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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安全家园项目月报 
 

一.2019 年安全农家-公益宝贝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月，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影响，2019年安全农家-公益宝贝项目的日常工作暂时停

滞。不过各地伙伴们分别在四川、安徽、陕西、吉林、甘肃、山东、广东等【9】个省共支持了【52】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纷纷响应壹基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1020】名队员参与其中，配合地方

政府部门开展社区防疫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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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覆盖【29】万人。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行动 

四川省 

（1）攀枝花市疫情行动 

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协同四川省攀枝花市中坝村与前进社区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有关

部门的组织下，登记排查社区居民情况，在社区内宣传防疫信息，提醒居民戴口罩，对社区环境

进行消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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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1）黄山市疫情行动 

黄山市微公益志愿者协会协同安徽省黄山市徽城镇中和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社区两委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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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下，在社区内开展防疫宣传工作，登记排查社区居民。同时，协助地方交通部门对来往车辆登

记检查。 

（2）合肥市疫情行动 

安徽省广善公益助困服务中心协同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十三岗乡的志愿者救援队，在社区

两委的组织下，在社区内开展防疫宣传工作，登记排查社区居民与出入车辆信息，劝离村民聚集

点，协助有关部门检查村民体温，为村民发放口罩 

 

（3）淮北市疫情行动 

    淮北市蒲公英公益协会协同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北山村与梧桐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村

委的协助下，救援队利用宣传喇叭在辖区内流动宣传防疫知识，向村民普及肺炎疫情防治知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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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居民加强防护措施、做好卫生清扫、加强消毒通风，提醒大家不要去人员密集区，劝阻大家

无特殊原因不要离开出家门，出门佩戴好口罩，如有人员发生症状，务必到指定机构检查并及时

向上级报告，并将消毒液、消毒粉及宣传喇叭分发至村委。 

 

陕西省 

（1）汉中市疫情行动 

陕西红凤协会协同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兴州街道两河口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按照街道防

疫指挥部的要求，召开会议，学习防疫文件。对社区进行消杀，在社区内开展防疫宣传，张贴、

发放防疫宣传单。通过广播宣传防疫信息，登记检查社区居民，协助村医监控隔离监测居民情

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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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凤凰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当地有关

部门的组织下，在村内开展防疫宣传工作，登记检查村民与出入车辆信息，对村内区域进行消杀

处理。为居家留观户送卫生消杀、防护用品和生活服务，组织人员进行疫情防控抽查、检查；为

社区搬运、发放蔬菜。 

 

（3）榆林市疫情行动 

榆林市双福社工服务中心协同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二里半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在社区两委

的组织下，对社区环境进行消杀、登记排查村内居民情况，宣传和普及新型冠状病毒，提醒居民

戴口罩，尽量减少出门。同时，协助居家隔离户购买生活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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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1）庆阳市疫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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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县疫情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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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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宣传海报，排查车辆。队员朱庞玉为中寨镇派出所和中寨村的三个执勤

点的一线工作人员义务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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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庄浪县疫情行动 

庄浪县大爱无疆志愿者协会协同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韩店镇西门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配

合当地有关部门开展防疫宣传工作，提醒村民戴口罩，注意消毒，排查登记村民与出入车辆信

息。 

 

吉林省 

（1）白山市疫情行动 

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协同石人镇大石棚子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在有关部门

的组织下，登记排查村内居民情况，在村内开展防疫宣传，发放防疫宣传资料，排查外来人员、

车辆。此外，大石棚子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还在路面铺设防滑物料，以防临检车辆出现刹车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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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洮南市疫情行动 

洮南市草根爱心志愿者协会协同吉林省洮南市安静社区与光华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配合社

区两委，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在社区内开展防疫宣传，提醒居民戴口罩、少出门，对社区

公共场所进行消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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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松原市疫情行动 

松原市蓝天志愿者协会协同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佰都乡永清村的志愿者救援队，在政府部门

的指导下，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彻底排查村民信息，劝返不戴口罩出门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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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化市疫情行动 

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协同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新华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配合社区

两委开展社区防疫宣传，对社区内老旧弃管小区进行消杀。 

 

（5）集安市疫情行动 

集安爱心志愿者联合会协同吉林省集安市都城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配合社区两委开展防疫

宣传工作，排查社区居民信息，消杀社区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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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1）潍坊市疫情行动 

    潍坊女人帮义工公益服务中心协同山东省昌乐县沙埠沟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在当地政府的

指挥下，在社区内开展防疫宣传，消杀社区公共场所，安排队员在社区内巡查，定期对社区安全

隐患点进行检查。 

 

（2）安丘市疫情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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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协同山东省安丘市凌河镇后松园村与临朐县淹子岭社区的志愿

者救援队，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在村内开展防疫宣传，对各大公共场所进行消杀，登记排查出

入社区的人员及车辆，防止疫情传播。 

 

广东省 

（1）英德市疫情行动 

英德市亮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同广东省英德市城西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配合社区两委，

在社区内开展人员排查，防疫宣传，对社区进行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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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湛江市疫情行动 

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协同广东省湛江市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为一线防疫检查站的工作

人员送温暖防疫抗疫期间，天气寒冷，为坚守在一线防疫检查站的工作人员送上热腾腾的暖心粥

与美味小点心。此外，救援队还联合共青团湛江市委员会及多家爱心企业采购各类救援物资送往

湛江市健康定点观察酒店以及市内多处防疫执勤站点、港口、公安检查站、高速路口执勤点和服

务区等，慰问一线的工作人员们，并组织队员协助一线工作，防疫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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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往期项目点）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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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家社会组织协助【113】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纷纷响应壹基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2112】名

队员参与其中，配合地方政府部门开展社区防疫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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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覆盖【40】

多万人。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行动 

陕西省 

（1）汉中市疫情行动 

陕西红凤协会协同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兴州街道磨坝村、吴家营村、南街社区与北街社区的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按照街道防疫指挥部的要求，召开会议，学习防疫文件。对社区进行消杀，

在社区内开展防疫宣传，张贴、发放防疫宣传单；通过广播宣传防疫信息，登记检查社区居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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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村医监控隔离监测居民情况。 

 

（2）宝鸡市疫情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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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慧芳公益协同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渭工路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配合有关部门，在社区

内开展防疫宣传，登记排查社区居民信息，在人流密集场所加强巡查，监测过往行人体温。对社

区环境进行消杀处理，切实做到控制疫情，切断传染源，为社区居民筑建一道道防控疫情的防护

墙。 

 

（3）凤县疫情行动 

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协同陕西省凤县河口镇河口村、石鸭子村、岩湾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

队，在村委的组织下，登记排查村内居民情况，在村内开展防疫宣传，消杀村内区域。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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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故事 1： 

13 日上午，中寨村志愿者救援队还接到报警，得知中寨镇梨树坝村发生山火火情，队

长刘海安、副队长王送文、教官金海峰立刻组织队员配合当地林业部门赶往起火现场，队员

们对失火现场进行排查，现场仍存在火灾隐患，在大家的努力下将其全部扑灭后，收队返

回，本次出勤山路路程 6小时左右，排查山火面积 20 多亩。 

18 日晚上，队员们又接到中寨三村村支书电话告知火灾信息后，刘队长迅速通知离火

源最近的队员，队员杨金富、朱庞玉、余有珍、余文明等人接到通知后迅速赶往火灾点，以

最快的速度控制火情，防止蔓延。好在队员们两次都及时将火扑灭，并没有造成过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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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2： 

“这场防疫战，我们始终在一线。”5日上午，甘肃文县中寨志愿者救援队队长刘海安用

厚重而又疲惫的声音告诉记者。 

他们有些是上班族、是退休党员、是退役军人、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但面对疫情，他

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作为父亲他们也许不称职、作为儿子他们也许不优秀，但

是面对疫情他们放下对家人的责任，不计报酬，甚至自筹资金为中寨的安全保驾护航。正是

这一群群可爱的志愿者们，为抗击疫情保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我们救援队中有几名突出队员，他们从腊月二十九火灾隐患排查开始到疫情防控就没

有休息一天，他们就是副队长刘天福，王送文。他们每天都比其他队员起的早，休息的迟，奔

走在每个疫情防控点，从配合乡镇工作到运送其他队员，开车到二十个行政村进行宣传。哪

里需要我们那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志愿者救援队队员这样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副队长刘天福的小女儿刚满月，他就奔赴到了第一线，他连女儿都没有抱

过一次。副队长王送文的妻子除夕夜脚被烫伤，家里的一切事务都落到了王送文身上，他把

饭给孩子和妻子做好后，自己却来到执勤点吃一点泡面。就算是这样他们两都没有休息过一

天，像他们这样的队员还有很多。“之所以这么拼，就是希望这场‘胜利’早点到来。”教官

金海锋在每天早上训练队伍时告诉队员。 

疫情面前，他们众志诚城，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他们都不忘初心无怨无悔地付出着，

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注：该故事片断摘自中国推介 

 

故事 3： 

清晨的丝丝小雪落于发间，可春风似乎不友好的为我们带来了春天的喜讯，似是与这次疫情有

关，但刺骨的春风并没有打消我们这些志愿者积极和热血的激情。 

    今天，由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刘迎丽阿姨和罗达叔叔的组织下，我们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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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次冠状病毒防护进行了一次消毒工作。早上 8 点，在江源残联集合出发去松树镇挨个小区进

行消毒喷洒消毒液，做到彻底消毒，不让病毒入侵。过程虽然很艰苦，喷洒消毒的各位叔叔、阿

姨都丝毫没有怨言。不叫苦，不叫累，让作为一名刚刚参与这种公益性活动的我，受益匪浅。 

罗会长告诉我们：“逆行是为了让顺行的人更加顺畅，白山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口号是

响亮的，我们也会认真的去完成、去实现。我相信，也不止我一人相信，我们志愿者协会的每一

名成员都会相信，我们会做到，我们的祖国也会做到。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共克病毒，让我们

的家园，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团结就是力量，哪里有需要那里就有我们志愿者的身影，

希望也会会有更多的人能加入我们！ 

    志愿者的工作虽然是普通而又平凡的，但却是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通过无数

个志愿者的爱心与无私奉献，才会把我们的城市建设的更好，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更加和谐幸福。

今天参加志愿者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奉献的喜悦，我突然感悟到，如果我们做每一

次事都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即使是一件平凡的小事，我们也会乐在其中。

这就是我在志愿者服务中心的收获。所以我希望在以后的志愿者活动中也会出现我的身影，我会

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也许，这就是我此次活动中

留下最深的印像吧。 

    电影《志愿者》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一个人的一辈子有 70 年，如果把七十分之一的时间拿

出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人生将更加美好。”志愿者是神圣的名词，是参与的象征，是无私

的精神，是爱心的代言，没有回报，没有掌声，没有光环，没有报酬，有的只有爱。 

    最后，希望大家在紧急时刻疫情当头的现状下，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做好防护消毒工作，勤

洗手，戴口罩，少出门，多睡觉！希望大家牢记！共度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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