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家楣第一次走进祁桂荣家中时，后者的丈夫已经几乎没有了行动的气力。 2018 年，上海浦东的这一对退休夫妻双双检查出癌症，随
后又共同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吸引了一批本地媒体的关注。

当时 59 岁的退休工人、“绿洲公益”食物银行行长葛家楣从电视台的画面中瞥见了熟悉的门洞。顺着镜头中拍到的门牌号，葛家楣当周
便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敲开了祁桂荣的家门。

在当时，“绿洲公益”已开展了 5 年“爱心食物包”活动，只要征得对方同意，便每月为需要食物的家庭提供价值 120 元的食物包。除了最
基础的油米以外，还包括各家企业捐赠的其他食物，以帮助一些家庭节省开支，用于医疗等更需要的地方。

祁桂荣对于他们的到访颇感意外———虽然已经接受了政府和社区的帮助，“绿洲公益”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公益组织。 葛家楣回忆，
当时祁桂荣床榻上的丈夫虽然精神不好，但仍“很高兴”，“没有想到除了政府和社区之外，还会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 竹小淳

Social� Innovation14
２０20．6.30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社会创新

李冰：
为了那些难求温饱的城市人

生在上海却难求温饱的人

除了祁桂荣，“绿洲公益”的
捐助名单上还有原因各有不同、
但困境十分相似的数百个家庭。

病痛、意外伤残、亲人早逝，
“绿洲公益” 的绝大多数受助者
遭遇过迎面而来的厄运，或至今
仍在漩涡中挣扎求存。 食物包最
早的受益人之一朱叔是一位癌
症患者， 确诊不久又遭遇失业，
妻子也在这一系列打击下离去。
依靠着食物包，朱叔当时初二的
儿子今年已完成学业，即将开始
工作，但朱叔的健康状况却在此
时骤然恶化。“眼看孩子大专要
毕业工作了， 心里的事要放下
了，身体一下子就不好了。 ”

失独家庭的情况则尤为揪
心，其中一户的儿子成年不久就
不知所踪，“小孩到外国去，想挣
钞票，死在外面了。 哪里死、怎么
死的都不晓得， 也没赔到钱，二
十多岁年纪，就死在外面了”。 被
留下的父母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现在随着贫富差距的加
大，人们对贫困也认知得越来越
深刻。 ”“绿洲公益”创始人李冰
感叹。 十几年前，不少人对于生
活在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却仍
需要食物接济的人感到不解，认
为他们或懒或贪。“现在大家越
来越理解到了，他们只是真的无
法拥有。 ”

让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作为中国唯一被世界食物
银行认证的分支机构，爱心食物
包背后的“绿洲公益”数年来践
行着一个听起来非常直白的理
念：让更多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
示，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食物
在上桌前就已被丢弃，造成巨大
资源浪费和垃圾处理压力。 而与
此同时，超九分之一的人口每晚
爬上床时仍旧腹中空空。

“一方面有很多食物被浪
费， 一方面很多人吃不饱饭，把
本来会被浪费的食物给到原本
吃不上的人手中，就是我们做的
事情。 ”理科生出身的李冰用手
在空中简单地比划了一个环。

“绿洲公益”是食物银行模式
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尝试。目前，
它主要接受企业捐助， 多为临近
保质期限或卖相有瑕疵、 难以卖
出好价钱的食物。“绿洲公益”的
年报中对这些收集来的食物用了
“抢救”二字：截至 2018 年底，食
物银行抢救了 462 吨即将被浪费
的食物，分发给了 43万人次。

与此同时，上海每天要销毁
1200 吨有机垃圾，其中大多数是
食物。

“并不是所有过了销售日期
的食物都一定要被扔掉。 ”李冰
说。 在环保主义盛行的欧洲，有
不少关于食物食用与保质期限
的指导，食物银行也为大众所普
遍接受，但在中国，这样的尝试
才刚刚起步。

在塘桥街道分发点背后的仓
库中，除了粮油米面，货架上还整
整齐齐地码着进口风干果脯、金
枪鱼罐头以及日式零食。原则上，

“绿洲公益”鼓励企业捐赠的是临

期食物， 而临期还未销售出的包
装食品往往多种多样， 所以食物
包里的品类也颇为混搭。

截至 2020 年初，与“绿洲公
益”有长期合作关系的 200 余家
捐助企业中大部分是外资企业，
2018 年春节，“绿洲公益”成为世
界食物银行认证分支机构之一，
此后找上门来的企业变得越来
越多。“刚开始做那阵子一年大
约能收到 20 吨左右的食物，现
在有 200 多吨了。 ”但这仍不足
国际食物银行平均受赠食物体
量的五分之一。

“企业害怕”

是什么阻碍了食物银行在
中国的本土化？“很多捐赠者并
不希望告知外界他们有做这样
的捐赠行为。 ”李冰和葛家楣都
在采访中提道，“企业害怕。 ”

大部分普通人并不了解什么
叫做临期食物， 而捐赠食物的企
业可能会面临公众指责。“我们接
触下来的这些企业都非常害怕，
很大一部分，他们怕出错。 ”

约定每月送出的价值 120 元
的食物包， 其实际价值往往达到
200元上下，为了最大可能规避风
险， 企业通常选择的都是保质期
较长，容易长期存放的品类。

也有企业提出替代方案：匿
名捐赠，他们希望公益机构可以
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捐赠的食物
重新包装、去品牌化、不再让人
知道食物来自于什么企业。 李冰
理解企业的顾虑，但这对于资金
人力都不充足的民间公益机构
来说并不现实。

除了社区的低收入居民外，
绿洲食物银行也对接一些外来务
工子弟学校和自闭症儿童康复中
心，为孩子们提供食品和教具。

事实上，“绿洲公益”对于企
业捐赠者早有详细的审批流程，
除食品安全外，操作卫生、员工
健康、运输贮藏过程也都是关键
指标， 已能够有效控制住风险，
只是企业的困境存在于另一个
层面。 在这方面，提高公众认知
度、加大法律层面对企业捐赠行
为的鼓励支持措施，或许是解决
问题的希望所在。

投身于“小确幸”的人

联系企业捐赠、核对日期和
品质、整理食物、发放给受助者
……这些事情不大，要日复一日
地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在国内

“首家食物银行”的名声背后，已
经很少有人意识到“绿洲公益”
其实是一家环境保护机构，还是
上海第一家经民政局批准并正
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

研究生毕业以后，李冰进入
一家关注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益
组织， 专注于东北虎保护研究。
此后几年，家庭原因使得李冰选
择离开，又全职投身于自己创立
的“绿洲公益”。

“一开始绿洲公益关注的是
环保领域，这也和我之前做东北
虎保护算是一脉相承。 我们做过
小水域的生态治理、做过田地小
农场有机化、 也做过低碳城市，
但是做到后面就会面临一些不
知道如何突破的困境。 ”李冰回
忆，“2013 年底至 2014 年， 我们
听说了这样的一种形式在香港
得到认可，就开始在长寿路社区
做一个惜食分享的项目，开始收
集和分发食物。 后来受到邀请去
美国参加了正式的培训，意识到
分享食物也可以做得很专业。 ”

“其实我们一直的理念都是
从环保出发。 ”李冰说，“我们不

是专门的扶贫机构，只是在环保
的基础上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人，这不是更好么？ ”

在李冰看来，食物银行帮助
了很多需要帮助到的人，这就够
了。“每天来领一份食物可能就
是他们生活中的小确幸，是生活
里推动他每天开开心心的一件
事情。 甚至可能他在很困难的时
候、快要走上绝路的时候，这一
点点帮助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人
生轨迹。 ”一点点日常的、持续的
关爱感，可能会成为不少人生活
中的一个“盼头”。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李
冰这样形容自己，“只要有人可
以捐，有人愿意拿，这个事情就
可以持续地做下去。 ”

直到 2020 年过年前，葛家楣
的手机仍旧不时收到来自祁桂荣
的信息。“有时候真的觉得活不下
去了。 ”祁桂荣这样写道。 葛家楣
很了解，这是病情又反复了。两年
前，在“绿洲公益”介入的几个月
后，祁桂荣的丈夫便去世了，留下
她一个人继续与癌症抗争。

“她是一个很开朗，很爱说
的人。 做治疗也就是自己背个包
就去了。 ”葛家楣说。在发来那条
信息之后一个月，祁桂荣也告别
了人世。

疫情中的“危”与“机”

2020 年，由于疫情与随之而
来的经济冲击，原本并不引人注
意的食物银行在全球各地都登
上了媒体版面，一面是骤增的失
业人群突然涌向食物银行的申
领窗口，另一面则是香港、加拿
大和美国多家食物银行因捐赠
不足、 供应链断裂而陷入困境，
也有不少食物银行因疫情防控
的原因被迫关闭。

危机之中， 美欧多地出现企
业主将自己的营业场地出让给食
物银行进行分发和储存物资的新
闻，维护食物银行，在许多国家正
在成为人们维护自己坠落时最后
一道“安全网”的共同努力。

因为食物包早在年前就已
发放到了受助者手中，疫情没有
对“绿洲公益”的活动造成太大
影响。 在战疫最为焦灼的时候，
也有不少企业联系李冰，希望可
以向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捐赠
食品物资。“食物成吨成吨地
来。 ”李冰说。 但当地社区管制、
加上物流运输不便以及后期物
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绿洲公
益”的尝试未能成功。

2 月初开始，“绿洲公益”恢
复了日常的蔬菜发放，食物包的
供应也恢复了正常。“事实上，疫
情后期开始，我们收到的食物和
资金援助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
往年同期水准。 一方面疫情期间
有一些食物库存的积压，另一方
面通过这次疫情，也许也让更多
人意识到了社会责任的重要。 ”

目前，除了继续之前的正常
运营，“绿洲公益”还在寻求一些
新的合作可能，比如将食物包派
往更为贫困需要帮助的其他地
区， 与企业合作打包食物活动，
以及最近正在策划与农场合作
的“丑食”分享。

分享冰箱活动也在稳步扩
展中， 今年在上海预期能从 20
多个冰箱点扩展到 50 个左右，
还会在广州花都区开始试点。

也许，还要买辆车。 李冰说，
她想要做一个移动的食物银行，
只是仍然缺人。“现在所有人都
在满负荷运作了， 人手太紧张。
希望可以能找到愿意和我们一
起工作的人。 ”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绿洲公益“食物银行 2019 年 9 月，食物银行在金浦派发余量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