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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新闻

民间组织国际救援行动的经验与反思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 � 从 2015 年尼泊尔大地震救
援，到 2016 年的厄瓜多尔地震，
多支中国民间救援队伍参与，并
与联合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共
同开展了跨国紧急救援、转移安
置和恢复重建等工作。 但对于怎
样有序有效地参与到国际救援
协作当中，国内的民间组织还处
在学习、总结经验的过程。

2016 年 12 月， 中国社会力
量应对尼泊尔、厄瓜多尔地震人
道援助工作机制总结会议在北
京召开，总结两次国外救援的经
验。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尼泊尔
救灾路径

参与到尼泊尔地震救援中
的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
金会、壹基金、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多家基
金会以及十余支民间救援队伍。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此次救援中
的经验非常具有代表性。

为了更加客观， 会议安排
了爱德基金会的张超讲解中国
扶贫基金会在尼泊尔的救援行
动。 以下内容来自一个实际参
与救援的工作人员对别家机构
的看法。

中国扶贫基金会从 2005 年
开始参与到国际项目当中，在
2007 年确立了机构的国际化发
展战略，救灾被列为机构的重要
项目，并有一定的备灾机制和强
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此外，良好
的政府部门关系也是其开展国
外救援的便利条件。 因此在尼泊
尔地震发生时，基金会的反应非
常迅速。

地震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
会一小时内启动响应，迅速派遣
工作人员到达尼泊尔，救灾物资
同时紧急调运。 在灾区的工作涉
及饮水、教育、临时住所、心理健
康等多个领域。

国际救援中，多方协调合作
是重要方式。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
尼泊尔地震救援中，合作方涵盖
了前往尼泊尔的中国公益组织、
国际机构、尼泊尔当地机构。 国
内机构如蓝天救援队、彩虹公益
社等，合作开展生命救援、灾情
排查、卫生医疗、防疫等工作。

国际合作方面，如世界粮食
计划署、国际美慈、阿尼哥协会、
C-Center 等国际机构、尼泊尔社
会组织。 例如，在紧急救援阶段，
大量人员和物资集中在机场，在
救援物资运转过程中，中国扶贫
基金会多年的合作伙伴国际美
慈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而
C-Center(国际语言中心)则是当
地的一家中文培训机构，它与尼
泊尔很多地区的企业有联系，借
助它的网络，中国扶贫基金会可
以将救灾物资发放到边远灾区。
这些合作，极大地提高了救援工
作的效率。

扎根尼泊尔，是中国扶贫基
金会此次救援的另一个特点。 比
如， 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当地
NGO 合作， 在巴德岗博叠地区
设立了可容纳 2000 人以上的大
型灾区民众临时安置社区，这些
灾民大多来自灾情严重的地区，
基金会在安置点开展了饮水卫
生、医疗、安全保护、消防等多方
面工作。 这样深入的工作与简单
的物资发放有非常大的区别，它
照顾到受灾群众的多方面需求，
需要做更多的基础工作和资源

调配， 也与当地 NGO 有了更深
入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在地震发生后
三到四个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
尼泊尔成立了办公室 (在地震之
前，这个办公室并不在基金会的
工作计划当中)。办公室的设立过
程，是基金会了解尼泊尔法律环
境和风土人情的过程，办公室为
基金会开展灾后重建工作提供
了更多便利，也更加融入当地社
会。

国际救援的挑战和机遇

目前我国还没有民间救援
机构参与国际救灾的政策和机
制，民间机构对其他国家的形势
也缺乏了解。 在没有任何预案的
情况下，进入别国救援，是非常
大的挑战。 与其他国际组织相
比，他们在救灾之前已经与尼泊
尔的政府部门或当地机构建立
了联系，并且了解这个国家的救
灾机制和灾难中的特殊需求。 张
超表示，这方面的欠缺让我们走
了一些弯路，也是之后需要学习
的。

缺少固定的资金支持也是
困难之一。 国内机构并没用固定
的对外支出预算，或者固定资助
方。 张超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
面临的挑战是，在尼泊尔地震中
筹集的善款用完后，后续资金怎
样筹集。 因为尼泊尔有法律规
定，INGO 每年的投入要在 20 万
美元以上。

但在设置办公室的过程当
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以后开展
国际工作积累了非常多宝贵经
验。 在与驻扎当地 INGO 同台竞
技中， 也得以近距离学习与合

作。 同时，也得以与在当地的中
国企业开展深入合作，中国的企
业在尼泊尔开展商业行动时，也
希望服务当地社区，而中国扶贫
恰好可以作为一个桥梁。

此外，中国公益机构驻外办
公室也可以成为国家对外援助
资金发挥作用的一个途径，这是
一个机遇和期望。

与厄瓜多尔侨团的密切合作

在 2016 年 4 月前往厄瓜多
尔地震灾区救援过程中，与当地
侨团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
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总干
事张炳钩介绍厄瓜多尔救援经
验时说，“得知地震消息后，我随
即打电话给温州侨联，我是温州
人，温州人在全世界都有。 我请
侨联帮忙对接当地华人。 我们联
系了浙江同乡会、 福建同乡会、
中山同乡会等十几个侨团，联络
救灾事宜，也为国内赴厄瓜多尔
救灾的机构提前做准备工作。 ”

4 月 19 日，中慈联与国内的
救援机构同时抵达，在当地中资
企业和华侨商会的协调下，救援
队伍乘坐专机进入震中重灾区。
“当时几个侨团人员几乎把自己
的老婆、儿子、女儿轮流派到灾
区为一线救援机构服务。 ”张炳
钩说。 在中国救援机构的物资发
放、后期重建过程中，当地华侨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救援队伍以及在厄中
国企业的救援行动，在当地产生
了非常好的反响。“当时有的侨
团的负责人就跟我讲，他自己的
小孩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点
名说感谢我们中国人为厄瓜多
尔做了这些工作。 ”

张炳钩表示，2017 年中慈联
救灾委员会要做的重要工作，就
是搭建一个全球华人华侨救灾
的联络站，对接华人侨团，做好
为中国政府以及救援机构在一
线救灾提供服务、对接当地机构
以及国际机构协同救灾、组织新
闻发布等工作。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安徽省各地救助管理
机构通过头条寻人公益项目渠
道发布 535 条寻亲信息，帮助 97
名救助管理机构受助人员回家。
寻亲信息发布数量全国第一，成
功率达到 18.1%，高于 17.7%的全
国平均水平。

2017 年 1 月 6 日，安徽省民
政厅召开“互联网+救助寻亲”新
闻发布会，公布了上述数据。 数
据分析显示， 走失时间越短，通
过头条寻人发布信息越早，找到
家人的几率越高。 与此同时，政
府救助部门和互联网力量的精
准合作，也是提高寻找效率的必
要条件。

据安徽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孙邦平介绍，过去大多是
通过全国救助寻亲网、受助人员
口音分析、 异地交流问询、DNA
比对、报公安协助查询等多种方
式，帮助大量受助人员成功寻亲
并及时返家，从去年开始，安徽
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互联网+救
助寻亲工作。

自 2016 年 6 月开始，在安徽
省民政厅指导下， 全省 78 个救
助管理机构和今日头条同步开
展寻人公益项目合作，利用其地
图推送技术，以走失人员发现地
和流出地为圆心，精准对标发送
寻亲消息寻人。

双方组建了全省的寻亲发
布交流平台，通过建立全省寻亲
合作微信群的模式，将全省各地
救助管理机构的负责同志和相

关工作人员纳入合作平台，和头
条寻人项目工作人员，全天候 24
小时无缝对接接受各地救助管
理机构寻亲信息发布。 寻人公益
合作项目全景式、全程化展现在
平台上，包括合作方式、发布流
程、议事协商、案例简报等都被
展示出来。

各地救助站在对离散、走失
人员进行甄别的基础上，将相关
信息对接给头条寻人项目，开展

精准地域推送， 实施网络寻亲。
“事实上， 没有安徽民政部门的
准确初选，今日头条也不可能高
效地帮助找到这么多人。 ”今日
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强调。

马鞍山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申
贵琼表示， 以前根据走失人员提
供大致区域或含混不清的姓名，
到异地挨家挨户询问、 翻山越岭
寻找也不一定成功， 如今借助互
联网的力量，让寻亲更高效。

寻亲信息发布后， 在对成功
案例进行回访的基础向， 项目进
行了数据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走
失时间越短， 通过头条寻人发布
信息越早，找到家人的几率越高。

在成功回家的 97 名走失人
员中， 走失时间在一个月以内的
占到了 62%左右,有 60人；走失时
间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内的有
10人， 走失一年以上的有 20人，
其中有 7人走失时间达到 5 年以
上,走失时间最长的达到 29年。

这其中主要是老年人和成
年人。 其中有 26 人为老年人，65
人为成年人，还有 6 名是未成年

人。 这些走失人员中，精神障碍
人员占到了 51%，有 49 人；其次
为智力障碍人员， 占到 24%，有
23 人；此外，还有 9 人患有阿尔
茨海默症，3 人为被拐卖走失，9
人为迷路走失。

大多数走失人员的家属都
有意愿接回他们。 根据今日头
条数据统计， 这些找到家人的
受助人员中， 除了一名受助对
象的家属接领意愿不明外，77%
以上的受助人员由家属亲自来
站接领（75 人），家属接领意愿
非常高，9%的受助人员家属接
领意愿为一般（9 人），多为被老
乡、朋友亲戚告知在头条寻人上
看到了寻亲启事，这才联系了救
助站接人。

另有约 13%的受助人员家属
接领意愿比较低（12 人），即使通
过头条寻人明确得知走失人员
在救助站，也不太愿意来救助站
接领。 徐一龙表示，今后项目还
会进一步延伸，期待可以通过多
种途径帮助走失人员和家庭，以
解决家属不愿领回的问题。

救助站“互联网+”精准寻亲 助力 17.7%走失人员找到回家路

中国公益组织在尼泊尔地震中救治伤员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