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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开业 15个月

这家“卖垃圾”的慈善商店
遇到最大困难

初衷：让“闲品再生”
还可宣传推广垃圾分类

成都市金牛区红花南路 37
号，夹杂在鲜肉店、隆昌猪脚饭和
黄焖鸡馄饨王小饭馆的中间，有
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店。 招牌区别
于其他店铺统一的红字白底、绿
底白字的“闲品再生”公益商店，
在浓郁的城市老小区的生活氛围
里，显得更加活泼和俏皮。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店？ 似乎
什么都卖。

冰箱 600 元，毛衣 30 元，玻
璃杯 8 元，耳环 5 元一对，吉他、
挂烫机、烟灰缸、玩具熊、熊猫摆
件……

这些货品， 几乎都是“孤
品”，被买走了，可能再也不会出
现同款。

这是因为，店里出售的货品，
都是来自个人或者企业捐赠的闲
置物品，换个词语理解，它们原本
都是准备被丢弃的“垃圾”。

“我们有一家环保企业。 ”陈
天亮告诉记者， 企业在成都主城
区的 600 多个小区， 投放了近
800 个“蓝箱子”，主要是接收旧

电池、 旧手机等有害垃圾和可回
收垃圾， 每个月都能收到很多各
类物品，“一开始我们的处理方式
很简单，书籍可以卖给纸厂，衣服
可以下游公司回收。 玩具就没办
法， 只能拆， 分成塑料的、 金属
的。 ”陈天亮说，公司作为环保企
业，但同时又是经过认证的、具有
公益属性的社会企业，所以就想，
是不是可以开一家二手店， 对回
收的可用物品进行循环利用，一
方面可以更好地利用商品的价
值。同时，（宣传垃圾分类、回收利
用）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相比较
于单纯做回收， 可以更直接地宣
传推广垃圾分类。

2019 年 9 月 30 日， 在金牛
区驷马桥街道办事处红花社区的
支持下，这家“闲品再生”的公益
商店开业了。“第一个月是我自己
守的，卖了 8000 多元。 ”陈天亮
说，第二个月营业额 1.2 万元，第
三个月 1 万元。

意外：捐的人太少
曾设想用于社区建设

“最开始，我们对开这家店最
大的担忧，是没人买。”陈天亮说，

在国内，消费理念的不同，大家对
回收再利用产品的认识不深，卖
不出去，自然无法持续。

前 3 个月的经营额， 让陈天
亮他们觉得， 这个闲置品再出售
的理念是可行的。但是，没有预料
到的难题出现了———没有“进货
渠道”。

陈天亮说， 一方面， 从公司
“蓝箱子” 捐赠回来的货品单一，
以衣服和书籍为主，其次，是有捐
赠意愿的人太少。

陈天亮说，开业之初，货品充
足， 企业仓库有一批品质比较好
的二手商品， 加上又发动身边的
亲戚朋友捐赠了一些， 价值和品
相都不错，所以生意还可以。但随
着精品被销售出去， 剩下的就不
怎么好卖了。“他们开始变通。 首
先， 是将企业性质运营变更为纯
公益性质， 因为普通市民对于把
物品无偿捐赠给企业， 还作为销
售，接受度不高。但是每个接触过
我们的市民， 都特别认同这个环
保理念。 ”

陈天亮说，曾经设想的，店铺
收益将用于自身的可持续运营和
社区建设：组织社群活动、筹建乡
村图书室、支持弱势群体就业、将

旧物循环的模式复制到更多社
区。由于今年的特殊情况，未能盈
利，暂时没有来得及实现。

“从商品属性上来说，这些东
西价值很低，均价二三十元，不同
于二手奢侈品市场，回报率太低，
甚至是亏损，没有人愿意做。 ”陈
天亮说。

背后：每件物品都有故事
姑娘头笔工资买的包

在陈天亮看来，“闲品再生”
不仅仅是单纯售卖商品， 每一个
捐赠过来的物品，都写满了故事。

“这把吉他，应该是我们店卖
的第 10 把。 ”陈天亮指着一把木
吉他说，捐赠的姑娘说，和前男友
异地恋前， 对方将最心爱的吉他
留给她， 表示一定会再回来，“但
是现在（吉他）出现在这里，那肯
定是没有回来的。 ”

陈天亮说，而有一个包，是另
一个姑娘， 工作后拿到第一份工
资，给自己买的第一个包。后来一
直闲置在家，又舍不得扔掉，所以
送过来，希望能找到新的主人。

2020 年 12 月 16 日，48 岁的
马阿姨到店里做销售， 是陈天亮
的朋友的家人，听说了这家店后，
便决定来试试。“闲品再生”商店
已经换了好几轮销售员。“工资太
低，流动性太大。”陈天亮说，开业
1 年 3 个月， 最长的销售员也不
过待了半年。

从 16日到 30日， 半个月，马
阿姨的本子上，记录了卖出的 1800
多元销售额。 每天中午 12点开门，
到晚上 9点下班， 不忙的时候，马
阿姨把店里的商品重新分类、摆
放，新回收的毛绒玩具，马阿姨会
主动带回家，清洗、消毒。 这些，本
不在她的工作职责范围内。

“我们的商品都要说明，是二
手，需要购买者自己消毒处理。 ”
陈天亮说， 因为人手和人力成本
的问题， 店铺确实也不能再承担
额外的处理支出。

“每个人来，我都不是说这个
东西便宜，推销他们买，而是告诉
他们，这个是回收再利用。 ”马阿
姨说，对于家里有闲置物品的，有
价值的， 都建议对方在网络平台
转让，价值低的或者实在不用的，
可以捐赠过来。 30 日，马阿姨才
带了一批女儿的笔袋、 水晶工艺
品，放到店里。 丈夫休息的时候，
还帮她清洗玩偶、修玩具。

期待：希望找到新店铺
或改为线下活动

“（如果找不到合适店铺）那
这个店很可能就不能存在了。”陈
天亮说，现在，“闲品再生”商铺遇
到了最大的困难，租金的问题，店
铺无力承担。 如果实体店不能再
继续下去， 可能就会变成线下的
单次活动为主， 或者通过社区社
群活动，“现在的邻里关系， 还是
比较淡，通过社区活动，可以增进
大家的交流。”陈天亮说，这部分，
也是社区现在需要的。

“最好是临街，有一定人流
量。 ”陈天亮说，需要的面积大约
在四五十平方米， 最重要是，租
金不能太高，最好是可以与社区
合作。 ” （据红星新闻）

“85 后”陈天亮介绍说，这套《十万个为什么》比他年龄还大 夹杂在猪肉铺、小餐馆中间的“闲品再生”公益商店

� � 2 020 年 12 月 29
日， 陈天亮确定

了最终的沟通结果 ，2021
年 1 月 7 日之前， 他所负
责的 ‘闲品回收’ 慈善商
店， 必须搬离成都市金牛
区红花南路 37 号的店面。

‘闲品回收 ’慈善商
店 ， 是一家什么都卖的
店，卖的还是别人不要的
‘垃圾’。 ‘想好再买，买了
就用 ，坏了就修 ，用不上
了就送来闲品再生。 ’你
不需要的‘垃圾 ’，或许能
在别人手里获得第二次
生命。

开业 1 年 3 个月，经
历了前三个月销售额达
到 3 万元 、被质疑 ‘拿免
费捐赠物品赚钱 ’的 ‘开
局良好’和困境，如今，慈
善商店遇到了最大的困
难———店 铺因为 多 方原
因需被收回，急需一个新
的合适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