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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安全家园计划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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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的 12 家执行社会组织，在 19 个村开展了 47 次

活动，覆盖人数【44715】人。本月参与项目活动志愿者教官 63 人次，志愿者 116 人天，参与培

训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 992 人，参与社区居民 316 人，社区干部 80 人，入户走访 334 户，制

订社区应急预案 15 份，隐患点预案 20 份，隐患点预案惠及 6115 人，完成家庭减灾计划 506 户，

惠及【2748】人，开展应急演练等减灾活动 31 场，参与活动 811 人。 

2021 年 1 月 12 日，吉林省通化市发现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病例，吉林全区疫情防控升级，通

化、松原、白山、洮南等地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从 13 日开始陆续参与社区防疫响应行动。1 月 12 日

至 31 日期间，壹基金安全家园计划协同 5 家伙伴机构和 19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超过 37 个社

区（含火车站、机场）开展防疫宣传、消杀，协助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为隔离市民配送生

活物资、收垃圾和配送蔬菜等工作，累计投入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员超过 1727 人次，防疫行动惠及

超过 23 万人次。 

（二）吉林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响应社区防疫行动情况（适用于各渠道反馈） 

1.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 

1 月 12 日通化疫情发生后，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协同新华社区、金厂社区、龙水社

区、江南社区 4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从 13 日起第一时间响应。他们协助医护人员做核酸检测，做

居民登记排查；为隔离小区送生活必须品、收倒垃圾；排查小区内核酸检测情况，协助隔离小区

贴封条；为封闭小区楼道消杀，分装并为居民配送蔬菜包；转运接收并分发捐赠物资；给停车场、

方舱医院、社区街道大面积消杀，最多时一天组织 46 支消杀队伍行动，合计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

队员超过 700 人次，惠及社区超过 11 万人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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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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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厂社区 

   

龙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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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区 

  

 

2.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 

通化市柳河县的伙伴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最早从 1 月 14 日开始响应行动。1 月 21 日-31 日期

间，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协同站前社区、民主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防疫宣传、排查、入户走访

等工作，还为居民分装配送蔬菜。合计出动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 220 人次，服务惠及 8000 多

人。 

   

 

3.松原市一米阳光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1 月 21 日-30 日期间，松原市一米阳光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组织 706 人次的志愿者，在滨江社

区、大庆钻探钻井四公司、和宁社区、宏瑞社区、建民社区、江北商贸小区、江山教材市场、锦

江派出所、静安社区、两家子村、龙源社区、明珠社区、宁江区新城乡八家子村、前程社区、前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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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县执法局、青松社区、松原机场、松原市火车站、松原市体育馆、图雅社区、团结街道、团结

社区、望湖社区、新城乡八家子村、兴原乡卡伦村、站前派出所、主力社区等区域进行防疫消杀，

为社区居民上门送核酸检测表、扫码测温，在核酸检测场所维持秩序，惠及社区居民 9 万多人次。 

  

4.洮南市草根爱心志愿者协会 

洮南的伙伴与社区队伍也是从 1 月 14 日开始响应行动。1 月 21 日-30 日期间，洮南市草根爱

心志愿者协会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员 215 人次行动，在社区进行大扫除、清理小区垃圾、捐赠

防疫物资；在洮南市新城区全面消杀，消杀面积达 100000 平方米，受益居民近万人。1 月 30 日，

在物资紧缺装备匮乏的情况下，30 名队员 3 小时完成消杀面积 16.6 万平方米。由于天气太冷，弥

雾机出现被冷冻的现象，沿街不少商户看见机器上冻，纷纷从热水器里给消杀队员放热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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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吉林省白山市-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 

靖宇村 

1 月 21 日、29 日，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组织 18 位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员在靖宇村开

展防疫宣传、排查等工作，覆盖范围 1162 人。 

   

协力村 

1 月 21 日、22 日，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组织 38 名社区志愿救援队队员为协力村开

展防疫宣传和排查工作，覆盖人数 1785 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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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西村 

1 月 21 日、22 日，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组织 34 名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为龙西村

社区开展疫情应对工作，在村里宣传防疫知识，同时还为养老院捐赠生活物资，行动覆盖 2400 人。

队长舒敏说，没加入救援队时自己和父老乡亲一样随便惯了，穿上队服以后经过协会组织培训，

增强了自己的安全意识，也增强了自己的约束力，看到太多人不戴口罩都有些急眼，但是看看自

己的队服，还是需要耐心地和大家讲解防护意识，参加救援队不仅学到了安全知识，还把自己的

驴脾气给改了！ 

    

大石棚子村 

1 月 22 日，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组织大石棚子村 12 位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员为社区

开展防疫宣传，为市民发放口罩，覆盖人数 1700 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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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村 

1 月 22 日，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组织仁义村 15 位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为社区开

展防疫宣传和入户排查行动，覆盖人数 300 人。 

  

（三）常规项目点活动 

1.新疆-阿瓦提县阿娜尔社工服务站 

2020 年 12 月 12 日-16 日，阿瓦提县阿娜尔社工服务站社工联合阿瓦提县消防大队消防官兵、

阿瓦提县医疗集团乌鲁却勒镇分院医护人员等为乌鲁却勒镇库木艾日克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举办

了项目物资捐赠仪式，并针对当地情况开展了常见灾害应对、灾害医疗与简单搜索救援的知识技

能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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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灾种教学照片                              伤情处置教学 

  

开发气道教学与实操                          从头到脚评估教学 

2.新疆-喀什市阿凡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1年 1月 12日与 1 月 20日，喀什市阿凡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荒地乡尤喀克莫尔吐木村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项目常见灾害应对与应急预案制订培训。培训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

段由乌鲁木齐市城安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服务中心的讲师阿孜古丽给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们讲解

消防知识及消防设施的使用方式，提高参与者们的消防意识及自防自救能力。第二阶段项目负责

社工讲解自然灾害与应急预案制订，并经讨论初步拟定了社区应急预案。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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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灭火实操                            应急预案制订学习 

3.四川-茂县若水公益发展中心 

2020 年 12 月以来，茂县若水公益发展中心在茂县赤不苏村、纳呼村、百和村分别组织了多

场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会与应急能力培训活动。 

  

个人装备配置                             分小组排查风险隐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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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减灾手册发放与讲解                          两人一组灭火 

4.四川-乐山绿城青少年服务中心 

1 月，乐山绿城青少年服务中心组织农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应急能力培训，并组织队

员前往社区内，为社区居民演示应急救援实操技能。 

  

教官现场教学                       医用一次性手套戴脱教学 

  

二人灭火                                 心肺复苏练习 

5.四川-苍溪县爱心同盟青年志愿者协会 

12 月 20 日，苍溪县红十字会应苍溪县爱心同盟青年志愿者协会邀请为迎宾路社区救援队 52

名队员进行了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创伤处置四大技能和心肺复苏术。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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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到位队员                                 脊柱板担架搬运 

 

  

应急物资使用讲解                                   伤员转运 

6.云南-昆明市五华区阳光公益爱心联盟 

2021年 1月，昆明市五华区阳光公益爱心联盟协同石屏县应急管理局及各乡镇政府，分别在

石屏县坝心镇新河村、大桥镇团山村、坝心镇牛街村等多个项目点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技能

培训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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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学习与实操                             队员讲解风险资源图 

  
毛毯担架转运伤员                                搭建帐篷 

  
双人灭火教学                              伤员包扎练习 

7.甘肃-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 

1 月 19 日，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在崾岘村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举办了一场综合应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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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演练。此次演练内容包括地震搜救、检伤分类、伤员转运、伤情评估、医疗救护、心理

辅导、两人灭火、水泵水龙铺设、灾情评估、信息收集、医疗区布置、帐篷搭建、疫情防

控等内容。 

  

应急演练准备                                     装备穿戴 

  

周边勘察、安全警戒、灾情评估                          检伤分类 

  

伤情处置                                 防疫消杀演练 

1 月 11-13 日，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在镇原县莲池村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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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应急能力培训并。 

  

二人灭火                                   搜救标识学习 

   

检伤分类学习                               伤员转运训练 

8.山东-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 

1月 17日，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协助西湖镇大石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疫情防控综合

应急演练。通过以演代练的方式，队员们对消杀弥雾机使用进行了训练，也增强了防护装备规范

穿戴、测温规范操作、救灾帐篷规范搭建等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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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弥雾机消杀的操作使用             社区志愿者开展救灾帐篷搭建演练 

9.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滨海义工协会 

12 月 23-25日期间，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滨海义工协会组织营房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应

急救援培训及综合应急演练活动。 

  
视频学习救援技能                       对社区风险点进行排查并讲解               

二.湖北灾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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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项目点的工

作绝大多数已经进入结项阶段，有 2 家伙伴机构在 1 月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继续开展社区防疫

相关的培训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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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 月 24 日，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救援队开展防疫培训及消杀演练活动。

活动邀请了长江救援队队长郝振海为队员们细致讲解在消杀时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消杀弥雾

机使用方法，不同场所下消毒剂的使用注意事项等内容。 

    志愿者们背上装满消毒液的水箱，在共青工业园内演练 

2.孝昌县志愿者联合会 

1月 5日，孝昌县志愿者联合会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家庭应急预案制订培训；1月 29

日，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参与地方政府组织的防疫消杀任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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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减灾计划的学习与练习 

参与社区消杀任务 

三.凉山灾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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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场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超过 70

多人次参与培训活动。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凉山州至善公益慈善促进会 

2021年 1月，凉山州至善公益慈善促进会在昭觉县沐恩邸社区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以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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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活动。由于队员都是扶贫移民小区的居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有些汉语

听说都不是很流畅，所以教学活动以室外动手训练为主。队员们都格外认真，通过反复训练和相

互磨合，逐渐掌握基本技能操作。 

  

  

自制担架转运伤员的室外教学及训练 

2.西昌市健康艺术团 

2020年 12月 25日和 2021 年 1月 17日，西昌市安宁镇三百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分 2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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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灾难医疗培训在西昌市马道镇家园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25名队员及村民代表参加培训。 

培训现场教官演示及学员实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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