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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奇迹
� � 你或许想过在创办社会企
业的过程中，能否将自己的某项
技能、天赋、消遣或是非常喜欢
的东西融入其中？ 对于某一特定
领域、技能或行业除了挣钱外能
否用于实现其他目标，许多人都
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 人们听到

“室内设计”时，往往会想到看似
与之相关的特定人物、地点或图
像。 但事情并不总是像看起来的
那样。

“平凡奇迹”成立于 2008 年，
是一家注册的慈善组织， 为曾经
无家可归人员、 长期失业者和弱
势妇女提供经认证的室内设计培
训、DIY工作坊和升级再造课程。

创立

爱 丽 西 沙·摩 尔 (Elisicia
Moore)是“平凡奇迹”的首席执
行官。 她此前在非营利机构工作
多年， 曾在多个社区团体任职，
并和曾经无家可归者有过交流。
当时她注意到就业培训中有一
些共同点，即女性对所提供的就
业培训服务并不感兴趣，并且很
少有培训中心为读写能力有问
题的人提供资格认证培训。 总而
言之，摩尔女士正是发现了现有
就业培训服务体系中的需求，才
产生了成立“平凡奇迹室内设
计”的想法。 爱丽西沙女士的解
释是：

“我曾供职于一家很棒的慈
善组织， 从事世界上最好的工
作。 我曾管理过的一个项目是为
无家可归人员提供装饰培训。 但
和许多为无家可归者服务的项
目一样，这个项目并没有吸引女
性参与。 我是室内设计出身，而
且我确信如果我们的项目能让
女性感兴趣，那么她们一定会参
加的。 于是我开始举办室内设计
的培训试听课，吸引了成群结队
的女学员。 这让我的团队喜出望

外， 而我的内心也是欣喜若狂，
因为比起装饰我更喜欢室内设
计。 但不管怎样，当我的工作签
证到期时，在那里的工作也结束
了，难过之情无以言表。 但我也
在思考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已
经为自己找到了完美的工作。 在
我离职后，那家慈善组织并没有
继续这一培训项目，因为我是唯
一能提供这一培训的人。 一年
后，‘平凡奇迹’诞生了。 ”

寻找生源

这个主意也许听起来不错，
但是和其他社会企业一样，“平
凡奇迹”也需要受益者，或者说
顾客。 那么，他们是如何找到这
些人的呢？ 爱丽西沙告诉我们
说：“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经营
工作坊，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很
多时候人们会找上门来，他们想
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
有很多学员是毛遂自荐的。 在我
们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前，我
们的课程只向组织机构开放，不
面向个人。 这样就可以继续免费
向学员提供培训了。 我们是就业
中心（公立就业中心）的培训机
构， 也和诸多社区群体合作，后
者要么将我们的课程推荐给其
客户，或者聘请我们提供现场服
务。 ”

这听起来不错，但真有这个
必要吗？

2011 年第一季度，英国有六
万家庭居住在临时住所，而其中
有 75%居住在伦敦。“平凡奇迹”
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人，这些曾
经无家可归的人、长期失业者和
弱势妇女。

无家可归是一个长期而复
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指街头流浪
者，还包括那些以临时住所和招
待所为家的人。 在英国，几乎所
有的服务提供者和绝大多数接

受服务的人都认为，无所事事不
利于人们的发展， 甚至会起到毁
灭性的作用，而一个人失业越久，
越有可能频繁地以招待所为家。
而一旦这样的人有了可供居住的
房间或公寓， 他们有时候却无法
对其进行布置或不知道如何使这
个家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

而对“平凡奇迹”来说，这正
是他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正
如爱丽西沙所说：“我们所做的
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改
善物质环境， 学习新的技能，增
加就业机会，提升自尊，相信自
己值得拥有一个令人自豪的可
称之为家的地方。 ”

普及室内设计

你见过有很多空置商店的
街道吗？ 或许你听说某个地方有
间商店已经空置了很长时间，又
或许你曾经过一家已经废弃的
购物中心。“平凡奇迹”用以实现
这些改变的主要服务或方法，是
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弹出式”商
店模式。“弹出式”商店指的是临
时存在的商店或空间，在某一天

“突然出现”，在一天、几周或几
个月后又消失。 大品牌和小型的
创业企业都可以采取这种模式
与消费者接触， 或试验新想法，
积累经验或融入当地社区。

“平凡奇迹”找了个空置的
地方，将其变成当地居民聚会碰
面的地方。 他们找了间空置的商
店，开设有关设计、升级再造、家
具修复和基本家居动手的工作
坊，帮助学员把房子打造出家的
感觉。 学员无需有相关既往学习
经历。

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年龄层
的居民和那些最近刚从街头搬到
新家的人们一起对废弃家具进行
改造。 这个项目的每个参与者每
升级再造一件东西就能获得相应
的时间信用， 并用这些时间信用

购买该项目下的其他物品。

室内设计的影响

这让我们开始思考室内设
计的影响。 这样的工作能真正改
变什么呢？“平凡奇迹”室内设计
培训让弱势人群获得实用技能
和认证，让学员学会通过室内设
计用较少的成本改善居家环境，
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让他们
获得更长久的租期。

对“平凡奇迹”来说，这个项
目的主要成果如下：

减少无家可归者的人数 ：
“平凡奇迹” 通过获得认证的开
放项目提供技能培训和工作经
验，增加了学员的就业机会。 室
内设计培训也有助于建立学员
的信心和自尊。 在这些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项目参与者可减少对
救助金的依赖。

减少无家可归的周期性：新
设计过的家会让人们有强烈的
意愿续租；对家的自豪感会提升
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关系。

“平凡奇迹” 认为他们的项目能
减少周期性无家可归的两大主
要因素，从而降低反复无家可归
的可能性。

社会排斥：通过确保小组培
训的互动性、 支持性和参与性，
让学员能进行自助并有机会帮
助他人。

消除学员的弱势感：他们希
望通过结构化学习、技能和就业
能力培养来实现这一目标，尤其
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学员。

针对长期失业者：工作经验
让学员获得有关沟通、 谈判、专
业操守等知识，还能帮助他们建
立自尊和自信。 在室内设计学位
培训班上一期毕业的九名学生
中，有两人获得了设计相关领域
的工作。

吸引少数民族裔的参与，维
持较高的女性参与率：英国政府

称，有大量证据表明少数民族在
劳动力市场居于劣势地位，失业
率较高，更难获得就业机会。“平
凡奇迹”一方面努力满足少数民
族的需求，一方面又特别关注女
性的参与。

幸福感：许多科学研究都表
明室内设计能影响不同环境中
的幸福感，包括健康和住房。 例
如，健康设施里的积极设计能减
少压力，促进社会交往，有利于
精神健康。

未来

社会企业和社区项目的处
境并不容易，而要让企业盈利也
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还要平衡
“三重底线”， 那就更加艰难了。
正如爱丽西沙所言：“我们是伦
敦唯一的室内设计慈善组织和
社会企业，所有的经费都来源于
自身，我们几乎没什么钱，但这
也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比别人更
加创新。 ”

在设计银行临时商店的成
功实践后，“平凡奇迹”很快就要
开设一家永久的培训和零售中
心。 已经有人愿意让他们免费使
用一处购物中心内的一个零售
单元，在那里他们将提供更多有
关对从垃圾填埋场分流来的东
西进行升级再造的工作坊，培训
弱势成人，教他们如何制作精美
的定制家具。

“平凡奇迹室内设计”是建
立在社会企业经营模式的价值
观和哲学上的。 在与弱势人群携
手合作，帮助人们实现个人最大
价值的过程中，“平凡奇迹室内
设计”的团队受到了启迪，并且
抱有真挚的热情。 他们的事例告
诉我们， 不管你对什么抱有热
情，不管你喜欢什么，或许你都
可以将其融入你的社会企业或
社区项目，看效果怎么样？
（据英国驻华使领馆文化教育处）

� � “平凡奇迹”鼓励参与者研究、理解设计流程，培养动手能力，树立信心，减少社会排斥，提供进一步
培训和就业的机会

� � 尽管“平凡奇迹”尚未全面评估自己对居民的生活所带来的影
响，但 88%的项目参与者是女性，其中 61%的人都表明自己从这个
项目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