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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食物银行“中国版”诞生

“食物银行”引进国内,马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不少人认为这能够成为慈善事业的一项有益补充。
为社区、福利院、养老院等机构以及社会流浪人员等募集食品,不仅改善被救助者的生活 ,还可以减轻福
利机构的经济负担。但与此同时,也引起公众的不安———临保食品是不是等同于过期食品、变质食品？在
捐赠过程中会不会产生问题？ 如何能够确保运输过程中的临保食品不过期？ 上海、广州两地的实践或许
可以一解社会各界的疑虑。

临保食品的自白书

什么是食物银行？ 简而言之
就是将“剩余食物”捐赠给贫困
人群的公益项目，在西方有很高
的普及度，例如比利时每年有 10
万穷人从食物银行获得免费食
物。如今，这个在全世界已有 157
家食物银行的公益模式也有了

“中国版”，就在上海诞生了。 从
2013 年悄无声息地试运营，到上
个月底气十足地正式开业，已经
回收了超过 50 吨的食物， 分发
给了 4 万人次。 然而，食物银行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也碰到了大
大小小的难题， 并在探索中求
解、前进。

“中国版”食物银行落户上海

“我们这里有盐汽水和矿泉
水要捐赠。 ”近日，上海绿洲生态
保护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到
一家企业电话，告知有做活动剩
余的饮料。 随后，这“多”出来的
六七箱饮料，很快被送到长寿街
道部分居民手中。 这就是风靡世
界的食物银行公益模式。

相较于国内对于食物银行
的新鲜感，在国外，食物银行早
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老词”
了。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
国就有了食物银行的雏形，后经
加拿大传入欧洲。 最初由一批热

心于慈善事业的志愿者自发组
织，将剩余食品收集起来，免费
发放给街头忍饥挨饿的穷人。 后
来，食物银行发展成了一个公益
项目，一些企业将“临保食品”免
费赠送给公益组织，再分发给穷
人，由此形成了食物银行公益项
目。 几十年来，食物银行从无到
有， 如今已遍及欧洲的 13 个国
家，总数达 157 家。

食物银行能不能做一个“中
国版”？ 早在 2012 年， 上海绿洲
生态保护交流中心就开始考虑这
个问题了。 一场针对长寿街道和
塘桥街道共 28 家单位进行的小
型调查， 让绿洲的工作人员坚定
了做食物银行的决心。“我们在调
研中发现， 我们身边食物浪费的
情况实在太多了，比如面包店，很
多面包的保质期可以有两三天，
但是一些店当天卖不掉就直接倒
掉。 餐馆的浪费更是严重……”

于是，绿洲开始探索食物银
行本土化的运作，致力于“抢救”
剩余食物给需要帮助的弱势群
体。“剩余食物是不能再次进入
生产、运输、销售、消费等环节，
但经严格分拣后仍可安全使用
的食物， 这些完全还有食用价
值，也能为需要帮助的贫困人群
减轻一些生活负担。 ”相关负责
人说。

“临保食品”免费赠送
减少大量浪费

还在试运营阶段，食物银行
就通过自荐或他荐的方式找到
了不少“供应商”。 这些食物“供
应商” 经过工作人员的项目讲
解，都愿意捐出“临保食品”，即
接近保质期但还未过期的食物。

“超市一般会将这类食物打折出
售， 如果销售不掉只能销毁处
理。 很多食品企业也觉得此举很
浪费， 但是找不到其他方式处
理。 现在得知有食物银行可以帮
助有需要的人，他们都很乐意捐
出来。 ”

有一家巴西饮料公司，捐出
了 5 吨的饮料和 9000 箱牛奶，两
者分别剩了 2 个月和 6 个月的
保质期。“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到
了保质期卖不掉， 只能打开倒
掉。 但是现在捐赠出来，就能让
更多贫困家庭的人们在保质期
内饮用。 ”同样，瑞士的帝亚吉欧
公司， 也捐出了 100 多万今年 9
月到期的瑞士莲巧克力。“7、8 月
是夏天，对于公司来说需要花很
大成本来解决仓储，还不一定卖
得掉。 所以这家企业也是评估过
后，决定全部捐给食物银行。 ”

除了食品企业，农场也成为

了食物银行的“供应商”。 对于贫
困家庭而言，蔬菜是平时的生活
必需品，“我们去年拜访了 15 个
农场， 最终有一家愿意和我们合
作。 ”这家星河果蔬农场，由于季
节原因，有很多蔬菜滞销了，原本
也许只能烂在地里。 但是和食物
银行合作后， 志愿者亲自到农场
采摘滞销的青菜、萝卜、西葫芦和
草莓，紧接着送到浦东胡木居委、
微山居委、 浦西澳门路老小区等
低收入家庭的手中， 一时受到很
多社区低收入老人的欢迎。

试运行阶段回收食品超50吨

就是这样尝试性的试运营，
已经在短时间内收获了惊人的
数字。 截至目前，安全回收了各
类食品超过 50 吨，4 万余人次社
区居民获得了食品支持。 也正是
基于试点工作的成功，食物银行
终于有底气在今年 5 月 28 日正
式宣布“开张”了。

“我们的使命是打造中国的
食物银行网络， 实现食物零浪
费，社区可持续，人人有其食。 ”
据透露，绿洲食物银行在上海全
市的战略拓展地图， 是开拓 30
个以志愿者为运营主体的食物
募集中心，任何有爱心的公益组
织、爱心人士或学校社团都可以

来向绿洲食物银行申请，经评估
后成为绿洲食物银行授权的食
物募集中心。 绿洲食物银行将对
这些募集中心进行实地评估，评
估通过后将进行食品安全及存
储运输方面的培训，任何想要尝
试公益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
上得到成长。

作为食物银行的试点社区
之一， 金浦居委的袁书记表示，
社区因为试运营这个项目受益
良多。“本来有户重疾家庭，可能
因为家里重疾， 产生了消极态
度，经常跟邻居包括居委产生冲
突。 自从我们社区承接运营本社
区内的绿色食物银行，我们居委
定期为他们送面包，他们从一开
始拒绝到最后会每周定期来问
什么时候还有新鲜面包。 通过这
个项目作为媒介，我们的一些其
他工作，比如缓解他与邻里矛盾
的调解也得以切入， 并顺利推
进。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退休在
家的低收入老人，很愿意，很热
情，不愿意待在家里，“在食物捐
赠那块，刚好需要两个志愿者定
期去面包店回收面包，回来后及
时分发。 这个平台他们不仅能得
到食物，还能得到自己的价值实
现，精神上的收获丰富了他们退
休后的老年生活，也进一步促进
了社区营造。 ” （据《青年报》）

我们是广州食物银行内的临
保食品。 食物银行虽然也叫银行,
但它和普通银行毫无关系，是一种
专门接济困难人群、发放食品的慈
善组织。 在西方普及度很高，在比
利时每年更是有 10 万困难人员
从“食物银行”获得免费食物。

虽然“临保”的意思，是指临
近保质期， 但是你们知道么，离
保质期还有五分之一时间的食
品，其实都是临保食品。 离变质、
过期食品仍有一段较长的时间。
而想进入到食物银行内，变成像
我们一样成为食物银行的临保
食品，更是要经历许多门槛。

因为我们主要对口是给老
人食用，所以首先我们的出身都
很高。 我们都是从通过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批发
企业进入商场。 同时我们基本上
都是可追溯产品，可从农田到市
场全程可追溯。

全程监控

在商场中， 我们也受到了
严格管控。 商场根据我们保质
期的长短， 设有预警期和撤架
期， 进入预警期的食品即为临

保食品。 例如某个保质期限 12
个月的食品， 在其保质期剩余
45 天时就已属于临保食品。 而
这时， 商场会根据我们种类进
行单独列架， 并给老人院开出
清单。

并不是说所有清单上的临
保食品，都会成为我们食物银行
的临保食品。 老人院在接到清单
后， 会对清单上的货物进行选
择， 一些不适宜老人食用的食
品，这是会被剔除。 比如:脂肪含
量高的食品、 糖分高的食品，都
不属于我们的行列。

与此同时，还会有专人来管
理我们。 对我们临保食品的品质
进行全程监控、 实施跟踪管理，
并进行持续的、严格的检查。 对
于检查过程中所发现的，例如生
产日期或保质期模糊、 包装破
损、标签信息不完整、真空漏气、
变质等问题的临保食品，商场也
会将其剔除出我们的行列，视为
过期食品。

三方核对

当我们经过商场、广州市慈
善会和老人院三方核对、验收等

手续后，我们就坐着车来到广州
老人院。 这时，老人院会将我们
进行分类。 比如，牛奶等易坏的
食品会被送到老人院总务部，转
交食堂，进入冷库储藏保管。 而
其他，如坚果、零食类的食品将
交由老人院社工部保管。

在当天或第二天，我们就会
被送到各个园区，由园区工作人
员在早餐时间、老人活动、午间

茶聚等环节配送给老人食用。 早
餐时间会有专职工作人员将牛
奶、 果汁等现场拆封加热后，送
到每个老人的房间，倒入老人自
己的杯中，让老人饮用;麦片、蜜
糖、饼干等会在老人活动、午间
茶聚时间由工作人员现场拆封、
分发或冲泡好给老人食用; 罐头
则会送到老人院厨房，由厨房工
作人员拆封、装盘。

链接

� � 面对“食物银行”这一公益慈
善项目， 人们最先想到的是:“食
品临近到期， 很可能一不留心就
过期了，会不会帮人变害人？ ”

“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我
们肯定要确保这些用作捐赠用
途的食品处在保质期内送到受
赠者手中。”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
汪中芳表示， 由于该项目已在国
内其他城市运行成熟，发起方已
经形成了一套保质期指导数据，
“牛奶 、面包 、饼干 ，每一样进入
‘食物银行’的食品，我们都有严
格限定和给使用方一个指引。 ”

既然捐赠临近到期食品到

“食物银行”， 不但避免浪费，还
能帮助人， 有热心市民提出 :我
们能不能将家中临近到期食品
捐出来呢？

“这在国外已经开展了 ，在
国内似乎还未运行成熟。 ”发起
企业负责人称，“食物银行”起源
于美国， 后经加拿大传入欧洲。
如今已遍及欧洲 13 个国家。在国
外有很多公益慈善组织参与到
“食物银行”的运作当中，为不同
群体分享 “食物银行” 的食品服
务，他认为，国内也可参照国外成
功经验， 引导市民捐赠家庭富余
的临近到期食品。 （据《新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