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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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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中旬，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的 8 位伙伴参与了在四川雅安举办的项目

研发实践营地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深圳公益救援队专家指导下，与雅

安本地伙伴及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共同探讨并实践社区应急预案编制办法、应急演练组织实施

策略。学员们不仅在参与中学习具体项目实施的办法，也为项目标准手册的编写献计献策。 

10 月中下旬，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的部分项目点陆续收到项目物资，已有近 30

个项目点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参与了物资接受、清点并试用的活动。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安徽宁国市义工联合会 

宁国市义工联合会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对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霞西镇上门村收到的项

目物资进行了测试，对项目物资非常满意。 

  

2.安徽芜湖市青禾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芜湖市青禾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的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市蜀山乡白湖村是最先接收到物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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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点之一，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与执行组织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按要求对物资进行了清点和签收。 

  

3.四川苍溪县爱心同盟青年志愿者协会 

苍溪县爱心同盟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的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龙山镇迎宾路社区收到项目物资，

并已及时签收整理。 

  

4.黑龙江鸡西市会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 月 30 日，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永丰乡城子河村项目物资抵达村委办公室，鸡西市会

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一起对物资进行了清点签收。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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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喀左县利州扶贫发展服务中心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六官营子镇东沟村项目物资于 10月底到达项目点，喀左县利州扶贫发展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于 10 月 30 日对发电机，消防水泵等物资进行测试，效

果良好。 

   

6.辽宁阜蒙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 月 30 日，阜蒙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与项目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一起

完成了对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富荣镇黑地庙村项目物资的清点签收。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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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青岛市黄岛区小雨点公益服务中心 

10 月 31 日，青岛市黄岛区小雨点公益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前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王台镇

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一起完成了项目物资的清点和签收。 

  

8.项目研发实践营地活动 

10 月中旬，8 位全国伙伴参与了在四川雅安举办的项目研发实践营地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

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深圳公益救援队专家指导下，与雅安本地伙伴及芦山县飞仙关镇三友村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共同开展了社区风险排查、风险图绘制、应急预案流程研讨及应急演练实

践活动。本次活动为《社区风险图绘制及应急预案编制手册》《社区应急演练手册》等项目标准化

推广工具的研发进行实践研讨，也为项目伙伴提供了最好的参与式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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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图绘制研讨                                     实地风险排查 

风险图绘制成品之一                           参与分享 

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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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项目进展 

项目进度总述 

10 月 16日，罗湖区 2020年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启动仪式在笋西社区嘉宝田花园广场举

行。深圳市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张少标和罗湖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跃共同为笋西社区工作站党书

记、社区应急志愿者救援队队长何康熙授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牌匾。 

授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牌匾 

活动现场笋西社区设置了空中救援、应急救护、家庭用电安全、安全屋、“强安杯”等多个项

目展示，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体验。笋西社区应急志愿者救援队为社区居民展示了双人灭火等应急

项目。 

社区救援队参与活动                          队员现场展示双人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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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北灾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度总述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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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组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开展消防、灾难医疗等应急培训活动，累计开展活

动 15场次，参与队员近 340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 月 17 日，桂桥社区壹基金安全家园志愿者救援队第一场火灾应急知识培训在市民政局二

楼会议室举行，此次培训邀请高新区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登登担任讲师，付站长通过他丰富的救

援经验，全面细致的讲解了日常生活中易发火灾的隐患点及处置应对方式，还带领队员检查楼道

消防设施，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消防栓、消防水带、防火卷帘等消防设备的使用方式技巧，

志愿者救援队队员纷纷上前体验学习。消防队员讲解消防栓及水枪水带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消防队员讲解火灾警铃和消防栓的使用 

2.云梦县社会工作者协会 

10 月 20 日，云台社区安全家园志愿者救援队团队培训会在云梦社工协会培训室举行。本次

培训会的主要内容是增强社区应急救援服务队的团队意识和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相互协作精神，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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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的应对未来潜在的突发灾害，减少灾害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通过对社区灾害的分析、研

讨，大家都希望自己在社区应急救援中能出一份力。特别是两位来自社区物业的志愿者希望能够

将应急救援知识学得更扎实，不仅在出现“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大事件时能出一份力，在平时

日常生活中，居民出现一些紧急状况时，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帮到居民朋友们，能更好的为业主提

供更专业的服务。 

3. 鄂州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10 月 20 日，鄂州考棚社区安全家园项目开展第二次培训会议，20 名志愿者队伍接受了医疗

知识培训，很多队员认真的听课并记笔记，对检伤分类、三大杀手应对等知识更是感兴趣。 

                    

4.孝感市巾帼志愿者协会 

10 月 24 日，在西杨社区原村委会开展了西杨社区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的第二次线下培训。

此次学习内容主要是灾难医疗方面，其中检伤分类与从头到脚评估尤为重要。胡丽萍老师担任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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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教官，项目负责人胡杰为演练助手。 

5.云梦县义工联合会 

10 月，云梦县义工联合会协助义堂镇黄土坡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社区风险排查与消防

宣传活动。队员龙春莲本来在镇里务工，自从加入救援队，她回村的次数多了起来，她说：慢慢

陌生的邻里又熟络起来了。 

 

6.宜昌市关爱单亲家庭协会 

10 月 28 日，宜昌市关爱单亲家庭协会工作人员张巧玲、宋彩虹、李松和志愿者救援队队张

俊一起在 2020 年 10 月为江山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组织了第二场培训活动，邀请宜昌市三峡大学仁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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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院医护人员付晓敏教官来给队员进行急救医疗培训。队员都说回家后也要教会身边的人，保

护自身安全，避免二次伤害。 

7. 荆州市沙市区党员志愿者协会 

10 月 18日、10月 28日，白云桥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参加了社区常见灾害应对与应急预案制定

培训，40位志愿者参与了此次培训。除了理论学习，队员重点在消防培训中进行了实操练习。 

四.凉山灾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度总述 

10 月，2020年凉山森林火灾后由支付宝公益爱心用户支持的凉山州 8个安全家园项目点陆续

启动实施，部分项目点开展了队伍训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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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凉山州生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 月 21 日，凉山州生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的西昌市海河社区项目启动暨志愿者救援队

成立大会在凉山州农业学校会议室隆重召开。今年“3·30”西昌森林火灾导致泸山森林大面积受

损，也严重影响到海河社区居民财产生命安全，所以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成立受到了社区的热烈

欢迎。海河社区党委书记郑晓红、社区主任吕世红为队伍进行了授旗。 

海河社区领导及执行机构负责人为海河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授牌和授旗 

全体队员庄重宣誓志愿加入队伍             凉山州蓝豹救援队张林教官为队员进行整队 

2.西昌市健康艺术团 

10 月 21 日，西昌市健康艺术团负责的西昌市安宁镇和平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启动大会在西

昌市安宁镇和平村村民居民委员会隆重召开。该村同样受到“3·30”西昌森林火灾影响，同时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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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还存在洪灾、地质灾害、地震等灾害风险，队员参与非常踊跃。 

3.凉山州关爱残疾人救助会 

9月 31日，凉山州关爱残疾人救助会负责的西昌市安宁镇民运村和马道家园 2个社区志愿者

救援队的启动大会分别在各自社区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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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蓝豹救援队王立波老师详细的讲接了社区备灾物资和及社区个人物资使用教学，并为

所有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进行了整队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