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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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0 年 12 月安全家园计划月报 
 

12 月，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新增【96】个项目点中有部分项目点召开启动仪式，

更多的项目点开展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培训、演练活动，也有部分地区的队伍受疫情影响活动

暂停，队员们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参与到社区防疫工作中。 

湖北省疫后【11】个项目点和凉山州火灾后【8】个项目点继续开展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应急技

能培训、应急预案制订及应急演练活动。 

Lés Pela 莱晞曼支持捐赠了防疫消毒酒精【12064】瓶，这批物资由全国【25】个项目伙伴机

构接收，并在社区开展防疫工作时使用。 

一.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 

2020 年 12 月，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有 24 家社会组织在 30 个项目点开展活动

74 场次，参与志愿者人数 206 人，参与活动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 1357 人次，参与社区居民

1297 人次。社区志愿救援队入户走访 118 人，参与社区风险排查及隐患点应急预案制订 97 个，

覆盖居民 3103 人，协助开展家庭减灾计划 130 户，覆盖居民 1068 人。参与社区防疫等响应行动

的队员 76 人次，社区响应惠及居民 14070 人。 

（二）部分项目活动 

1.安徽芜湖市青禾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12 月 4日，芜湖市无为市蜀山镇白湖村“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启动仪式暨应

急物资捐赠仪式在白湖村隆重举行。蜀山镇安监站站长盛书兵、驻村扶贫干部无为市卫健委邢

秀水、锦绣无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伍成桂、白湖村两委及 20 位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共同

参加了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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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授牌                队员表决通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章程》 

2.陕西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11 月 24日，“2020年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启动仪式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皇冠

镇南京坪村、广货街镇蒿沟村社区正式启动。两个村共招募志愿者 40名。在启动仪式上，40名志

愿者共同宣誓：“我志愿加入宁陕县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团结队友、遵守纪律、努力训练，在危

险来临时，保障自身安全、保护身边人，并志愿为社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救援服务！尽我所能，

人人公益！” 宁陕县副县长朱迎波出席了捐赠仪式并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在蒿沟村志愿者的协助

下，红凤协会工作人员彻底清点了赠送物资的数量、质量，并当面将数量、用途、如何使用做了

培训。 

  

          志愿者学习头部包扎         志愿者在蒿沟村两委负责人宋健的带领下宣誓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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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陕西省勉县曙光应急救援协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勉县曙光应急救援协会赴勉县长沟河镇白云寺村开展了 2020 年公益宝

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成立大会。勉县曙光应急救援协会 8名队员、20名社区救援队员及勉县应

急管理局地震台台长唐嘉参加了项目成立大会。会上讨论通过了白云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章程，

进行了授牌、授旗。重点对社区救援队员进行了地震躲避、沙袋装填、传递、堆砌及灭火技能的

培训。 

教官现场教学照片             二人灭火照片  

4.四川乐山绿城青少年服务中心 

2020年 12月 15日，乐山的安全农家救援队的成员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社区开展了安全农

家常见灾害和应急能力的培训。 

  

洪灾防洪堤坝搭建桌面练习     队员防护到位的操作照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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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川巴中众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 月 13 日上午，巴中市志愿者协会公益救援队和巴中众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执行的巴

中市水宁村志愿者救援队在巴州区水宁寺镇水宁村正式成立。中共巴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巴中

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毕伟为水宁村志愿者救援队授牌。巴中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科科长

张剑虹向水宁村志愿者救援队授旗。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授旗                    队旗下庄重宣誓 

6.四川苍溪县爱心同盟青年志愿者协会 

2020 年 11 月 28 日，龙山救援队在龙山镇政府四楼会议室举行 2020 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

家项目灾难医疗培训，参加人数 53人，邀请县红会讲师通过十个小时的灾难医疗培训，队员们掌

握了“先救命，后治伤”的急救基本原则，熟悉现场检伤分类及合理分级救护方法、特殊损伤的

早期处理原则和基本方法。龙山镇党委副书记杜波、龙山社区支部书记杨发兵参加活动。 

  
队员防护到位的操作照片                           从头到脚评估学习实践照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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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川凉山州关爱残疾人救助会 

2020 年 12 月 20 日，西昌市安哈镇牛郎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灾难医疗培训在牛郎村先

锋小学开展。 

  

正确摘除医疗手套训练                   头部包扎训练 

8.甘肃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 

12 月 9 日至 11 日连续 3 天，南梁镇荔园堡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系列应急技能培训，包

括自然灾害应对与应急预案制订、灾难医疗、简单搜索与营救等内容，尽管大家刚开始实操都比

较笨拙，但经过几次认真练习，基本的步骤和要领都得到了掌握通过本轮培训。 

   

防护到位队员照片     二人灭火照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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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伤分类学习实践照片                伤情处置学习实践照片（防护到位） 

  

伤员转运教学与实践照片（防护到位）   椅子运送教学与实践照片（防护到位） 

   

社区风险地图绘制照片 

 

9.广东省救援辅助志愿者协会 

12 月 5 日是第 35 个国际志愿者日，广东省救援辅助志愿者协会在何家庄举行了“何家庄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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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仪式，宣告花都区花城街长岗村第一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正式成立。启动

仪式后立即开展了第一次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曾肖梅讲师认真细致地讲解了常见的各种灾害以

及相应的应对方法和应急预案制订方法。 

 

指导社区志愿者进行心肺复苏术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在进行消防灭火演练 

正确使用防烟面罩           广东救援辅助队队员指导 CPR 

10.广东省韶关市乐善义工会 

2020年 12月 11日，韶关市的本期项目点启动仪式正式举行，花坪镇党委委员周雪花对队员

们说：“在花坪村，常见的自然灾害多发生于 4-10 月份，主要是暴雨、大风、台风、泥石流等，

由于部分村民仍处在旧区，旧区房子多为平砖瓦房，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将严重危及辖区群众生

命和财产安全。相信 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的启动，为解决花坪村面临的各类问题带

来了解决办法，同时为花坪村防灾减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气象、新形态！”启动仪式后队

伍召开了第一期应急技能培训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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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章程与应急物资管理制度讨论修订     开放气道学习实践照片 

11.广东省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 

12 月，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分别在遂溪县草潭镇、岭北镇、城月镇、乌塘镇、洋青镇等 5个

乡镇举办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会，宣告 5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正式成立。遂溪县志愿服

务联合会会长李国萍、秘书长周华英等全程参与了所有队伍的成立大会。遂溪县地处雷州半岛，

每年都会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影响，安全农家项目在遂溪县已经连续 2 年支持各乡

镇成立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伍，助力当地社区级灾害应对能力建设。 

  

入队宣誓                           李国萍会长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授旗   

12.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 11月 27日，哈尔滨市松北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同通河县应急管理局在通河县新

丰村举办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第一次培训，邀请了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风险

监测与综合减灾处处长汪多刚，副处长辛延军，市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与综合减灾处副处长韩战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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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等领导参加，通过本次活动，让大家对壹基金以及安全农家项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志愿

者救援队的内容有了初步的掌握，对志愿者救援队成员的责任与担当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 

  
双人灭火示范演练         家庭减灾计划入户 

13.辽宁大连庄河市大树互助志愿服务中心 

12 月 14日至 15日，大连庄河市大树互助志愿服务中心在庄河市仙人洞镇仙人洞村组织社区

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常见灾害应对与应急预案制定培训和灾难医疗培训。 

 

队员医用一次性手套戴脱实践照片                          开放气道学习实践照片 

14.山东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 

11 月 25日，山东日照的 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成立大会暨物资捐赠仪式在西湖

镇大石社区举行。12月 5日，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到西湖镇大石社区开展了如何防范一氧

化碳中毒科普宣传活动和灾难医疗培训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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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捐赠现场                                开放气道实践 

15.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滨海义工协会 

12 月 18 日，2020 年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成立大会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镇营房村

开展。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滨海新区民政局领导，营房村村委会，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滨海义工协会

与营房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12月 23日，在营房村社区开展了 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

家项目常见灾害应对与社区应急预案制定培训。 

 

队长带领队员宣誓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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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周边风险点排查 

16.山东诸城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中心 

2020 年 12 月，在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皇华镇尚庄社区，诸城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中心

培训人员为社区志愿救援队队员开展了多次灾害应对技能培训，包括灾难医疗培训、简单搜救培

训等内容，还开展了 2次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排查社区隐患点并标注                            开放气道实践操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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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活动现场                                           伤员搬运 

  

伤员转运                                    医疗组对伤员进行包扎 

二.深圳项目进展 

受疫情影响，深圳项目点 12 月暂无活动进展，项目伙伴主要开展活动资料整理。 

三.湖北灾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20 年 12 月，陶氏公司和标鲨电商分别支持的湖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地区 11 个项目点的 8

家伙伴机构，继续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开展应急培训、演练及应急预案制订等活动 18 场

次，参与队员超过 3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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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鄂州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因考棚社区在老城区，线路老化极易引发火灾的隐患，11 月 28 日救援队员在社区各区域进

行隐患点排查。队员小徐在检查灭火器是否过期时，三位老人正在门口晒太阳聊天，其中一位爷

爷注意到了就问：小伙子，这个灭火器要怎么使用呀？小徐立马给他们进行了演示和讲解。爷爷

笑着说：“我就不动它了，现在社区治理做得很好，又有志愿者救援队经常巡查隐患点，我们的安

全系数也提高了，谢谢你们啊！” 

  

检查灭火器                                小徐给老人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 

12 月 24 日下午，鄂州考棚社区安全家园项目结项仪式暨应急演练活动在二楼共享工作室开

展，20 名队员们聚在一起讨论并制作社区风险地图，并根据应急预案开展了应急演练。 

  

讨论绘制风险图                            应急演练-警戒现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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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医疗区                               转运伤员 

  

转运伤员                                伤员处置 

  

正确摘除医疗手套                         回顾并检视应急预案 

考棚社区卢主任说：感谢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安全家园项目对考棚社区的支持，从 8 月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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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培训学习、救灾演练，历时 5 个月，大家都辛苦了，希望在社区自救

互救的志愿者救援队伍的影响下，社区居民都能够提升安全防护意识，以更好的应对灾害，减轻

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2.云梦县义工联合会 

12 月 4 日，云梦县义工联合会为项目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开展了简单搜救的培训、防洪

培训，并开展防洪风险排查和应急预案制订。 

  

小纸人进行检伤分类训练              桌面模拟坍塌营救 

  

伤员转运训练                        沙包转运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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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风险排查                         对照风险图标识 

  

村民参与绘制风险图 

3.孝感市巾帼志愿者协会 

12 月 5 日第 35 个“国际志愿人员日”，西杨社区联合各社会公益组织及西杨社区志愿者救援

队队员进社区开展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了普法宣传、健康义诊、义务理发和儿童树叶

贴画等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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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杨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日常生活中也将志愿服务精神贯彻的十分彻底。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在夜间的巡逻队中有他们的身影，清晨的街道垃圾清扫中有他们的身影，周围楼栋的安全排查中

也有他们的身影。12 月 12 日，在春尚小区 2 组 2 单元 102，他们还进行了一场社区防疫行动的基

础培训；12 月 20 日举办了一场社区风险图绘制完善活动。 

  

社区防疫培训 

4.广水市广善义工联合会 

12 月，广水市双桥社区志愿救援队员先后参加了应急指挥演练培训、消防培训等，并开展社

区风险排查与应急预案制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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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包扎训练                             搜索营救训练 

  

从头到脚评估训练                      消防灭火训练 

 

绘制风险图                                    户外风险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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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流程图上墙                      完善社区风险标识牌 

5.云梦县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12 月 10 日，云梦社工协会联合云梦县城关镇云台社区及云梦县星凯物业，在城关镇云台社

区曾林佳园小区开展了“创平安社区，享和谐家园”居家安全宣传进小区活动。云台社区应急救

援志愿服务队 11 名队员、云台社区巾帼志愿服务队 6 名队员及县人民医院志愿服务队 3 名队员参

加了活动。 

  

正确洗手演示                       心肺复苏演示 

6.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 月 13 日，孝感市志远社工为项目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第三次培训，着重讲解如何排

查社区范围内存在的风险隐患，并针对性的制定应急预案，最大程度防范和减轻灾害带来的危害。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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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培训，志愿者们纷纷交流发言，回想起自己所在小区和家庭中存在的多个风险隐患点，

例如在楼道冲电、私接电线、杂物堵塞消防通道等等。他们表示，在培训之前自己从来没有留意

过这些看似寻常的隐患点，不知道它们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回去以后要立刻排查家庭中的风险，

同时向物业汇报小区内的风险隐患，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害。 

四.凉山灾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12 月，2020 年凉山森林火灾后由支付宝公益爱心支持的凉山州安全家园项目点持续开展消

防、灾难医疗、搜索营救等应急培训活动，累计开展培训 4 场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超过 80 多人

次参与培训活动。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 凉山州关爱残疾人救助会 

12 月 7日，西昌市安宁镇民运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简单搜索与营救培训在西昌市安宁镇民运

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共计 25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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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训练                                 双人抬运伤员演示 

  

绳结担架制作及使用训练                双人抬抱演示 

2.凉山州至善公益慈善促进会 

昭觉县沐恩邸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 12月参加了灾难医疗培训。 

 

老师请队员做示范                  CPR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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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训练                               CPR 训练 

3.凉山州生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月，西昌市海河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举办了第二期简单搜索救援培训。 

 

绳结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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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单担架搬运伤员训练 

五. Lés Pela 莱晞曼捐赠消毒酒精 

12 月，得到 Lés Pela 莱晞曼支持，捐赠了防疫消毒酒精 12064 瓶，这批物资由全国 25 个项

目伙伴机构接收，并在社区开展防疫工作时使用。 

           志愿者协助转运                   陕西富县太平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接收到防疫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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