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今年 8 月台风灾害发生后，
中华慈善总会于 8 月 12 日发起
了台风赈灾募捐活动。 而作为受
灾最为严重的两个地区， 浙江省
慈善联合总会以及山东省慈善总
会也迅速发出了赈灾倡议。 其中，
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的山东寿
光连续两年遭受台风灾害， 造成
巨大损失。8月 17日下午，寿光市
慈善总会通过寿光日报等媒体和
微信公众号发出《关于“利奇马”
台风赈灾募捐的倡议书》。

截至目前上述机构募款情
况如何？ 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方
面有哪些经验？ 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浙江省慈善联合总
会及山东省慈善总会。

11
２０19．9.3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台风“利奇马”后续：

两省慈善会系统募集善款均超亿元

News新闻

两省接收善款均超亿元

8 月 10 日凌晨，第 9 号超强
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市登
陆。 8 月 11 日，浙江省慈善联合
总会向全省各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各行各业、各界人士及广大
群众发出赈灾倡议。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9 年
8 月 27 日 17 时， 浙江省各级慈
善总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
金 1.76 亿 元 （其 中 省 本 级
1957.64 万元、温州市 1.03 亿元、
台州市 5237.62 万元、 宁波市
151.81 万元）， 拨付救灾资金
4214.85 万元（其中省本级 1700
万元、温州市 2169.87 万元、台州
市 341.57 万元）。

其中不乏超百万元的大额
捐赠，如：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
司向温州、温岭两地台风灾区捐
款共计 1000 万元； 浙江正泰公
益基金会向温州台风受灾地区
捐款 600 万元；浙江圣奥慈善基
金会向温岭台风受灾地区捐款
200 万元；上海银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通过本会向灾区定向
捐赠 100 万元等。

据了解，这是浙江省慈善联
合总会自 2017 年 12 月成立以
来，第一次开展的自然灾害救助
筹款项目。

山东方面，8 月 10 日至 13
日，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持
续时间长达 80 小时。

8 月 13 日，潍坊市应急管理
局、潍坊市民政局联合发布《关于

“利奇马” 台风赈灾募捐的倡议
书》， 向全社会发出募捐倡议；同
一天，淄博市应急管理局、淄博市
民政局、淄博市红十字会、淄博市
慈善总会联合也发布了《关于“利
奇马”台风赈灾募捐的倡议书》。

一天后，8月 14日，山东省慈
善总会在全省慈善系统发出了
《关于在全省开展“情系灾区”慈
善募捐活动的通知》。截至 8月 30
日，全省慈善总会系统共接收“情
系灾区” 募捐捐款（物）17411.07
万元，其中捐款 17053.55万元，物
资折价 357.52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被称为“中
国蔬菜之乡”的山东寿光今年再
次遭遇了台风灾害。 8 月 17 日下
午，寿光市应急管理局和寿光市

民政局发布《关于“利奇马”台风
赈灾募捐的倡议书》， 善款接收
单位为寿光市慈善总会。

需建立救灾协调机制

不同于疾病或扶贫等类型
的救助项目，由于自然灾害的发
生存在偶然性和突发性， 在灾害
来临时，常常因为协调机制、服务
平台不健全， 致使社会力量参与
救助工作仍存在信息不对称、协
调不到位、活动不规范等不足。由
此也导致捐赠物资供需不匹配、
非专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无序等
问题，影响了整体救灾工作效率。

在去年“温比亚”台风之前，
山东省境内近十几年都没有发

生过重大自然灾害。 因此，对于
当地社会组织来说，参与重大自
然灾害救援尚无经验可循，需要
一步步探索、积累经验。

2018 年 11 月，壹基金、山东
省慈善总会、 山东社创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三方在自然灾害救助、
儿童关怀与发展、 慈善公益支持
与创新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支
持搭建山东省联合救灾行动网络。

今年 5月 10 日，山东省联合
救灾行动网络正式启动，为本地
社会组织搭建一个支持性平台，
聚合资源， 提升网络伙伴能力，
发挥灾害治理的协同效应。

山东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彦龙谈道，总会方面也
会通过联合募捐行动，支持省内

一些公益机构开展救灾减灾工
作。“比如通过开展‘慈山东·益
齐鲁’公益创投大赛，支持一些
救灾力量或机构参与，利用总会
的公开募捐资质共同募集资金，
投入到这些机构日常应急救援
救灾工作中。 ”

而鉴于台风、 火灾及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发生的偶然性和不确
定性， 如何构建自然灾害救助及
募款工作的长效机制， 成为当下
公益行业应该共同考虑的问题。

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陈小德表示：“一方
面， 公益机构要积极参与建立协
调机制， 通过建立协调服务平台
和信息平台， 参与制定协调工作
制度和规则， 畅通有关各方联系
沟通渠道，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对
接、行动有序协同，提升突发事件
救助效率和水平； 另一方面，公
益机构应提供需求信息，组织专
业救援队进行救援，准确了解受
灾地区的受灾情况和救援情况
等方面需求信息，及时向社会发
布，组织引导更多社会专业力量
提供必要的专业救助服务，做到
精准救灾。 ”陈小德谈道。

此外，他还表示，公益机构
应根据灾区现场实际情况，有
序地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募捐
和救助活动。“建立系统的灾后
心理援助工作，从而发挥慈善机
构在应急救助中精细化、差异化
和个性化方面的特长，将社会资
源引导到最合适的地方，使得募
捐和救助活动更加科学、 有序、
高效。 ”

�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慈善会向温州台风灾区捐款 500 万
元，此外还向温岭受灾地区捐赠 500 万元。

� � 最近一段时间，《烈火英雄》
的上映再一次让大众的目光聚
焦到消防员们这一群体。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3
月发布的《数说 2018 年全国火
灾及出警情况》 显示，2018 年全
国消防救援队伍接警出动 115.7
万起， 出动消防救援人员 1273.2
万人次，出动消防车辆 219.3万辆
次， 从灾害事故中营救遇险被困
人员 15 万人， 疏散人员 52.6 万
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 312亿元。

可以说，消防员们承担着繁
重的救援任务，危险也时刻伴随
着他们。

3 月 30 日，四川省凉山州木
里县发生森林火灾，27 名森林消
防队员不幸牺牲；8月 14日，一对
父子乘皮划艇在长潭附近水域滑
行时遇险， 安吉消防中队长吕挺
带领消防员将孩子救出， 营救大
人时被河水冲走， 消防员吕挺不
幸牺牲；8月 20日，四川阿坝汶川
县多地发生泥石流灾情， 一名参
与抢险救援的消防员牺牲。

他们，在烈火中逆行，在用
自己的血色年华守护我们的盛
世烟花。 我们，作为普通人不能

仅仅是感动，需要有所行动。
于是，有外卖小哥冒雨骑车

为消防员送上矿泉水，有热心阿
姨在消防队门口放下牛奶就走，
有数万群众自发在道路两侧送
别牺牲英雄……

但这些行动都是偶发的、单
次的，如何才能持久地专业地表
达我们的爱心与感谢，真正帮助
到这些消防英雄呢？ 事实上，目
前已经有很多专业的社会组织
和公益项目在帮助消防员群体。

“有了专业的公益组织，可以持
续性、针对性开展关爱活动，让消防
官兵需要帮助时， 有明确的方向可
申请，有确定的资金来保障。 ”舟山
市慈善总会救助部郑部长表示。

救济因公致伤残的消防员

许多公益组织首要关爱的
对象是消防员自身，它们致力于
在消防员遭遇重大困难时为他
们提供救助。

以广东消防救助基金会为
例，基金会的成立使得全省 3 万
多名消防人员受益，其中，在职
消防员、合同制消防员因公伤残

的， 最高可获一次性医疗补助 8
万元；社会专职消防员因公伤残
的， 最高可获一次性医疗补助 3
万元。 据了解，基金会自 2013 年
起用于全省消防员重大医疗补
助项目的支出共有 576 万元。

而浙江消防公益基金会
2017 年用于公益支出的 189 万
元，同样重点用在了伤残消防员
及烈士的慰问上。

值得一提的是，演员黄晓明
在中华思源扶贫工程基金会芭
莎慈善公益基金捐款 100 万元
设立“真心英雄”项目，这些资金
一半用于武警消防员，另一半则
用来奖励平民英雄。

慰问消防员家属

为了解决消防员们的“后顾之
忧”，许多公益组织在关注消防员们
的同时，还对家属进行关爱及慰问。

以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成立
的关爱消防专项基金为例， 该项
目 2018 年度支出的 30 万元重点
用在了慰问消防员， 帮扶其家属
解决困难， 以及抚恤和帮扶消防
烈士家属上。

此外，今年 7 月份成立的济
宁市消防公益基金会也将把重
点放在救助生活困难的消防员
及其家属上，为减轻消防员家庭
生活压力贡献力量。

宣传消防知识

在公益组织帮扶消防员的
进程中，除了对消防员们及其家
属的帮扶与救助， 宣传消防知
识、进行消防安全培训也是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

以福建省消防事业发展基
金会为例，2016 年公益支出的
155 万元重点用在了进行消防公
益活动宣传、 提高消防条件、进
行消防技能集训上。

另外，浙江安居防火救助基
金会也先后开展了多次宣传消
防安全公益活动，包括“传播知
识公益消防———安居防火救助
基金会“119”、“关注消防关爱生
命———消防公益让这座城市更
安全”、“基金会参加杭州市反欺
诈联盟成立仪式暨 110 警营活
动”、“关注消防公益共筑平安江
南———金华公益行”等。

公众在行动

这些公益组织的资金来源
各有不同，公众可以根据他们的
特点和自己的意愿选择通过他
们为消防员们送去关爱。

比如说，舟山市慈善总会就
和舟山市消防支队联合设立了

“海岛消防”慈善爱心基金，其资
金来源就包括消防官兵个人自
愿捐赠、消防部队单位捐赠和社
会爱心单位捐赠等。

就在“3·30 凉山森林火灾”
发生后，有许多关心不幸牺牲的
30 名救火英雄的公众，他们就成
功通过 7 家社会组织在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上发起的 11 个募款
项目，共向救火英雄送去约 1482
万元善款，主要用于英雄家属关
怀与帮扶，其次用于当地及周边
地区开展防灾减灾教育。

灾难面前，消防英雄时刻保
护你我的安全， 守护我们的家
园。 而我们也可以在自己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通过专业的社会组
织与公益项目为我们提供的平
台，向他们送去温暖的问候。

关爱、助力消防英雄，公益组织在行动 ■ 见习记者 陈怡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