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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曾想过，如果超市里大批
剩余的食物变废为宝摇身成为
营养又美味的食物；如果饥肠辘
辘的流浪者也可以吃到一顿营
养又美味的一顿饭；如果有这样
一个社区，它可以让你感受家的
温暖？

在英国社会企业社区厨房
（FoodCycle） 里你可以找到这一
切。 它成功创立了一种社企经营
模式，形成以志愿者为核心的社
区， 有效帮助社会解决食物浪
费、饥饿和社会孤独的问题。

让社会没有饥饿和孤独

“让社会没有饥饿和孤独”
是 FoodCycle 创立的愿景， 在这
个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的年代
里，仍有些人还挣扎在温饱中。

联合国报告指出，2016 年全
球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的人口有
8.15 亿， 占全球人口的 11%，比
2015 年多出 3800 万。 尽管过去
十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呈下降
趋势，但随着暴力冲突增加以及
受气候变暖影响，世界饥饿人口
重新出现增长。 与之相反的是，
工业化国家的零售商和消费者
每年丢弃的 3 亿吨可食用的食
物，足以喂饱正在挨饿的约 9 亿
人口。 不断增长的饥饿人口数量
与越来越严重的食物浪费问题
彷佛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如果能
把两者链接起来进行资源互补，
就能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为两者之间搭建这座桥的
这个机构就是英国的慈善机构
社区厨房 FoodCycle。 社区厨房
旨在收集当地超市或者餐馆里
多余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志愿者
捐赠食物做成一顿美食提供给
那些处于饥饿贫困以及低社会
保障的人群。 社区厨房不仅仅能
提供美味而营养的食物，它还建
立起了一个社区模式，把志愿者
和受助者之间链接在一起，形成
一个良好的互动沟通。 他们在这
里能够交到很多朋友，找到生活
的动力和分享的乐趣。 这种模式
让孤独的人们有机会与人交流
和感受到陪伴的温暖，也鼓励了
志愿者加入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

前， 在英国已有 18 个回收点、
1,300 名义工， 每周开放 5 天，服
务 18 区逾 3,000 人。

社区厨房这个想法来自创
始人张凌翰的一次偶遇。 2008 年
10 月，当时正在伦敦东部的非洲
研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张凌
翰在美国遇到了“校园厨房”
（Campus Kitchen） 项目的创始
人。“校园厨房”是一个公益服务
机构，主要的任务是倡导大学生
收集当地的超市或者餐馆剩余
的新鲜食物材料，带回学校重新
利用，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健康
食品。 张凌翰对这一模式印象深
刻，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在思考如
何把与“校园厨房”相类似的组
织带到英国。

张凌翰回到英国之后开始
筹备社区厨房的团队，团队成员
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食物不
应该被浪费和每个人都应该有
机会在餐桌上获得营养的膳食。
在运营了几个月之后，社区厨房
收到了很多好评，很多人自愿加
入，包括志愿者、捐赠者和一些
有合作意向的慈善组织；同时也
吸引了越来越多伦敦当地的食
品企业或零售超市为社区厨房
提供剩余食材。

社区厨房初期运营模式很
简单，招募一些志愿者和员工收
集附近（方圆一英里内）一些食
品或零售公司的剩余食材，把这
些食物制作成健康美味的佳肴
提供给流浪者、 学生和城市贫
民。 张凌翰谈道：“记得首次派发
给露宿者的食物是杂菜汤，由于
食材有限只能分发给 30 人。 刚
开始他们（露宿者）说这个汤好
难喝，土豆太硬、味道不够。 ”但
张凌翰认为至少可给露宿者温
饱，已算踏出成功第一步。 为了
更好地改善食物质量，张凌翰坚
持每星期到派餐中心听取意见，
找到更好的改善方法。

如今，社区厨房在英国不同
地方设立多个厨房提供食物，主
要集中在比较贫穷的社区，求助
者可以选择离自己最近的餐馆
来获得食物，而人们可以通过不
同的方式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主
要包括捐钱、 到社区当志愿者、

提供厨房空间来烹饪食物等。
2016 全年社区厨房一共提供了
37000 餐饭给受助者， 派出了
8000 份外送食物。

用社区模式拯救孤独

除了饥饿，孤独也是比较严
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据英国《每
日邮报》报道，美国一项涉及 30
万人的研究表明，社会孤独感的
危害等同于酗酒或每天吸烟 15
支，甚至比不运动所带来的危害
还要严重；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
学教授约翰卡西奥波说，孤独可
以削弱人体免疫系统，使人体血
压上升、压力增大，使人更容易
生病， 还有造成抑郁症的危险。
在英国，很多经济条件差的独居
者，尤其是一些老年人，经常独
自进食，吃的也是一些低营养的
食物，这危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社区厨房提出了开放社区
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2010 年 10
月，社区厨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
家社区咖啡厅，给社区的志愿者
和受助者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
平台， 这意味着 FoodCycle 开始
从简单的救助模式走到了互动
循环的社区模式。 在这里，人们
不仅可以得到食物，还可以了解
食物营养知识和烹饪方法，也可
以与不同的人沟通交流远离孤
独，找到归属感。 这也是创始人
的初衷之一，张凌翰认为：“这是
FoodCycle 不仅是对食物资源的
一种循环利用，同时还可以培养
一种‘社区意识’，通过健康食物
把不同的人们链接在一起。 ”

社区厨房的理念是，食物不
仅仅为了填饱肚子提供营养，同
时也是一种爱和分享。 志愿者和
受助人可以一起吃饭，互相交朋
友，学习烹饪方法，在这里人们
可以认识到来自不同行业的人
并和他们分享彼此的经历；在遇
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时，还会有社
工或者医生来帮助和指导他们。
这样的模式也吸引了很多独居
或者孤独的人群加入。 在这里不
仅拯救了人们的饥饿，也让人们
感受到陪伴的温暖。 社区厨房的
其中一位 80 岁的独居老人说
道：“我独自一人居住，每周我会
选择到 FoodCycle 餐厅去吃饭，
在这里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让
我不再感到孤单。 ”另一位顾客
表示，她有 4 个孩子，每次一去
FoodCycle，她的孩子都很兴奋快
乐。 平时在家从不爱吃饭的他
们，在 FoodCycle 也会胃口大开。

此外，社区厨房还会开设烹
饪课程， 由志愿者自愿去分享，
教大家如何去做健康食品。 其中
一位受助者谈道：“刚开始的时
候，我不敢和任何人说话，只是
一个人坐着吃饭，慢慢地我感受
到这里自由的氛围和乐趣，开始
大胆地与人交谈，也认识了不同
的朋友，现在我已经完成了烹饪

课程，准备要在这里当厨师。 ”
这种社区模式创造和改变

了公共区域，充分实现社区资源
最大效益化；同时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孤独症比例；在社区里
发扬互助互爱的精神，也改善了
邻里关系。 据社区厨房提供的数
据显示：参与社区的人们膳食变
得更有营养了， 生活不再孤独，
85%人表示在社区里他们能够交
到新朋友， 性格变得开朗了很
多；有人则谈道，FoodCycle 培养
了他们营养饮食的习惯，现在他
们更注重饮食的重营养搭配。

多元化的参与机制

相比于传统的社企，社区厨
房显得更加灵活性和创新，这体
现在他们多元化的参与机制上。
在官网“参与社区厨房”的一栏
中可以看到：欢迎人们用不同的
方式参与到社区厨房中来。 如果
是志愿者，可以提供厨房空间给
社区，或者教导人们做一顿营养
美味的午晚餐。 除了个人，团体
或者公司也可以加入其中，比如
公司可以把参与社区活动当作
一种团队建设的活动。 此外，社
区厨房致力于志愿者力量的培
养，尤其是青年志愿者。 如果青
年有意愿对把社区厨房的理念
带入某个社区，他就能和社区厨
房申请，符合条件、审核通过的
话可以在自己主导下开设一个
社区厨房的点为需要的人提供
饭菜。 在创新性方面，社区厨房
还鼓励大家提出各种主意，可以
支持自主策划筹款方案，这样绝
妙而大胆的想法，更容易吸引更
多创新的主意；同时还建议机构
或者公司把筹款活动作为团建
活动或者 CSR 的目标， 鼓励更
多的人加入到筹款的队伍中。

结语

从 2008 年成立至今，社区厨
房已经从简单的厨房作坊变成
拥有两个烹饪中心的大型社企，
服务当地 18 区逾 3000 人， 志愿
者已经为社区厨房工作近 5000

小时， 制作提供了 18000 次免费
膳食，节约了约 7000 吨食物。

自 2008 年开始的社区厨房
已经得到社会各个机构的近
40000 英镑的资助， 同时还包括
多个项目奖金及基金资助。 为了
更好地支持机构运作，目前社区
厨房除了大批志愿者外，也开始
聘用部分的全职员工来负责机
构的日常运营。

初期机构运营的模式是三
方捐赠：由超市捐赠出多余的食
物， 地方机构提供做饭的厨房，
志愿者们来烹饪美味的食物给
受助人。 随着机构的发展壮大，
单纯依赖捐赠途径不足以支撑
社区运营，社区厨房会在每一个
站点向消费者收取一点管理费
用，然后再把这些费用投入到整
个企业的运作中。 事实上，对于
一个社企来说可持续的发展是
最重要的部分，创始人表示目前
社区厨房正计划逐步通过建立
公司制度，拓宽资金来源以实现
自给自足。

社区厨房的模式被英国《卫
报》称赞为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
式，它的建立不但解决了流浪者
和穷人的饥饿问题，同时缓解了
环境问题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
排放。 每个月社区厨房回收大约
3000 千克的多余食物，相当于节
约了 13500 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
和提供了 2500 顿膳食给有需要
的人；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开始意
识到食物浪费对社会环境的危
害和建立社区意识。

除了解决社会问题，社区厨
房还致力于青年力量的培养，鼓
励青年志愿者为机构贡献力量，
提供平台让更多青年人成为项
目的领导者。 创始人张凌翰提醒
年轻人要放眼未来，他说：“不仅
要关注社会问题，还要把关注进
阶成为行动；社会企业需要不同
阶层人去建立，不同阶层的人包
括：毕业生、在职人士、退休人士
等，只有更多的人参与才能令社
群更有活力，他对这个领域很乐
观， 希望每年都有新人加入，有
新朋友去认识，有新项目解决社
会问题。 ”

（据公益慈善学园）

社区厨房：
让多余的食物来驱除饥饿和孤独

在 FoodCycle 享受食物和温暖的社区老人

充分发挥作用的志愿者系统是社区类组织成功的共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