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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安全家园计划月报 
11 月，2020 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新增 96 个项目点主要开展了统一配置物资的接收

清点、队伍成立大会及部分应急技能培训活动。深圳罗湖区文华社区的队伍参加了救护员考核培

训，笋西队伍周年总结暨文华队伍成立大会于 11月 26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正式举行。湖北省 11个

项目点和凉山州 8 个项目点继续开展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应急技能培训、应急预案制订及应急演

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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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020公益宝贝壹基金安全农家项目 90%以上统一配置物资已经完成接收清点，

包含发电机、高压水泵或冲锋舟、对讲机等 67 种应急装备和物资。除天津与新疆喀什地区受疫情

影响外，全国有 50 个项目点已开展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会，通过政社协同的方式和具有仪式

感的活动宣布队伍的正式建立，通过制度建设、集体培训等活动进一步增强队伍团队建设和凝聚

力；完成了灾难医疗、消防及应急预案制订培训等 13 场，部分项目点已经开始社区风险排查及应

急预案编制工作。 

（二）主要项目活动开展 

1.安徽宁国市义工联合会 

11 月 9 日，安徽宁国市义工联合会协助霞西镇上门村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暨安全农家项目物

资捐赠仪式。出席启动大会的有市应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徐凤宏，霞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

金润及镇领导班子部分成员等当地领导干部。在去年的“810”利奇马台风灾害与今年的洪灾中，

霞西镇遭受了巨大损失，经历了灾难的洗礼，镇长李金润希望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增强防灾意识，

科学修订预案；重视日常演练，提升队伍素质；加强日常监管，做好物资储备，严守保卫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底线，确保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取得成效。项目启动中举行了对社区队伍的授

旗仪式，会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组织了队伍制度的研讨会，并接受了第一次消防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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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仪式                                       灭火器使用前的检查 

2. 四川苍溪县爱心同盟青年志愿者协会 

11 月 21 日，苍溪爱心同盟龙山分会在龙山镇政府会议室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暨社区志愿者

救援队成立大会。龙山镇党委副书记杜波、苍溪爱心同盟总会会长杜正敏、迎宾路社区两委及龙

山社区救援队全体成员出席启动大会。会上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进行了入队宣誓，会后队伍组织了

对应急物资的清点和使用学习，并对队伍制度建设进行了讨论。 

  

             物资装备规整                                  队员宣誓加入志愿者救援队 

3. 凉山州关爱残疾人救助会 

11 月 7日，四川省西昌市经久乡、安哈镇牛郎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启动大会共同在西昌市经

久乡合营村经久中学隆重召开。凉山州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支队长唐毅、预案管理和救

援协调科科长罗平、西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凉山残联副会长、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等领导出席

了本次大会。这两个项目点都是今年 3·30 西昌森林火灾的周边村庄，队伍的建立受到了当地政

府的热烈欢迎与积极支持，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队员在前期踊跃报名，大多数都经历过多次森林

火灾等社区灾害的应对事件，对增强自身及社区灾害应对能力有强烈的热情。启动会议上队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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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宣誓和授旗仪式。 

 

列队训练 

  

队员宣誓加入队伍                             授旗仪式 

4. 平凉市众益公益协会 

11 月 29 日，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景海丽都广场举行项目启动仪式，平凉市委统战部、平

凉市民政局、平凉市文明办、平凉市应急管理局、共青团平凉市委、 平凉市妇联以及崆峒区民政

局、崆峒区应急管理局、崆峒区委统战部、柳湖镇政府、上杨乡政府、白庙乡政府、崆峒区红十

字会、崆峒区残疾人联合会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了仪式。平凉蓝天救援队、柴寺村全体应急志愿

者、泾滩村全体应急志愿者、部分村民、平凉众益志愿者等 100 多人参加了本次启动仪式。社区

志愿者救援队现场进行了授牌仪式，并开展了消防应急训练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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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灭火训练                            项目授牌仪式 

5.哈尔滨市松北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1 月 27 日，哈尔滨市松北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通河县应急管理局在通河县新丰村举

办项目物资捐赠仪式，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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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等领导参加。汪处长表示在这个项

目里政府和社区进行双向联动，能有效促进和提高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能力水平，全面提升社区减

灾防灾能力。 

  

          活动现场                               项目授牌 

6. 辽宁省大连庄河市大树互助志愿服务中心 

11 月 13 日，辽宁省庄河市仙人洞镇仙人洞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会在村委会举办，仙

人洞镇党委书记冷春波，镇副书记徐才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冷书记对安全农家项目高度认可，对

村救援队信心十足，表示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定可以将仙人洞村打造成庄河市防灾、减灾第一示

范村，对庄河各乡镇的防灾、减灾工作起到引领作用。会后队员们组织了对队伍制度的研讨和第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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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队伍团队建设活动。 

  

         项目介绍视频                          启动仪式现场 

7. 喀左县利州扶贫发展服务中心 

11 月 27 日至 28 日，辽宁省喀左县六官镇东沟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应急能力培训会，

20 余名志愿者救援队员在 27 日主要学习常见灾害应对、应急预案制订，并模拟火灾进行消防演

习；28 日主要学习了灾难医疗的内容。 

 

双人灭火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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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风险图                          灾难医疗-打开气道训练 

 

医疗包扎训练 

8. 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 

11 月 25 日，山东省日照市大石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会在西湖镇大石社区举行。市应急

管理局副局长李志民，团市委副书记、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辛伟，东港区委常委、区

人武部部长黄忠怀，西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晓，团区委书记李珊珊，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丁

召利，西湖镇党委副书记贺照国等出席启动仪式。来自日照蓝天救援队、日照方舟救援队、日照

市“亮剑”突击队、大石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等 60余人

参与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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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仪式                             队伍宣誓 

 

心肺复苏训练 

 

双人灭火训练                         医疗包扎训练 

9. 诸城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中心 

11 月 23 日，山东诸城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中心为尚庄社区救援队志愿者救援队提供了

自然灾害与应急预案制定及消防安全和设施控制的培训。在学习完火灾、洪涝灾害、地震等灾害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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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方法后，在教官的指导下，队员们分成三个小组，进行水灾、火灾以及地震的应急预案制订。

经过通力配合，每个队伍均完成初步方案制订。 

  

室内培训                             双人灭火训练 

 

绘制社区风险图，讨论应急预案流程         沙袋堆砌防洪堤的桌面演示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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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项目进展 

项目进度总述 

11 月 17日至 18日，罗湖区文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参加了初级救护员认证培训及考核，深圳

市 120 急救中心的老师详细讲解了包括心肺复苏、自动体外心脏除颤仪、创伤急救技术以及意外

伤害急救技术等内容，两天参与培训的队员合计 41人，通过考核的队员 40名。 

心肺复苏训练                        儿童海姆立克法训练 

11 月 26 日，深圳市罗湖区笋西社区项目总结暨文华社区项目启动仪式在罗湖体育馆举办。

罗湖区政协副主席高金德、罗湖区政协副主席罗安娜、罗湖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跃、罗湖区政

协秘书长徐安庆、罗湖区黄贝街道党工委书记丘志、罗湖区笋岗街道副调研员陈敏革、深圳壹基

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弘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共同参与了活动。笋西社区队长就笋西项目实施的

成效进行了报告，特别是笋西社区应急志愿者救援队在疫情期间的响应以及有效预防的两次灾害

事故实例，队员代表在舞台展示了队伍良好的精神面貌，演示了在灾难现场第一时间开展搜救、

检伤分类以及伤员处置等内容，得到了观众热烈的掌声。活动最后，笋西社区应急志愿者救援队

和文华社区应急志愿者救援队分别派出代表开展了一场应急技能比武展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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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笋西队伍授旗                              给笋西队员颁发志愿者证书 

文华社区项目启动                            文华社区队员宣誓加入志愿者救援队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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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西队伍展示第一时间应急响应流程            文华队伍展示心肺复苏术 

大比武-双人灭火                              大比武-桌面医疗区搭建演示与检伤分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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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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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灾难医疗、简单搜索与营救等应急培训

活动，累计开展活动 11场次，参与队员超过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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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日，孝感市桂桥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参与了灾难医疗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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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术训练                         医疗包扎训练 

2. 云梦县社会工作者协会 

11 月 5 日，云梦社工协会在云台社区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灾难医疗培训。11月 9 日第 29 个

全国消防宣传日，协会与城关镇云台社区及社区辖区内的城关二小携手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消防、

急救知识培训，及消防疏散演练活动，此次活动也是安全家园项目社区与儿童平安计划受益学校

的联合演练。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协助学生疏散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展示心肺复苏术 

3. 云梦县义工联合会 

云梦义工联于 11 月 15 日组织黄土坡村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一次户外拓展培训，在增强队伍

技能训练的同时，增加队伍凝聚力建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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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课堂中的理论学习                       草坪上训练从头到脚评估 

 

心肺复苏术训练                            正确摘除医疗手套训练 

4.荆州市沙市区党员志愿者协会 

11 月 21日和 22日，协会邀请长江救援队讲师郝振海来到沙市白云桥社区，为社区志愿者救

援队和居民们开展灾难医疗、心理疏导等安全知识理论培训和应急设备使用的实操演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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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演示双人灭火法                          确认环境安全 

5. 孝感市巾帼志愿者者协会 

孝感市孝南区西杨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成员自发加入社区自组织的孝小青志愿服务队，每天

晚上组织巡逻队对辖区进行安全排查，并参加了孝感市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应急演练。11月 8日，

全队成员参加了孝感市“119”宣传月启动仪式。 

  

队员作为志愿者为居民介绍消防设备          参加消防 VR体验 

6.孝昌县志愿者联合会 

11 月 5日，孝感市孝昌县花园、桥南、晏南三个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在晏南社区参加了消防

知识培训。11月 25日，三支队伍再次参加了紧急救护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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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防人员指导下尝试灭火毯使用              心肺复苏术训练 

7.宜昌市关爱单亲家庭协会 

10 月 29日，付晓敏教官对宜昌市江山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急救医疗培训。 

从头到脚评估训练                          头部包扎示范 

8.鄂州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11 月 13 日，鄂州考棚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复习了之前的培训内容，并参加了简单搜救和营救

培训，模拟墙体倒塌营救，去旁边的印刷厂进行了实操演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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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从头到脚评估                          再次练习双人灭火 

  

桌面模拟坍塌现场营救法                     毛毯转运伤员训练 

9.广水市广善义工联合会 

11 月 28日，双桥社区志愿救援队员参加了医疗灾难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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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包扎训练                            伤员转运训练 

 

正确摘除医疗手套训练 

四.凉山灾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度总述 

11 月，2020年凉山森林火灾后由支付宝公益爱心支持的凉山州 8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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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超过 120 多

人次参与培训活动。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凉山州生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1 月 5日，西昌市马道家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灾难医疗培训在西昌市马道镇家园社区居民委

员会开展。马道家园社区是 3·30 森林火灾的周边社区之一，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很多队员都参

加了这次火灾的扑灭工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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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包扎训练                              检伤分类的桌面训练 

11 月 17 日，凉山蓝豹救援队的黄波老师在凉山州农业学校会议室给海河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的队员们进行了灾难医疗培训，分别讲解了检伤分类、止血、包扎以及骨折固定等医疗知识。 

检伤分类与临时医疗区搭建讲解       院前包扎示范 

2. 凉山州至善公益慈善促进会 

11 月 9日，凉山州昭觉县沐恩邸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启动大会暨第一次消防培训活动在昭觉县

沐恩邸社区开展。该社区是凉山州移民扶贫搬迁的一个新小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成立会极大

助力社区防灾能力建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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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列队训练                            宣誓加入队伍 

  

 防护装备讲解                              正确佩戴安全帽 

  

灭火器使用示范                            灭火机使用示范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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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日，西昌市民运村和和平村 2支志愿者救援队分别参加了灾难医疗培训。 

  

培训现场                                             包扎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