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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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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月，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第一批 46家伙伴机构的 101名一线工作人

员分两批，分别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和山东省潍坊市参加了为期 4 天的项目管理培训。同时，

本批 96个项目点的物资采购已经确定供应商，正在积极备货中。 

95 公益周期间，安全农家项目组组织了 3场培训直播活动。在传播自救互救技能的同时，通

过社群动员带动公众参与 95 公益周活动，“安全农家 社区备灾”项目在分类热度排名中始终靠

前，并多次跻身热度日排名前十。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95公益周活动 

95 公益周期间，安全家园项目组于 9月 1-3日每晚 19:30-21:00期间组织了 3场次培训直播

活动，分别以家庭安全计划、应急演练中如何画伤口妆并采取院前医疗处置措施、“葫芦娃勇救老

爷爷”（洪灾应对与坍塌营救技能桌面演示）等为主题，累计 386人在线观看直播，收到点赞过万。

项目组还积极动员全国各地的项目志愿者带动公众参与 95公益周活动，“安全农家 社区备灾”项

目在分类热度排名中始终靠前，并多次跻身热度日排名前十。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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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部片区伙伴培训在四川芦山举办 

9月 16日至 19日，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第一批伙伴中来自新疆、甘肃、陕西、

四川、云南等地的十多家伙伴机构的 36名一线执行人员齐聚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参与了项目前

期管理者培训活动。作为项目管理者培训，本次培训聚焦项目实施的策略与方法，通过头脑风暴、

小组研讨、角色扮演等方式开展参与式培训，也重点组织了项目技能演习、项目活动实施体验等

内容，让有经验的伙伴给没有经验的伙伴分享，强调项目实施中的规范性与策略性。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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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仪式                                     夜间演习 

 

分组研讨                                     夜间演习 

不管是新伙伴还是老伙伴，对本次培训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未来项目的实施坚定了信心。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的伙伴在参加完培训回到项目点后，很快就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社区

风险排查与风险图绘制的工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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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部片区伙伴培训在山东潍坊举办 

9月 23日至 26日，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第一批伙伴中来自东北、山东、安徽、

广东等地的三十多家伙伴机构的 65名一线执行人员齐聚山东省潍坊市，参与了项目前期管理者培

训活动。本次培训活动与西部片区的培训相似，在 25日傍晚举办“减灾游园会”活动中，所有伙

伴分为 8 个小组，在培训场地周边公园摆摊，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减灾体验活动，收到

了很多好评。 

 

 

分组分享                                    小组风险图展示 

 

分组练习                                    减灾游园会服务周边居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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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省潍坊市沙埠沟村项目点访点 

9月 26日，结束伙伴培训的项目组人员与本地项目伙伴一起探访了潍坊市昌乐县沙埠沟村项

目点。该项目点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以来，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疫工作及夏季洪灾

的社区预警响应工作，虽然队员们整体年龄偏大，但非常的踊跃并团结，在守护家园的过程中收

获了信任与认同。 

物资装备                                座谈会 

 

    

二.深圳项目进展 

项目进度总述 

9 月 10 日、11 日和 17 日三天，深圳罗湖区文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参加了搜索与营救培及应

急指挥培训。本次培训继续邀请了深圳公益救援队的彭新远进行了分享，82名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队员参与了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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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木支撑实操                                简易担架制 

 

 

 

 

 

 

 

 

 

 

 

 

担架转运                                  双人转运姿势讲解 

 双人徒手搬运                          椅子搬运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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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北和凉山灾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度总述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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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完成了各项目点的社区志愿者救援成立大会暨项目启动仪式，部分项目点还组

织了简单培训活动，这批项目点的工作正式在社区全面开启。 

由支付宝公益爱心网友支持的凉山森林火灾后 8个项目点的 7名伙伴机构工作人员于 9月 16

日至 19 日，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跟 2020 公益宝贝安全农家项目的伙伴一起参加了项目管理者

培训活动。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月 13日，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桂桥社区四楼会议室召集全体志愿者救援队成员

开展团队会议，重点讨论了救援队章程和组织框架，对各小组成员进行了分工。9月 14 日，桂桥

社区安全家园项目启动仪式正式举行，邀请了市应急局领导、高新区丹阳办事处领导及社区领导

参加。丹阳办事处领导为队员授旗并发表讲话，队员王厚胜带领全体队员宣誓。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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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鄂州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9 月 18 日，考棚社区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启动仪式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市民政

局、区民政局、古楼街道办事处相关领导及 20 名社区志愿救援人员参加了启动仪式。启动

仪式上，古楼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丽为考棚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授旗，近 20 名社区志愿

者救援队员宣誓，积极参与应急救援公益事业。启动仪式结束后，志愿者在社区二楼开展

了志愿者救援队现场防火救援培训。 

 

 

3.广水市广善义工联合会 

9 月 25 日，双桥社区安全家园项目召开启动大会。在会上进行了项目介绍、授旗仪式，

同时进行了制度建设，讨论通过章程和物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参与人员为社区志愿

者救援队员 20 名、广善义工联志愿者 15 名、红十字会救护师 2 名。 

 

在会上由红十字会救护师为入会人员进行简单的心肺复苏和包扎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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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孝感市巾帼志愿协会 

9 月 6 日，西杨社区壹基金安全家园启动仪式在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孝

感市应急管理局、孝感市妇联、孝感市消防救援支队、孝感市义工联合会、孝感广播电视台、孝

感市巾帼志愿者协会、高新区槐荫办事处领导、西杨社区领导、西杨社区居民代表及全体社区志

愿者救援队队员共同出席了启动仪式。槐荫办事处熊德龙书记正式向志愿者救援队授旗，宣布了

西杨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正式成立，以及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在西杨社区的正式启动。 

  

9 月 13 日，西杨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春尚小区 2 组 23 栋的居民楼里开展了第一次线下培

训，孝感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防火指导科长为队员们带来了精彩的讲课。按照壹基金提供的标准课

件，西杨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员了解了洪灾、地质、地震、风灾等灾害应对方法。志愿者救援队

成员通过评估社区基本情况，最终确定火灾为西杨社区最容易引发的灾害，队员们将在张科长的

补充指导下，对消防安全的应对方式及设备使用进行深入的了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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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培训中，根据队员们的表现以及各自擅长的领域，我们将志愿者救援队的队员们分

成了五个小组，分别是医疗组——信息组——搜救组——安置组——后勤组。以便在未来的紧急

救援中可以分工明确、迅速救援。西杨社区作为一个面积较大、人员众多的社区，因为疫情的影

响，社区领导十分的关注社区公共服务，目前也成立了一支七十多人的社区志愿者团队。因此社

区自建的服务队可以很好的和“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结合，发挥社会组织特

长，推动社区综合减灾工作开展。 

5.宜昌市关爱单亲家庭协会 

9月，宜昌市关爱单亲家庭协会江山社区安全家园的工作人员张巧玲、宋彩虹、李松和志愿者

救援队队张俊一起组织了 3 场活动。其中 9 月 18 日协会请来伍家岗区消防支队的两位教官来给

我们的志愿者救援队队员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9 月 25日，壹基金江山社区安全家园项目启动仪式冒雨进行。市妇联、市应急管理局、区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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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区应急管理局、江山社区所在的街道办、协会会长等领导都出席了启动仪式，并作了重要讲

话。 

  

 

6.云梦县义工联 

9月 11日，云梦县义工联在义堂镇黄土坡村举办了项目启动会暨第一次培训会。县应急管

理局、新文明实践中心、团县委、义堂镇政府、县民政局、县消防大队、县志愿消防服务队、黄

土坡村委会及部分村民出席了此次会议。参会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20人、消防志愿服务队 28人，

义工志愿者 16人，村居民 10多人。 

 

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 

村书记高享柏在会上讲到，此项目能进村开展，他深感不易，谈到村之前面临的洪涝灾害心

有余悸，这个项目的实施模式在人力，物力、技术上给黄土坡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他深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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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意。感谢为此项目提供捐赠的公益组织和陶氏集团公司以及前来支持的各位领导。今后他将带

领村民积极参与到项目的各项培训学习中，确保每一份馈赠都不被辜负。 

  

应急管理局李局长讲话并对黄土坡救援队授旗 

应急管理局李局长对村志愿者救援队的公益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并指出在两个一百年到来

之前要全面加强减灾防灾意识，云梦义工联率先在村实施该项目，响应了国家防灾减灾工作体制，

今后将大力支持更多的公益力量参与其中。队员余海山接旗之后表示，做为一名应急救援

队员一定积极参与到村社区组织的培训活动，努力学好安全防护知识，在危险来临时

志愿为村邻里提供救援服务。 

  

物资介绍                      消防练习 

会议结束后，县消防大队景主任紧锣密鼓地为村救援队上了第一节消防知识安全

课。课程以 8 月 10 日云梦下辛店镇一起致 4 人死亡的火灾案列为引言，对火灾常识、

火灾隐患排查、救援队如何响应，双人灭火等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讲解。对灭火器材的

质地及使用方法；家庭预警装置种类及性能逐一进行示范性演说，课堂术语浅显易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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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听课精力高度集中。课后还进行灭火练习，又带领队员进村做消防风险排查，人

群聚集地张贴海报宣传防火安全知识。 

 

张贴消防宣传海报 

 

7.荆州市沙市区党员志愿者协会 

9月 24日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启动大会召开，40位志愿者参与。现场邀请红十字会老师为队

员们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训，本次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救护概论、心肺复苏理论及实操与考核、

创伤救护理论及实操与考核。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