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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安全家园项目月报 
 

一.全国安全家园-公益宝贝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 年 1 月受春节假期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19 年壹基金安全家园-公益宝贝项目的活动

场次明显减少。春节前，项目组通过在线培训的方式为所有项目伙伴提供了在线财务培训。安徽

淮北和广东英德的伙伴分别为【3】个项目点的队员提供了【6】场次应急培训，受训队员【120】

多人次。春节前，甘肃文县中寨镇的队伍参与了一次变压器着火的小型火灾响应行动，并在除夕

夜为保障社区消防安全守夜执勤；广东英德的队伍也在春节前参与了社区大型春节文艺活动的安

全保障服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从大年初二开始，本期项目的各地伙伴协同不少于【30】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纷纷响应，在本次参与社区防疫行动，包括防疫宣传、社区排查、居家隔离

人群关怀、公共场所消杀、交通检查点值守等工作，为地方防疫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线上培训安全家园公益宝贝（财务专场） 

3日晚，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了解项目预算使用原则，结合结项要求，更优开展项目活动，特

别组织财务专场线上培训。各项目执行伙伴都积极地进行了相关内容的学习。 

 

2.部分项目点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展开技能培训及应急预案制订等工作 

（1）英德市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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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英德市英城街道城西社区志愿救援队在城西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第五次培训与实操演

练。林春兰老师讲授了洪涝灾害应对以及风灾应对方法。沙袋的使用则通过情景模拟，两至三人

协同填充完成。第一步：扶住立在地面的空袋子；第二步：把袋子的 1/2 或 2/3 填满；第三步：

堆放成排。 

 

17 日-18 日，受主办方邀请英城街道城西社区志愿救援分别参与了城西社区 2020 年迎新春

趣味游园晚会、英德市连樟村乡村春晚活动保障工作。 

 

（2）淮北市项目进展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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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13 日，项目人员来到了杜集区梧桐村、北山村，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组织开展队列

训练、灾难医疗紧急救治和简单搜索和营救与应急指挥。队列训练旨在培养队员们的纪律性和执

行力，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增强团队成员合作意识。将全体队员凝成一股绳，培养他们的团队合

作精神，建立良好的时间观念、组织纪律观念、集体观念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北山村的志愿者救援队队员还重点学习了如何进行伤员的检伤分类，并且对简易担架的搭建

方法进行了学习，同时进行了手套穿戴与脱摘、从头到脚评估、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气道打

开等急救方法的实际操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4 

 

 

 

3.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行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壹基金迅速启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行动。截止 31 日，

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在四川、安徽、陕西、吉林、甘肃、山东、广东等 9 个省的 75 支社区志愿

者救援队纷纷响应，共计 1269 名队员参与行动，覆盖人口已达 18 万。 

（1）合肥市疫情行动 

安徽省广善公益助困服务中心协同合肥市蜀山区家家景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队员 26 日冒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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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风雪，身着雨衣，在家家景园社区内挨家挨户开展防疫宣传，在社区内张贴防疫宣传单，协助

社区两委对社区隐患点进行排查。 

 

（2）庆阳市疫情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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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协同甘肃省庆阳市什社乡李岭村社区与新宁镇巩范村社区的社区志

愿者救援队也开始了在社区内的走访工作，对疫情进行宣传与排查，协助社区完成消杀工作，并

在冰雪天气下，不畏严寒，协助交警坚守各道路入口对过往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3）文县疫情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7 

 

 

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协同陇南市文县中寨镇中寨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当地开展抗肺炎宣

传活动，也对社区内消防隐患点进行排查，并组织队员开展值日工作机制，时刻准备应对社区内

的各种突发状况。同时配合村两委，对村民进行登记检查，测量体温，对村内各处消杀，在村内

广播宣传防疫信息，张贴宣传资料。登记检查 1000人，宣传 2000人，发放消毒水 20 瓶，消杀

1000户。 

 

（4）潍坊市疫情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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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女人帮义工公益服务中心协同潍坊市昌乐县鄌郡镇沙埠沟社区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

社区内各交通路口协助设置疫情检查点，同时组织队员在社区内开展隐患点排查与社区消杀工

作。 

 

（5）淮北市疫情行动 

淮北市蒲公英公益协会协同淮北市杜集区梧桐村与北山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社区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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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宣传资料与防护用品，协助社区两委对社区进行消杀。 

 

（6）咸阳市疫情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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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渭城区曙光救援队协同咸阳市乾县新阳镇凤凰村协助社区两委，在社区内开展防疫

宣传，对社区进行消杀，检查登记来往车辆及行人。 

 

二.2019 年安全家园-小而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年 1月，本项目新增为【4】个受益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提供了复训，并支持他们针对冬

季火灾隐患开展了火灾风险排查与社区宣传活动，并为之新增配置了部分灭火器，【42】名队员直

接参与项目活动，超过【6000】名社区居民受益。目前本项目已经累计支持了雅安市【25】支队

伍的可持续项目活动，受益队员超过【450】名，受益居民超过【5】万。 

月末，雨城区普乐同行青年公益服务中心和芦山县友好家园等雅安本地社会组织纷纷响应，

积极支持雅安市的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配合地方政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社区防疫工作。

截止目前，已有超过【30】支队伍积极响应，完全辖区内全部数千户居民的排查登记工作，张贴、

发放宣传资料上万份，警示标语近百份，对各社区公共场所进行消杀，并发放部分电子温度计、

口罩【2500】个、部分医用酒精等防护物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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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石棉县安顺乡 4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伍的复训与火灾风险排查及宣传活动 

1 月 16-17 日，雅安市雨城区普乐同行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为石棉县安顺场镇的小水村、新场

村、魁沙村和麂子坪村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消防复训，并组织队员开展了社区消防风险排查及宣

传活动，也为队伍及脆弱家庭配置了一批灭火器。 

 

2.应对新型肺炎疫情行动 

（1）雅安市雨城区普乐同行青年公益服务中心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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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人员立即联系了项目所在地雨城区南二路社区、大深溪村、徐坪村、陆王村、下坝村，

石棉县红旗村、三合村，新民村、八牌村、新场村、魁沙村，汉源县马落村，芦山县飞仙村、新

庄村、三友村、朝阳村、凤凰村，龙门镇王家村等 18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积极响应，并配合有关

部门，参与防疫宣传，开展社区排查，对公共场所进行消杀处理，共计排查 1076户，5881人，已

有 10 人已通过隔离观察期。检查车辆 32 辆，张贴、发放宣传资料 2885 份，横幅标语 63 份，在

各村范围内开展广播宣传，对各村场所进行消杀，发放手套 512双，口罩 818个，反光背心 21件，

手提式喇叭 6个，指挥棒 1 个。 

雨城区多营镇陆王村的杨学凤大姐，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伍建队之初一直支持陆王村开展

的工作，积极鼓励其他村民参与应急培训。在 1月 30日，杨大姐无私奉献，把自己买到的 300只

口罩全部捐赠给村上一线的排查队员使用，并且号召村上组建了 86人的志愿者团队进行宣传排查

工作，守护村庄的安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13 

 

 

石棉县三合村的壹基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邓首权同志在疫情发生后，积极参与，迅速投

入到本次疫情防治工作中。在疫情之初，他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对三合村务工返乡和外来人员进行

摸排，登记返乡与外来人员 38 人。同时他主动走乡入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呼吁村民不要聚集，

劝阻婚宴 1起，生日宴 2起，发放宣传资料 200份，利用村村响滚动播放疫情防控知识。 

 

（2）芦山县爱之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疫情行动 

    项目人员协同四川省芦山县芦阳街道城北社区与城南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在当地有关部门的

指挥下，手写防疫宣传标语 50多份在社区内张贴。芦阳街道城北社区居家观察户卫某、张某、杨

某 3 户，其家人作为密切接触者也主动在家一同进行观察。城北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员们上门摸排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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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后，每天与芦山县中医院医生上门监测体温而外，还留下了卫某、张某一家的联系方式，

每天通过电话、微信询问他们家里人的情况，并详细了解对方需求。在得知他们家蔬菜已经吃完，

一些生活物资又因不便出门无法及时采购的情况后，竹彤、王岩英等人便主动代跑当起了“采购

员”，每次根据需求清单一一进行采购，并送货上门。 

 

（3）芦山县友好家园协同四川省芦山县芦阳街道玉溪村、芦溪村、横溪村与中坝村的社区志

愿者救援队在当地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对各村内公共场所进行消杀，张贴、发放宣传标语 700 余

条。横溪村志愿者救援队的张以强是横溪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队长，队员们都亲切的叫他以强

哥。防疫战一开始，以强哥就一直坚守在岗位上，白天投身一线，晚上就在乡政府楼里居住，一

直没能回家。31日社区内张贴的 400余条宣传标语，有一半都是以上强哥亲自手写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