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正向居民分发食物

居民正与志愿者在“食物银行”里下棋娱乐 居民正在登记领取食物

志愿者展示食物银行供应的进口面包 本版摄影 记者 夏天

环保、助老……服务“三区”大有可为
在推动上海郊区发展、 服务郊区、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方面， 上海社会组织

同样大有可为。

记者从本市民政部门获悉， 从去年

重点对接奉贤区， 到今年牵手崇明区， 上

海独创了搭平台、 促对接、 引“活水” 的

模式， 引导市级社会组织积极服务郊区，

成为郊区社会治理领域的“外援” （包括

建平台、 引资金、 找项目、 促就业、 献爱

心， 聚焦环境治理、 生态保护、 乡村建设

和生活改善、 志愿服务）。

据介绍， 这种“活水” 模式将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 使社会组织能将爱心资源、

工作理念、 工作方法和优质服务惠及郊区

百姓。

此外， 上海社会组织虽地处上海， 却

心系全国。 上海市民政部门积极引导和动

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凝聚

社会力量服务对口支援地区。 据不完全统

计， 2016 年、 2017 年上海社会组织共参

与新疆、 西藏等上海 7个对口支援省份的

8 个地区 170 多个项目建设， 爱心项目总

资助 1亿多元。

从对口帮扶领域来看， 涉及文化、 卫

生教育、 基层治理、 培训服务、 助老助

残、 创业就业、 科技科普、 生态保护等，

其中上海社会组织更关注对口支援地区的

文化教育领域帮扶， 累计帮扶资金达

5193 万元， 金额占总对口支援投资的

43%。

法治重点A3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近日，一台无人看管的冰柜现身上海街头，供往来群众免费领取冷饮，

秩序井然。 此事引起了众多市民称赞，大家认为这既体现了城市的温度，又

反映了群众的文明素养。 事实上早在 2 年前，上海长寿社区就诞生了一家

公益性质的“食物银行”，为社区居民、周边群众提供免费的食物派送。 食物

银行诞生之初，一度有观点担心，这一创举坚持不下去。 但近日记者走访发

现，食物银行不仅日益壮大，还早已融入社区居民生态之中，累计受益达 5

万人次，且形成了对辖区内 50余户困难群众的定期救助。

据记者了解，长寿社区基金会每年仅用十余万元预算运作食物银行，却

撬动了价值数十万元的社会公益资源。而在全市范围内，目前登记注册的社

区基金会共有 74 家，由政府投入的总额达 1 亿余元，撬动了 0.6 亿元社会

资金参与社会治理。 截至 2017 年底， 上海社区基金会累计开展公益项目

600余个，公益支出达 2000余万元，服务社区群众 50万人次以上。

“食物银行”2周岁 这套“组合拳”漂亮
全市注册社区基金会达74家 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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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岁的潘老伯家住华阳街

道。 但近两年来， 他却成了苏州

河对岸普雄居委的“编外居民”。

每天一早， 老当益壮的他骑车十

分钟， 来到长寿社区食物银行，

领取一份三明治或面包， 作为自

己当日的早点。 然后， 他会作为

社区志愿者， 参与食物银行的管

理、 维护工作。 闲暇时间， 特别

是像目前的炎炎夏日， 潘老伯会

与同在此地吹空调的居民摆开棋

盘， 围绕“楚河汉界” 厮杀一

番。

原来， 潘老伯的儿子因有残

疾， 没有固定工作， 低保是他的

收入来源。 因此从 2年前长寿社

区食物银行启用以来， 潘老伯很

快接受了这一新鲜的社区福利。

潘老伯觉得， 即便小到一片面

包， 也是一份来自社会的援助和

温暖。 对此， 潘老伯决定用志愿

服务来回馈。

长寿社区基金会秘书长张婧

告诉记者， 2 年前食物银行落成

时， 舆论除了对这一新鲜事物展

开报道外， 同样把关注焦点放在

使用者的“素质问题” 上。 一些

观点担心， 食物银行会禁不住肆

无忌惮的取用， 而坚持不下去，

“有人说， 我们迟早会供不应求，

连冰箱都给人搬走的。”

这里的另一名志愿者李阿

姨， 见证了食物银行的兴起与壮

大， 也见证了居民们分享食物习

惯的改变。 “刚启用的时候， 附

近居民都来看新鲜。 进口的牛

奶、 面包、 麦片、 格力高饼干，

甚至泡面， 都是大家的热衷食

品，” 据李阿姨回忆， “有一位

辖区居民吴老先生， 开始时就像

发现宝库一样， 想要什么就拿

什么。 甚至冰箱里的不够， 就

点名要库存里的。 这是我们食

物银行开办之初遇到的一个典

型。”

李阿姨是普雄居委的辖区居

民， 她负责的工作更具体， 包括

每天分批将食物放入食物银行，

并登记食物发放信息。 在像她一

样的志愿者号召、 管理以及居民

的自觉意识下， 包括那位吴老先

生在内， 食物银行的“客户” 已

经基本杜绝了这类“无限开火

权”。 “大家根据需要领取食品，

自觉登记。”

张婧表示， 通过 2年来对食

物银行的运营管理， 她看到了社

会自治、 共治的力量， “志愿者

本身， 也是食物银行的受益者。

由他们参与管理， 更能获得其他

居民的理解， 这种管理效果远好

于我们居委干部。”

冰箱没被搬走还收获了志愿者

现在，食物银行的机制已经愈发完善。它的受

益人群并不局限在社区 6000余常住人口，而是辐

射到周边环卫工人、物业人员及其他社区居民。另

外经过居委排摸，社区内大约 50户困难家庭成为

食物银行定期救助的对象， 按照 120 元每月的标

准，由食物银行向他们分发内含油、大米等“干货”

的食物包，有效缓解他们的基本生存压力。

在食物银行供应的食品种类方面， 记者看

到， 食物银行提供的选择颇为丰富。 由于签约厂

商的缘故， 这里的食物在本市各便利店、 超市并

不常见， 多有进口品牌的果汁、 牛奶、 麦片、 面

包、 三明治、 饼干……记者尝试了一片面包， 发

现这更接近西方原味“黑面包” 的口感， 而非根

据国人口味调制的常见口感， 颇有异域特色。

而在食品安全方面， 食物银行与公益企业签

订了食品安全条款， 并且不接受个人捐物。 每批

次食物入库前， 都需经过基金会的质量检查程

序， 确保食品在保质期范围内。 在食物分发时，

仅有 1名确保卫生状况的值守志愿者可以接触冰

箱内的食品， 确保不增加二次污染可能。 此外，

每份分发出的食物和领取者， 都会被记录在案，

确保该食物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

据基金会统计，成立两年来，食物银行已有累

计 5万人次的受助人群。 张婧说：“虽然我们在食

物银行项目上匹配的经费只有每年十余万元，但

公益企业提供给我们的食品、物流、设备、培训等

等，市价却达到数十万元。 通过与他们的对接，我

感受到，在上海愿意做公益的企业有很多，只是他

们中的许多苦于没有渠道。 我们社区基金会却能

有效承担起这个职能， 撬动更多资源。”

公益不缺资源要的是渠道

1.6元政府资助撬动1元社会爱心资金
据近日上海民政部门首次公布的上海社会

组织服务“三区 （社区、 郊区和上海对口支援

地区）” 情况显示， 近年来， 社区居民的服务

需求呈现多样化发展， 在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的同时， 社区中日常性的帮困、 助老、 纠纷

调解等矛盾较为突出。 2012 年， 上海在国内

省市中率先开始探索社区基金会， 以汇聚、 整

合社区爱心资源为抓手， 通过资助社区社会组

织， 服务社区对象， 解决社区问题。 2012 年

成立的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基金会是全国首家冠

以“社区” 名称的基金会， 2013 年成立的上

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是全国首家社区公募基

金会。

目前， 全市登记注册的社区基金会共有

74 家， 约占全市街镇数量的 33%， 净资产总

额超过 2亿元， 其中普陀、 虹口、 徐汇、 杨浦

已率先实现了街镇社区基金会全覆盖。

经过几年的运作， 上海社区基金会在有效

整合社区资源、 激发多元主体参与、 培育扶持

社区社会组织、 补充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是参与社区治理“组合拳”

的重要一环。 据不完全统计， 本市社区基金会

由政府投入的总额达 1 亿余元， 撬动了 0.6 亿

元社会资金参与社会治理， 即 1.6 元政府资助

吸引带动了 1 元社会爱心资金参与， 效果显

著。

据统计， 截至 2017 年底， 上海社区基金

会累计开展公益项目 600 余个， 公益支出达

2000 余万元。 全市社区基金会服务社区群众

50 万人次以上， 极大地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服

务生活， 也带动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