的实际情
况，待用公益在我国的实际操作
过程中， 的确会遇到一些难题，
譬如说街头流浪者和低收入者

或许因为警戒心而拒绝你的好
意。 但我想，这些问题都只是暂
时的，形成规模、打开知名度后，
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们也
可以想一些现实的方法，比如说
可以给这些街头流浪者一些领
取凭证，直接到餐厅领取，避免
尴尬，施助人在购买“待用物品”
的时候， 不要和救助人见面，不
要产生直接接触，还可以在餐厅
另设房间。 这些都可以规避“待
用公益” 施行中可能遇见的尴
尬。

《公益时报》：每一种新生事
物 ，在发展之初 ，几乎都会受到
不理解甚至打击，“待用公益”同
样不能逃脱这样的宿命，那么面
对这些质疑，你内心深处的真正
的想法是什么？

陈里： 我们现在的社会，说
的人往往理直气壮，做的时候往

往不见其人。我希望在公益事业
上，大家少指责、多参与。因为社
会上需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行动
永远胜于话语。 其实，根据我的
实际经验，我有“两个没想到”。
一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愿
意捐，现在的人买一斤韭菜都讨
价还价， 但是老百姓愿意把十
块、二十块放在素不相识的老板
那里，愿意把这碗饭送给素不相
识的人吃。 在今天诚信缺失、信
仰缺失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
愿意奉献，这说明老百姓的爱心
水平是很高的。 第二个没想到，
本来很多人以为会有很多人去
冒领待用餐， 但是两个月过去
了，没发生一起这样的不该吃的
人吃了的这种情况， 这说明，大
家把弱势群体的道德水平估计
得太低了。 很多事情，需要做了
之后再来“骂”，不能有一种恶意
推测的“惯性”。 我认为，即便不
想认捐，有爱心的人看到不愿意
去政府救助站的流浪汉，主动停
下脚步善意地告知他们待用快
餐的具体地址也是一种功德。如
果把“骂”的时间用在这儿，那么
待用公益事业又推动了一大步。

《公益时报》：你获得了 2012
年度人民网十大个人微博第一
名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 ，你觉
得通过微博这种新媒体真的就
能把 “待用公益 ”这么大的一个
盘子运转起来吗？

陈里：2012 年 10 月 2 日，陕
西华山当晚突发游客滞留情况，
我用微博直播成功帮助了游客
进行疏散；12 月 10 日，我又用两
小时在微博上挽救了一对西安
的轻生母子。 我觉得正是有了微
博这种现代媒体， 人们的声音，
尤其是底层的声音才可以更直
接有效地被表达出来。 就拿“待
用快餐”来说，这个公益活动在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公
众都可以在新浪微博“@ 待用快
餐”和待用快餐的公益网站上进
行投诉曝光。 现在因为新媒体，
官民可以有很多的沟通，媒体和
公益人也能形成很好的联动，现
在已经有了数十家媒体跟进“待
用公益”的报道，而且我还发现
许多省份和城市的共青团官方
微博在响应推动，很多公益组织
在支持响应。 以这种合势做公益
的感觉非常好！

我期待更多的地方政府、民
政部门、共青团、妇联、老龄委响
应支持，让他们与公益组织联手
推动， 这和党的政策是一致的。
党和政府做宏观上的指导和保
障，民间微观参与实施。

《公益时报》：说一个很真实
的窘境，现在是一个诚信危机的
时代 ，怎样在这种环境下 ，保证
店铺将爱心商品真实发放到有
需要的人手中？ 又如何规避“吃

白食”、“霸王餐” 等违背公益愿
景的不良现象？

陈里：商家把生意看得像生
命一样， 我相信他们会认真对
待。 可以讲究“事不过三”原则，
把奉献爱心人士的姓名及已领
取数、 剩余数公布在店门外，顾
客可以随时监督。 诚信是灵魂，
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市场呼
唤商家的诚信，与此同时，我也
希望能有一个正规、 统一的制
度。 比如说，我们可以征集爱心
贴或其他标记，设置一个“待用
快餐”的统一标记，经过审查，我
们会授权给店铺爱心“待用快
餐”标识。

而我们救助的对象， 残疾
人、流浪儿童、低保的老弱病残、
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还有因
特殊原因经济窘困的人，如果有
相关证件最好，但是证件并不能
涵盖所有的需要帮助的人，所以
如果没有证件也没有关系。 而
且，这些待帮助的人一般外相特
征比较明显，从外在样貌可以做
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外在体
面的人也可能遭遇丢钱包这种
窘境，那么给他一份待用餐也无
可厚非。

如果有人的身份实在不好
甄别，商家可以为待用快餐设定
领取上限，对重复领用的人的身
份进行一定的核实，确保这项公
益活动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 对那些有劳动能力、蹭
吃蹭喝的人进行必要的限制。 我
始终认为， 人的自尊心还是有
的，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
为了图小利而不停撒谎，那么他
的心理一定有问题。 但我相信
“待用公益”模式会感动他，最终
使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 本报记者 艾已晴

� � 网络时代，各路红人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于各种新兴媒体之上。 在这些红人之中，拥有
上千万“粉丝”的陈里是个十分特殊的角色。 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是老百姓眼中的“大
官”，却敢于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公布网络，接受群众的监督，聆听网络上的各种声音；他的
职位是陕西公安厅副厅长，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人，身为管理学博士、硕导、陕西省法学会
副会长的他， 非常乐意于和公众探讨中国转型中的任何社会问题， 尤其是关于民生、三
农、社会管理创新的难题。

陈里常说他是个农家的孩子，深刻地明白民间的苦，他说：“现在的中国有 8 亿农民，
3 亿农民工，他们不曾拥有充沛的资源，城镇化的进程使他们其中的有些人来到城市，却
不能获得有尊严的帮助，这部分人不幸福，有何中国梦可言？ ”

2013年 4月 12日晚 11时，陈里连续在新浪发出三条微博，呼吁国内快餐店为残疾
人、老年贫困者和流动儿童提供一些“待餐盒饭”。 这三声“疾呼”很快被台湾人高文麒看
到，并在第二天就在自己西安的快餐店里实施了起来。 随后，陈里的“待用公益”模式得到
更多的企业和民众的响应，目前，有来自 15 个省的 25 个城市都已经成为了“待用公益”
的实施城市。

陈里对公益事业有着让常人难以想象的热忱，带着“富而有爱，贫而有助，传递爱心”
的主旨，陈里在信息的世界里掀起一波浪潮，试图让公益更贴近中国现状、更接地气、更
有效率。

本期公益第一访谈，《公益时报》记者对话陈里，探讨陈氏“待用公益”在中国的现状
和明天。

� � 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管
理学博士、硕导，西北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
学兼职教授，陕西省党校客座
教授， 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
主要关注民生 、三农 、社会管
理创新等话题。 2012 年 5 月
30 日， 陈里在其个人实名认
证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手机
号码 ，表示“希望大家多支持
监督”。 2012 年 10 月 2 日，面
对陕西华山在当夜突发游客
滞留情况， 陈里彻夜不眠，微
博直播游客疏散。 2012 年 12
月 10 日， 陈里微博上演生死
接力，2 小时挽救西安轻生母
子。 这一年，陈里获人民网十
大个人微博第一名，当选中华
儿女年度人物。 在发起“待用
公益 ”模式之前，陈里还曾建
议为农民工做十件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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