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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安全家园计划项目月报 
 

一.公益宝贝安全农家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4月，部分地区疫情响应等级下调后，在保证防疫要求和社交距离条件下，项目点陆续开始恢

复项目活动，部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伍持续开展应对疫情行动，累计【13】家社会组织在【21】

个项目村开展了项目行动【45】场次，包括灾难医疗培训【7】场，简单搜救培训【6】场，消防

培训【3】场，社区综合演练【2】场，县级综合应急演练【1】场，社区风险排查【1】场，校园专

项开学前消杀【2】场，紧急救援行动【1】次，团队训练活动【22】场次，参与社区居民【532】

人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员超过【600】人次。 

此外，项目组对应对疫情行动做了整体回顾。考虑到未来较长时间都将处于后疫情时期，保

持社交距离将是常态，就如何调整项目活动实施方式，如何通过“在线培训+线下点对点向脆弱人

群提供服务”的方式完成项目既定目标等问题也进行讨论。项目组还组织策划了 2020 年全国防灾

减灾日主题活动，并发布活动指引，组织伙伴专题培训。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云南省项目进展 

8日-12日，昆明市五华区阳光公益爱心联盟在石屏县龙武社区、宝秀社区、龙朋社区、邑堵

村 4个项目点举办了团队训练活动和灾难医疗培训活动，80名队员参加了培训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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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石屏县 2020 年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演练在龙朋镇人民政府办公楼门前广场开展，安全

农家项目点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与县消防局官兵共同参加了演练活动。在活动现场，石屏县

人民政府唐萍副县长、石屏县应急管理局罗映辉局长及各乡镇武装部负责人等领导出席了活动。 

本次救援演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应急救援队搜救科目演练，

第二部分是石屏县消防救援大队的破拆科目演练。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们自主分成五个小组开

展救援行动，每个小组有明确的分工和自己的任务，如现场环境安全评估、现场控制、设置安全

处置场所、现场制作救援工具等。 

救援队开展救援中，按照标准将伤员以此分类以在宝贵的时间内尽可能抢救更多的人，根据

伤员的不同情况，救援队小组分别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合理的处理。包扎伤口，转移伤员，调查

伤员情况，在救援行动中有条不紊地进行。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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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唐萍副县长致词中肯定了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对石屏县多个乡村社区安全体

系构建的积极作用，并对石屏县四个项目点的项目开展表达了殷切的希望。愿四个项目实施点能

充分发挥项目优势，规范管理应急救援物资，增强社区第一时间的救援力量，示范带动全县群众

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李宏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认为本次演

练模拟的内容真实可信，各项安排紧凑有序，体现了演练队伍的行动力和专业素质。 

 

2.甘肃省项目进展 

（1）防疫行动 

22 日、27 日，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分别协同堡子坝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中寨村社区志愿者

救援队在文县堡子坝小学、中寨小学、中寨中学开展义务消杀服务，助力校园安全健康复学复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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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中寨村安全农家项目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队员们，分头开展消杀工作，队员们身

穿队服，背起喷雾器，对学校教室、宿舍、餐厅、操场、卫生间、校门口周边环境等，所有师生

可能会接触到的场所进行全方位的消毒，通过地毯式“消杀”，不留盲区死角，筑牢校园安全防疫

“防火墙”，确保在校师生，有一个安全、健康、卫生的学习生活环境。 

 

（2）县应急局来访项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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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下午，甘肃省宁县常务副县长杜峰和宁县应急管理局米恩库局长专程来到巩范村安全

农家项目点进行视察调研，在听取了村支书巩万祥和新宁镇安检办梁凯程站长的汇报后，杜峰县

长详细询问了救援队的运作机制和营运模式，对救援队近期开展的活动大加赞赏和肯定，并指示

县应急管理局在条件充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在宁县其他乡镇将项目模式进行复制推广。 

3.四川省项目进展 

（1）技能培训 

10 日，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组织四川省攀枝花市中坝乡安全农家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

了灾难医疗和绳索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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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疫行动 

4 月 15 日-4 月 25 日，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协同前进镇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社区志愿

者救援队成员，协助前进镇政府进行复工后的疫情防控工作，主要对该镇安全度过隔离期的人员

进行核查，并安排人员对周边居民环境进行疫情防控的消毒消杀工作。 

 

24 日、26 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船城蓝天社工服务社在会理县广场路社区为社区志愿者救

援队组织了第 3 期和第 4 期培训活动，以灾难医疗和消防等课程为主，共计 55 人次参与了培训。

培训会邀请了县红十字应急救援持证志愿者现场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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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林省项目进展 

（1）技能培训 

11 日，吉林省松原市蓝天志愿者协会组织永清村社区救援队，在江北龙华文化公园进行集中

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列队训练、无线电手台的规范使用、车队的行驶规范等。 “通过这样的训练，

可以增加队员的纪律性，以后真正开展应急救援时，能够在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援救别人，特别是

在应对地震或者水上救援时，没有专业的培训，很容易发生危险。”负责培训的教官说。19 日，还

组织开展了灾难医疗和灾难心理培训。培训会上讲解了灾难医疗常识和应急医疗处置知识。同时

通过实操练习，让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熟练掌握。 

（2）搜救演练 

18 日，吉林省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组织靖宇县花园口镇仁义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

展了灾后搜救演练，参与队员 18 人。当地疫情刚平稳，还是不宜聚集；春耕开始，护林防火也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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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在此情况下，开展这次演练十分难得也很有意义。 

5.广东省项目进展 

（1）团队活动 

5 日，在疫情没有那么严重时候，英城街道城西社区与亮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社区与队员

召开会议，主要针对未来救援队的发展，人员的分配。通过会议确定了发展方向、人员管理等一

系列制度。 

（2）物资培训 

12 日，英城街道城西社区志愿救援队开展了一场设备使用演练活动。由英城街道城西社区志

愿救援队队长陈善湖带队，凌光河队员讲解手抬机动泵操作流程、注意事项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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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期培训不仅让队员掌握到了手抬机动泵操作流程，而且通过队员们的演练、分享和

学习到更多知识，为往后的培训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3）省内督导 

4 月中下旬，广东省英德市亮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广东省的项目协调机构，对茂名市信

宜市项目点、湛江市 6 个项目点进行了实地走访和督导。在信宜市新宝镇上峰村访点时，项目伙

伴黄伟向团信宜市委、新宝镇政府、信宜市应急局等的领导介绍救援队应急装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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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团队培训 

11 日-12 日，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组织分别湛江市遂溪县黄略镇许屋村、建新镇三合

棚村、遂城镇南门圩和府前社区等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项目团队训练活动。遂溪县志愿服务

联合会会长李国萍、遂溪县黄略镇党委委员谢石强等领导出席活动并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给

予鼓励。项目伙伴梁佩英为许屋村队员们讲授了基础知识培训课程，同时她感慨道“我们珍惜机

会及平台，争取做到最好！从项目负责人到教官，都是持证的，不会辜负项目期待！”。安全农家

项目落地对他们现在救援方面的本职工作是有推动的，湛江项目组经常碰头开会，研究培训内容，

讨论培训计划，培训完成总结培训效果，按培训效果调整培训计划。在项目实施中既锻炼了执行

机构又培育孵化了社区志愿应急救援队。情暖湛江安全农家项目组的 5 名工作人员还参加应急救

援员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获得《应急救援员》资格。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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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能培训及综合演练 

15 日-17 日，在省协调机构协助下，信宜市志愿者联合会组织新宝镇上峰村社区志愿者救援

队开展了系列技能培训活动，并在上峰小学进行了消防演练，20 名队员全员参与了培训。市应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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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局长黄昌生、新宝镇党委书记周虎成、团市委书记梁梨宁、团市委副书记古甘泉等领导出

席了培训会议现场并对队员进行鼓励。 

在演练中，教官根据队员们使用灭火器时发生的错误操作行为进行了一一指正，并且告诫大

家在紧急情况下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静，评估火势之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把自身安全放在

第一位。 

新宝镇卫生院的医生和护师为队员们开展了心肺复苏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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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项目伙伴梁佩英为队员们讲解了搜救培训的理论知识，重点讲述了搜救行动的意义以

及进行搜救与救援行动的必要性和注意事项。搜救实战演练中，培训师对队员们的失误以及错误

操作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和点评。通过实践操练，再一次让队员们将之前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进行

了回顾与整合。 

灾难医疗培训主要以检伤分类的理论学习和包扎的实操练习为主。参加培训的救援队员纷纷

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很精彩很实用，非常贴近我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弥补了知识盲点，切实提

高了群众防灾避灾和自救、互救、他救能力，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 

6. 山东省项目进展 

17 日，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协助安丘市后松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开展了灾害风

险排查与脆弱家庭应急预案制订工作。队员们在韩教官的带领下，走街串巷讲解应急预案的必要

性和好处，尤其为孤寡老人、低保户等脆弱家庭详细地讲解防灾减灾知识，提醒他们注意家中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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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用火安全。 

  

7.安徽省项目进展 

（1）综合培训及项目总结会 

10 日，淮北市蒲公英公益协会分别在梧桐村、北山村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灾难医疗

应急培训和演练活动，之后又组织了应急预案制订培训和社区风险图绘制培训，并顺利召开了项

目总结会。 

灾难医疗培训 

这个环节邀请了淮北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的讲师来主持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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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疏散演练 

随着消防报警器响彻楼层，在导师指引下，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按照流程开展了疏散及灭火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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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预案培训会 

 应急预案是安全农家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评估脆弱家庭、

隐患点及社区面临的灾害风险，并讨论制订应急疏散路线与应对措施。培训课程结束后，社区志

愿者救援队队员们纷纷表示，应急预案对社区而言真的非常重要，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评估脆

弱家庭、隐患点及社区面临的灾害风险，并讨论制订应急疏散路线及应对措施，能在灾害来临时，

最大限度的减少灾害对社区的损失。 

项目总结会 

4 月，淮北市杜集区梧桐村和北山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参加了安全农家项目总结会。

会议对 2 个社区的项目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同时为日后社区工作的持续性进行作出进一步

部署。总结会上，梳理了往期每次开展活动的情况，每个人都积极分享自己参加救援队以来的感

受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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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专业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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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黄山微公益志愿者协会在歙县中和社区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组织了简单搜救为主要内

容的培训活动。在培训会上，项目专员吕后给社区救援队队员进行列队训练，随后就队伍在搜救

过程中信息员、搜救员、安全员、后勤保障、医疗员的配合协调问题进行讲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