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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安全家园计划月报 
 

一.公益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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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壹基金联合全国项目伙伴开展#自救互救壹起学#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公

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点中，【67】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伍响应了本次活动，分别开展灾难

医疗、消防、简单搜救、应急预案编制等培训活动【74】场次，组织社区应急演练、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42】场次。项目组还通过钉钉、快手在线培训的方式为全国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 3期

复训活动，累积【861】人次直播听课，【1700】余条学习打卡。 

随着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压力升级，吉林省内【12】个项目点再次启动应对疫情行动，

并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和当地社会组织新增防疫物资【12】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累积已

为【66】个项目社区提供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46200】个，一次性丁晴手套【39600】只，医用

酒精消毒棉片【99000】片，医用卫生湿巾【1320】包，免洗手抗菌凝露【396】瓶（198L），消毒

泡腾片【99000】片，医疗垃圾袋【66】包，非接触式红外线体温计【66】支，速干手消毒液等社

区志愿者救援队防疫包【1320】套。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救互救壹起学#在线直播培训 

5月 12日是第十二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

灾的人民防线”。项目组积极响应号召，动员全国项目伙伴发起#自救互救壹起学#活动，各地项目

伙伴及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踊跃参与其中。10 日至 12 日，项目组邀请了项目培训专家彭勃和

教官陈涛，分别以灾难医疗、简单搜索与营救、社区防疫与家庭备灾为主题为全国项目伙伴及社

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开展钉钉、快手在线培训。全国共有 711 位学员参与，861 人次收看直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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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共收到 1700多条学员打卡记录。本次直播培训不仅是对系列课程的直接培训，也是针对各地

项目实施中，线下培训活动存在的各种不足进行的补充。很多学员认真记录了笔记，分享了心得

体会。吉林伙伴留言说：以前也学过相关知识，也做了几年的公益讲师，但是没机会把检伤分类

学习的这么多，感谢老师给予的机会，希望以后多学习，普及到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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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上为在线直播现场，队员学习现场，队员及伙伴打卡信息摘录，队员学习笔记摘录 

2.昆明市五华区阳光公益爱心联盟项目进展 

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期间，昆明市五华区阳光公益爱心联盟组织云南省石屏县的 4 个项目点

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参加公益网课学习，并组织队员面向社区群众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体验活动。

龙武社区救援队以悬挂横幅、派发宣传物资、给居民答疑解惑的形式进行防灾减灾知识的普及，

发放宣传资料 900余份。哨冲社区救援队在防灾减灾日当天，前往居民家中讲解防灾减灾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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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防灾减灾知识 

3.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月 11日，“5·12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甘肃省张家川县的易德广场举行，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赵东红出席活动，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也参加了活动。之后，项目执行人员

协助 2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社区内开展了综合应急演练活动。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鹿镇大滩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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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关镇石川村 

4.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项目进展 

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协助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与文县消防大队、文县中寨派出所协同在中寨中

学组织开展了“社区学校联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文县消防大队参谋窦利龙现场为队员和中寨

中学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使用原理，现场开展操作示范，并组织同学现场体验。活动当天，中寨

镇党委书记侯立民，县应急管理局代表、中寨镇派出所教导员卢赟等出席了活动。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中寨镇中寨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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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也组织堡子坝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和堡子坝小学进行了一次生动、实用

的现场培训暨演练活动。文县消防大队参谋窦利龙等参加了活动。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堡子坝镇堡子坝村 

5. 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项目进展 

5月 9日上午，巩范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村部广场也举行了一场应急演练活动。此次演练

内容主要包括地震避险、搜救、现场救护、心肺复苏、火灾预防与扑救等预定科目。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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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新宁镇巩范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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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在什社乡李岭村，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举行了一场

应急演练活动。此次活动，针对该村实际面临各类的风险隐患，系统演练了地震避险与搜救、现

场救护与心肺复苏、火灾预防与扑救等科目。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什社乡李岭村 

6. 庄浪县大爱无疆志愿者协会项目进展 

庄浪县大爱无疆志愿者协会组织水洛镇新北社区和郭堡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集中参加了在

线直播培训活动，并组织队员开展了灾难医疗复训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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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医疗培训 

 

在线直播培训 

7.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项目进展 

5月 12日，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联合前进镇前进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防灾减灾日主

题活动。活动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实施，开始前先对训练室进行消杀，随后为到来的每一位队员及

村民测量体温，做好登记，确保每一位的健康安全后入场进行正式活动。活动内容有心肺复苏、

绳索救援、消防知识培训、火灾逃生演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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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前进镇前进社区 

5月 13日，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联合中坝乡团山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防灾减灾日主

题活动。与前进社区同样的模式，活动内容有伤肢固定、骨折固定、绳索救援、消防知识培训、

火灾逃生演练等。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中坝乡团山社区 

8.陕西省红凤协会项目进展 

陕西省红凤协会动员略阳县兴州街道办安坪沟村、两河口村 2个项目点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参与了 512活动，并组织了社区应急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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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急演练动员 

防洪演练                                        灾难医疗演练 

灾难医疗演练区域布置                                演练现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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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宝鸡曙光应急救援中心项目进展 

5月 12日，宝鸡曙光应急救援中心协助宝鸡市金台区陵辉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结合之前的

知识点，进行了一次搜救演练，着重针对灾害隐患排查、灾难救援进行训练。今年陵辉村油菜花

开的时候，一些城市居民来村里观赏，社区志愿者在疏导交通、维护秩序、定点执勤等方面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5月 13日，宝鸡曙光应急救援中心又对该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组织了一次消防培

训活动。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陵辉村 

5月 10日、14日，宝鸡曙光应急救援中心组织宝鸡市金台区胜利村社区志愿者开展了灾难医

疗和简单搜救的培训，疫情期间为了保证队员的健康执行小组成员为队员测量体温并配发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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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胜利村 

5 月 11日，宝鸡曙光应急救援中心协助宝鸡市金台区金台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简单搜

索与营救的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15日，中心教官又为该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消防培训活动。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台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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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榆林市榆阳区双福社工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月 12日，榆阳区双福社工服务中心联合榆阳区应急管理局，在鼓楼街道二里半社区开展了

5·12项目活动，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刚等领导出席活动。活动当天，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与社区

医疗站、当地消防官兵等联合举办了应急演练活动。红山路消防救援战斗班班长向社区志愿者救

援队队员讲解和演示了消防要点，并现场对队员们的失误以及错误操作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和点评。 

二里半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向队员们详细讲解了心肺复苏的各个步骤和环节，如何开放气

道，怎样包扎伤口，以及在模拟灾害的情况下进行检伤分类。榆阳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刚同志

对综合演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这就需

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的参与，依靠全社会的支持，才能使得防灾减灾更长久的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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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项目进度 

5月 11日，西安市未央去环保志愿者协会组织城固县沙河营镇刘叶村的志愿者救援队举办了

主题培训活动。 

设备使用操作演示                                简单搜救-伤员转运 

5月 12日，西安市未央去环保志愿者协会协同城固县沙河营镇应急办共同举办的“512全国

防灾减灾日”综合演练活动在城固县沙河营镇建安村举办。沙河营镇余桥东书记、陈小龙主任等

出席活动并致辞，建安村等 5个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其它 4个村领导班子成员及村民代表

100 余人参加活动。  

简单搜索营救                                           医疗包扎 

  社区救援队成员向居民发放“5.12 全国减灾防灾”海报、家庭减灾计划手册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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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西安市未央去环保志愿者协会组织城固县沙河营镇沙井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举办

了主题培训活动，主要通过队员复训、应急设备使用培训等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

灾的人民防线。 

 消防知识培训                                       灾难医疗培训 

     简单搜索与营救-单人转运伤员教学             宣传防灾减灾知识，指导居民完成家庭减灾计划 

开展社区安全隐患排查 

5月 13日，西安市未央去环保志愿者协会组织城固县沙河营镇梁家庵村的志愿者救援队举

办了主题培训活动，队员培训后分几路在村中开展风险排查活动，深入村民家长中宣传防灾减灾

知识，指导村民完成家庭减灾计划。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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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发现村上有废弃的公共厕所施工留有深坑做好记录   进入村民家中开展宣讲活动并指导完成家庭减灾计划 

     项目组向社区救援队发放 5·12 宣传海报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向学生宣讲 5·12 背后的故事 

5月 13日，西安市未央去环保志愿者协会组织城固县沙河营镇司家铺村的志愿者救援队举

办了主题培训活动，通过队员复训、应急设备使用培训等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

的人民防线。 

     探讨完成社区逃生路线图绘制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村道路上张贴宣传海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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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松原市蓝天志愿者协会项目进展 

松原市蓝天志愿者协会组织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永清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一次综合应

急演练活动。 

 警报声响起之后，村民从屋里跑出，并呼喊：地震了 地震了。 

     搜救组率先进入演练现场，进行搜救              医疗组根据“伤员”的伤情，进行处置和心理疏导 

13.集安市爱心志愿者联合会项目进展 

集安市爱心志愿者联合会组织通化市集安市通胜街道都城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灾难医

疗和消防培训。集安市消防大队队员来给队员们讲解了消防水泵、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并培训了当发生火灾第一时间的应急措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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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长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月 12日，长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助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全安街道长大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开展了社区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主要开展辖区商户、居民家、楼道内水电煤气的安全隐患排查和

宣传活动。 

15.英德市亮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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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泉花园风险

资源图的绘制以及社区应急预案的完善，为社区安全保驾护航。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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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仙泉花园不同灾害类型及风险排查 

5月 16日，该队伍开展了应急医疗培训，主要课程检伤分类、卫生防护、从头到脚的评

估、伤情处置以及医疗演练，共 27名志愿者参加培训。 

5 月 23日，该队伍又开展了针对火灾事故的综合演练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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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项目进展 

5月 12日，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联合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应急救援队带领遂溪县遂

城镇府前社区、南门圩社区 2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积极配合遂溪县应急管理局开展 5·12全国

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内容包括遂溪县法制文化主题公园拉电缆、搭建消防逃生体验帐篷。遂溪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吕汉武，遂溪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符仲谋，遂溪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李国

萍，遂溪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林云冲和共青团湛江市遂溪县委员会书记陈春燕等

领导到现场参观指导，并亲自走进帐篷，体验消防逃生。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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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过后，项目执行人员为 2支队伍开展了应急预案编制培训。 

队员们认真制作社区风险资源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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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遂溪县的 5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还联合举行了第十二个全国防灾减灾纪念日活动，在

县体育馆开展了技能演练“大比武”活动。 

                演练前集合汇报                            考核项目 1：安全员就位 

考核项目 1：合理布置临时医疗区                       考核项目 1：防灾帐篷搭建 

考核项目 2：搜索队形出发对灾害现场搜救          考核项目 2：小腿骨折伤员现场简单处置与担架搬运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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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3：头部损伤包扎                          考核项目 4：双人椅子搬运 

考核项目 4：自制担架搬运                       考核项目 5：个人装备检查 

5月 23日，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联合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应急救援队在湛江市遂溪

县黄略镇许屋村会议室，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应急预案编制培训，并现场完成家庭应急预案

制订 50份。 

队员们共同制作许屋村风险资源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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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事务所项目进展 

5 月 7 日，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协助聊城市荏平区韩屯镇后店东村社区

志愿者救援队组织了团队建设和制度建设活动。教官为社区队伍提供了专业指导。队员们通过举

手表决，一致通过了修订后的救援队规则章程。8日至 10 日，项目执行人员分别为该社区志愿者

救援队组织举办了灾难医疗和灾难心理、简单搜索与营救及应急物资的使用等培训。 

   举手表决救援队章程                            队员们进行医疗救援实践操作 

队员们了解学习消防车内部结构                  队员们学习和练习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5月 11日，该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教官的指导下开展了应急指挥与应急预案制订培训

会。完成室内培训后，教官带领大家走访村民，根据村民的实际家庭情况，为其制订应急预案。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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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队为社区居民制订应急预案 

5月 12日，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协助韩屯镇后店东村社区救援队开展了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应急演练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区应急局、人防办的现场指导。 

救援队在演练前进行集结                           救援队进行伤员运送演练 

18.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月 13日，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协助淹子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安

全农家项目综合应急演练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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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在转运伤员                          队员们为伤员简单处理伤口 

5月 12日，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协助凌河镇后松园村社区志愿者援救援队村开展了

减灾主题活动，走访社区村民，帮助排查隐患点，讨论家庭应急预案编制。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走访村民家中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走访村民摸排社区隐患点 

19.漳平市曙光救援协会项目进展 

5月 24日下午，福建省漳平市芦芝镇东坑口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漳平市红十字会驿站举行

了主题为“自救互救壹起学”的应急演练。此次演练内容主要包括：现场救护、心肺复苏、包扎

等预定科目，通过此次演练，巩固、提高了救援队的应对灾害的技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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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湖南省人人公益发展中心项目进展 

5月 11日，湖南省人人公益发展中心在巷子口镇组织开展了一次社区消防演练，10名巷子口

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及 10名民兵共同参与其中。演练结束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入户拜访社

区留守老人，为其普及安全用电、安全用火、防疫知识等。 

21.淮北市蒲公英公益协会项目进展 

5月 12日，在淮北市杜集区梧桐村项目点以桌面推演、实兵演练等方式，演习了疏散、转移、

安置、搜救、救援等多个内容，20名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全程参与。队员们还通过防灾减灾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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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彩页讲解，向居民宣传防灾减灾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学会自救互救的重要性。 

22.安徽省广善公益助困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月 9日，合肥市蜀山区新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主题为“家庭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

应急知识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标语、讲解救援知识等多种形式，

向辖区居民广泛宣传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各类自然灾害知识

和防范应对措施，进一步唤起社区防灾减灾意识，提升群众防灾减灾知识水平。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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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社区安全隐患排查 

5月 11号，项目执行人员协助新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组织了应急预案编制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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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活动期间，合肥市瑶海区荻港路社区、庐阳区三十岗乡三十岗村、庐阳区亳州街道畅

园社区、庐阳区源泉环教社区服务中心 4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分别在自己所属项目社区开展了综

合应急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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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宁国市义工联合会项目进展 

5 月，宁国市义工联合会在宁国市西郊凤形山村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开展了主题培训

活动。  

应急医疗培训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行动演练 

24.合肥市庐阳区善拍公益传媒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合肥市庐阳区善拍公益传媒服务中心邀请刘军教官为下塘镇西葛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展开灾难

医疗知识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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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庆市和庆社会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12 活动期间，大庆市和庆社会服务中心通过线上培训方式为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河南

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多场应急救援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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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猫奢品助力社区防疫行动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度总述 

2020年 4月底，天猫奢品助力社区防疫行动正式启动，面向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在全国【259】

个项目点发布“自救互救壹起学”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社区防疫活动指引。最终有【14】家社会

组织携手【70】个社区申报参与。项目组为【70】个项目社区配送了首批防疫物资，包含【70】

只额温枪，【7000】只一次性手套，【14000】只医用一次性口罩，【1400】瓶免洗消毒洗手液，【1400】

份个人防疫物品收纳包等。 

（二）主要项目伙伴的活动进展 

1.宝鸡市金台区社区志愿服务联合会项目进展 

5月 12日，新福路东社区在辖区百翠园小区南门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社区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通过设立宣传点，摆放宣传展板，积极向广大居民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彩页、环保购物袋

等，普及各种避险知识及安全小常识等，增强全民防疫减灾意识。 

2.富县鄜州雨露志愿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月 10日至 15日，陕西省富县鄜州雨露志愿服务中心组织太平村志愿者救援队共同学习#

自救互救壹起学#直播课程。同时在富县雷挺救援队教官郝延昌辅导下，队员到田间地头、挨家

挨户发放应急手册、宣传画，并组织开展了一次培训和“夜间搜寻”实战演练。县、村领导给予

本次活动高度评价，一致认为非常实用、及时，为社区安全和平安社区建设做出了贡献。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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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晚九点，教官为队员讲授应急知识           队员们在队长的带领下观察好地形后分组进行演练 

3.合阳县爱心飞扬公益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 月 11日至 12日，合阳县爱心飞扬公益服务中心协助徐水河社区、北庄村社区志愿者救

援队开展了社区防疫等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单页、悬挂主题横幅、展

出主题展板、讲解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宣传普及公共卫生防疫、洪涝、地震、风雹、地

质、森林防火等各类自然灾害以及火灾、用电、燃气泄漏等事故的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 

张贴横幅，悬挂主题展板                      工作人员为村民讲解主题内容 

4.芦山县爱之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进展 

5 月 13日，城东社区、城北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及社区居民共计 93人参与了社区减灾主题

活动。活动中除了技能学习外，队员还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了应急演练活动。本次演练主题为

突发地质灾害，指挥部接到报警发生地质灾害，得知有居民被困，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迅速集

结，分组行动。所有人员行动及时、迅速、准确、规范，快速有序组织社区居撤离，最终顺

利完成演练活动。活动结束后，城北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王大姐激动地说：她第一次体验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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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演练相结合的活动，她感受到了减灾防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也容易掌握了自救

互救的技能。 

为城北社区、城东社区志愿者捐赠物资                             七步洗手法 

治疗伤员                                       布置警戒线 

5月 15日，芦山县先锋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及社区居民共计 112人参与了减灾主题活动。大

家一起练习七步洗手法时，陈大姐正在用她所学到的知识去帮助他人。自从参加活动以来，陈大

姐一直在改变，现在已经是救援队的核心医护队员。她对自己很严格，常常以身作则，用她的话

说：“救援不是儿戏，是战场，我们可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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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项目执行人员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发放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现场操作指南》

以及天猫奢侈品公益赞助的社区防疫物资。队员们认真的翻阅手册，一起去探索，相信在他们的

努力下，一定会将所学运用到社区救援中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5 月 14 日，城南社区、城西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及社区居民共计 112 人参与了社区防灾减灾

主题活动。城南社区救援队赵队长在消防演练中激动的说：“做好自我防护，确保自身的安全才

能去救援，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帮助到更多的人。”城西的李大哥从成立志愿者救援队以来，一直

保持着好学的态度，每一次都将所学用到实处，这一次担任预案的救援队对长，他用他的行动去

诠释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的职能。 

5.芦山县友好家园项目进展 

5 月 14 日上午，芦阳街道横溪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防疫自护培训和入户风险排查社区

减灾主题活动。队员们来到社区减灾中心（村委会）后，有序排队且保持一定的距离，由其中一

名队员为大家分发口罩、测量体温。培训开始，机构项目人员高建与张队长一起组织大家回顾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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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的佩戴与摘除手套、口罩及学习七步洗手法。最后，救援队队员深入村组农户家中进行

风险排查，并针对具有火灾隐患的脆弱家庭，教会其家庭成员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 

 

三.深圳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度总述 

2020 年 5 月，深圳罗湖区笋西社区项目点在 5·12 活动期间开展了一次综合应急演练活动。

同时，新华社区、新南社区新增项目点开始启动筹备工作，已完成第一轮基础调研工作。 

（二）主要项目伙伴的活动进展 

1.笋西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防灾减灾应急演练及宣传活动 

5月 11日下午，笋西社区应急志愿救援队协同笋西社区在嘉宝田花园，展了一场由社区物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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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保、社区工作者、社工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应急演练及宣传活动，旨在提升社区应急处理

能力及自救互救能力。罗湖区政协副主席高金德一行、深圳壹基金副秘书长罗海岳一行以及街道

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 35 名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参加，主要进行了防汛沙包填装、消防应急处置、

应急指挥、搜救与营救、检查伤分类等科目的演练。演练结束后，队员们向社区居民发放防灾减

灾知识宣传册，并邀请居民参与了检伤分类、沙包调整、基础包扎、消防灭火等体验活动。 

何书记与高主席及政协委员合影                           救援队员进行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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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队员进行检伤分类                       高主席与社区居民救援队员亲切交谈 

社区居民参与防汛沙袋体验                                      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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