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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李印在接受采访时已经是
晚上 8 点， 电话那头李印的声
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感觉得
到那个地方信号不怎么好。 事后
得知，那里是重庆市巫溪县的羊
桥村，一个西南地区的偏远山村，
李印正在那个山区进行志愿服
务。

2012 年由中国光彩事业基
金会、重庆市光彩事业促进会与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简
称“地球村”）联合发起专为关怀
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爱心家
园———乐和之家”已经在这里扎
根了 2 年。

李印是“乐和之家”项目志
愿者，同时她还是港华电气（简
称“港华”） 重庆綦江公司的员
工。 企业为她的公益志愿服务买
单，并为其保留岗位，李印可以
带薪参加到为期六个月的全职
公益中。

一个公益的契约

项目源于一个承诺。
地球村设计的公益项目“乐

和之家”在重庆巫溪县落地后需
要大量志愿者，作为地球村的创
始人、“村长”廖晓义选择在不同
机会场合进行游说，游说过公益
组织、公众和政府后，廖晓义将
目光投向了企业。

2013年 12月 15日， 第 9届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年会上， 廖晓
义的“乐和之家”被评为“优秀企
业公民项目”。 会议结束后，廖晓
义演唱了一首关注留守儿童的歌
曲， 同时呼吁企业将新招聘员工
输出，提供一年的公益志愿服务。
台下静默一分钟后， 港华电气的
代表起来应许。

港华电气的公共事务总监龙
春玉就是举手响应的企业代表，
事后她回忆， 在是不是要派员工
到实地执行公益项目时， 她也有
过纠结， 最终这一想法得到公司
高层赞成。

斐然是地球村的工作人员，
将公益项目触角延伸至企业，斐
然觉得， 这是企业公益方式在转
变。“公益项目的开展志愿者是来
自多渠道，公益组织本身、民众、
企业和政府， 在这里公益组织提

供专业平台， 企业志愿者参与其
中，这其实是一个双赢。 ”斐然说，

“企业公益现在不再满足盲目捐
钱这种方式， 更多地是希望员工
能实地参与项目中， 这次港华还
为驻站的员工保留岗位、 支付薪
酬，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减轻了负
担。 ”

“乐和之家”项目首批试点
放在了重庆市巫溪县，采用“3+
2”模式，即三天服务学校、两天
服务社区的方式，为村社与村校
紧密依存的地区派送社工，这需
要参与者全天候参与其中。

港华在全国经营范围内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4 个城市
燃气项目中进行海选，最终选派
了 3 名有多年从业经历的员工
带薪实地参与到“乐和之家”项
目中。

服务者须有工作经验

2 月 17 日，港华重庆綦江公
司的李印和四川绵阳公司另外 2
名男同事一同来到了重庆巫溪
县“乐和之家”项目点，开启了他

们的带薪志愿者之路。
他们平均年龄 30 出头，都

已经为人父母，并且在公司也有
一定工作职务，这成为港华这次
派驻当地的选人标准，这与最初
廖晓义提出的企业提供新员工
的标准有些出入，而这一点恰恰
成了企业考虑的因素之一。

“刚招募来的大学毕业的新
员工对于企业文化各方面并不
熟悉，将其放到驻地对员工和企
业都不会产生太大作用，而这些
初为人父母又在公司拥有一定
职务的员工，他们更懂得如何关
怀孩子，效果会更好。 ”龙春玉
说，“企业单纯捐钱的做法正在
逐渐减少，让员工实地参与项目
所体会到的责任感比短暂的离
岗重要。 ”

李印觉得，相比之前在企业
的五六年工作经历，自己在这里
的服务并不比在公司轻松。“除
了在孩子们每天放学后，组织他
们活动外，平时还得兼职学校一
些课程和传授社区村民一些新
知识、技能，工作每天都排得很
满，这里并不比公司轻松。 ”

六个月的公益服务期

对于企业选派在职员工参加
到公益项目中，多长时间为一个阶
段，这在港华电气与北京地球村之
间曾经有过一番较长时间商讨。

按照北京地球村“乐和之
家”项目设计，从项目开始到结
束总共为期 3 年，但这对于之前
从未有过派员驻点做公益经历
的港华来说不太实际，“脱产”3
年可能对于公司和员工来说都
不太可能，最终双方商议将员工
服务时间定为 6 个月。

“驻点的员工志愿者基本都处
在事业上升期，长期离岗并不符合
员工和企业的发展规划。公益是员
工企业本职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我们希望员工有了这些经
历，回岗后会影响到公司更多人。 ”
龙春玉说。

目前， 这 3名驻点的企业志愿
者， 从身份上来说还是属于港华的
员工，港华在他们服务期间除了按
照原岗位薪资标准发放薪酬外，
每月还提供一笔额外生活补助。

留岗带薪的企业志愿服务新方式

� � 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有
一种叫做酸辣酱（Chutney）的食
物。 酸辣酱的制作方法是把切碎
的水果和蔬菜配以醋、糖和香料
熬制成果泥或蔬菜泥，最后再罐
装密封。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这
些和社会企业有什么关系？“砂
砾中的红宝石”（Rubies in the
Rubble，以下简称为“RiR”）就是
一家利用剩余水果和蔬菜生产
酸辣酱，并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
会的社会企业。

我能做什么

28 岁的珍妮·道森（Jenny
Dawson）是“砂砾中的红宝石”的
创始人。 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获
得数学硕士学位后，珍妮便来到伦
敦开始从事对冲基金管理工作。虽
然这份工作为她带来了不菲的收
入，但两年后，她还是决定依靠自
己的力量拓展工作范围，创立一个
品牌并做些有意义的事。

珍妮创办这家企业的灵感
源自于有关 freegans 即免费素食
主义者的报道。“免费素食主义
者们”通过食用被丢弃或扔掉的
食物来倡导一种不同的消费文
化和最低限度浪费的生活。 有关
浪费的报道还让她了解到，英国
人每年扔掉的食品和饮料高达
720 万吨。 在读过这些报道后的
一天早上，她来到伦敦的一家蔬
菜批发市场亲自开展调研。

珍妮回忆道：“市场就像是
一个真正的社区，到处充满了欢
声笑语。 但在 100 米之外的停车

场，人们已经倒掉的农产品堆了
一座小山， 其中很多卖相相当
好。 因为无法预测人们每天都会
买什么、不买什么，商贩们只能
把剩余的食品扔掉。 我真得感到
特别可惜。 ”

据了解，英国每年浪费的食
品多达 1600 万吨，而研究表明其
中 60%的浪费是可以避免的。 这
些原本可以避免的食品浪费每
年又产生了 2000 万吨二氧化碳。

另一方面，在所有适龄工作
的伦敦人中，失业者占近四分之
一（约 135 万）。 每五名儿童中就
有一名生活在失业家庭中。

意想不到的回复

珍妮·道森想：“必须立即保
护好这些农产品。 我从小在苏格
兰西南部的一个农场中长大，我
们那里一天到晚都在做酸辣酱
和果酱。 ”在思考如何把这个想
法付诸现实的时候，她也考虑到
可以利用这次创业为那些运气
没有她好的失业人士提供就业
的机会。

珍妮成立公司时获得了社
会企业支持机构 UnLtd 的 3900
英镑资助，她用这笔钱支付了开
办公司的费用。RiR 于 2011 年 9
月在伦敦颇受欢迎的博罗市场
（Borough Market） 支起一个摊
位，开始销售酸辣酱。 珍妮认为，
Unltd 在公司起步的初期为她提
供了关键的个人支持：“UnLtd 让
我有信心把 RiR 变成现实，它让
我充分认识到，有人认可我的想
法， 并相信它会产生积极的影

响。 在这种信心的推动下，我开
始思索如何进一步把项目发展
壮大，并最终让我们的品牌家喻
户晓。 ”

RiR 现在创办了一个烹饪
社区来处理这些废弃食物，并为
生活在伦敦东部的弱势妇女提
供志愿工作机会和就业机会。 在
RiR 工作的妇女都参与到生产
的全过程中来，从原料准备到烹
饪，再到销售，每个环节都可以
让她们学到技能、增强信心。 企
业的目标是这些妇女通过积累
这些就业经验一步步实现有意
义的长期就业。

与所有优秀的社会企业一
样， 珍妮·道森确保她和她的团
队亲自品尝自己的产品，并就其
产品的品质是否优越从不同渠
道收集信息。 其中有一个非常规
的途径让她尤其引以为豪。“我
写信给女王，问她最喜欢哪种酸

辣酱，我想送她一罐。 她可能以
为我只是个 10 岁大的孩子，不
过还是以可爱的口吻给我回了
信，说她不能告诉我，她究竟喜
欢哪种口味，但很乐意品尝一下
我的酸辣酱。 于是我把我们的几
种产品送给了她，她非常喜欢！ ”

如何为自己营销

社会企业也必须清楚自己
有哪些客户，并为自己产品的定
价找到合理依据。 RiR 的产品每
罐售价 5 英镑。 在英国，普通超
市中出售的酸辣酱一般标价为
1.5 至 2 英镑。 由于英国仍未摆
脱经济衰退，典型的英国家庭都
不会出太高价钱———因此，所有
销售昂贵或“优质”产品的企业
都必须清楚自身的营销策略。 对
于某些社会企业而言，这让它们
有机会向有钱又愿为产品的社

会效益支付更多的“客户群”销
售或推销价格可能稍高但可以
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产品。

RiR 以非常有效并能够吸
引这些客户的方式完成了自我
定位并打造自身的品牌。 他们还
利用自身的背景来进行市场营
销———一个年轻、有志向的创始
人，以及她创办这个社会企业的
理念。 这些举措成功吸引各大报
纸、网站以及其他媒体的竞相报
道。

然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必须确保产品优异的品质
和味道。 RiR 认为这对社会企业
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人们不会仅
仅因为你讲述的动人故事而购
买你的产品，而是要与其他传统
产品相比更加物有所值。

珍妮同时认为，为解决食品
浪费问题而生产的产品绝不是
什么二流产品， 这点十分重要。

“目前， 英国为解决食品浪费问
题采取的措施都具有相当程度
的慈善性质，人们把这种产品和
二流产品联系在一起。 ” 她说，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
到， 我们的产品完全是一流的，
与商店里产品的品质并无高低
优劣之分。 ”

RiR 知道，相对每年被浪费
的数百万吨食品而言，他们所挽
回的食品只能算九牛一毛。 他们
希望自己的微小贡献能为推动
解决食品浪费问题尽一点绵薄
之力。 许多社会企业的主题与之
类似，他们也都在不遗余力地鼓
舞大家加入到他们的的队伍当
中。 （据 RiR 官网）

砂砾中的红宝石：

变废为宝的社会企业生存之道

� � 截至目前，珍妮已经雇佣了两名员工。 她说：“我们都是人，但又
因为不同的工作和不同的穿着被人分成三六九等。 通过提供工作机
会，我想帮助他们找回自尊和自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