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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在 20 个省设立了备
灾仓库，与各地社会组织建立协
同救灾预案和机制，每年进行能
力建设培训和相关演练，在灾前
做好准备工作。当灾害来临的时
候，市县的社会组织在壹基金和
项目区域协调机构的支持下可
以做到快速响应、属地救援。

通过十余年的努力，壹基金
建立了灾前、灾中、灾后全链条
干预的灾害管理体系， 布局了

“儿童平安”“安全家园”“紧急救
灾”“韧性重建” 四个公益计划，
建立和完善了“壹基金救援联盟
项目”“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

“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项
目”三大救灾项目体系，支持灾
害频发地区逐步形成了“省有协
调机构，市县有专业机构，社区
有志愿者救援队”三级属地社会
救援梯队，有效促成当地社会力
量专业、规范、有序地参与减灾
救灾工作。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开展
人道救援网络建设更加注重可
持续和专业化发展， 长期支持
国内 20 余家社会组织专业化
发展， 持续八年深入开展能力
建设， 确保在地参与灾害响应
的社会组织保持持续性， 团队
保持超强战斗力。 同时不断和
多家企业合作， 促进各类备灾
体系不断完善，2022 年基本实
现全国任何受灾地点备灾物资
24 小时到达。

除了长期合作的网络之外，
在单个应急救灾事件中的互相
支持也逐渐发展起来。 例如，
2021 年的河南水灾救援中，大
型基金会对各类社会救援队的
支持蔚然成风。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推出援
豫救援队保障项目，向驰援河南
灾区的社会应急救援队提供经
费支持，每支救援队可以申请一
次经费资助， 最高资助标准 10
万元。 资金可用于购买人员保
险、设备采买、交通差旅、餐食补
贴等。

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该
项目共资助 334 支救援队，直接
拨付资助款项 2952.96 万元。 接
受该项目资助的救援队共支援
转移安置群众 20 余万人次、参
与卫生防疫消杀 7000 余万平方
米。该项目获得多个企业捐方支

持， 超过 18 万人次通过互联网
捐款， 在构建应急救援协作网
络，打造灾害救援枢纽机构的探
索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预防、救援到重建，构建
灾害预防救助全链条

每当灾害发生， 第一时间
进行捐赠、 参与救灾是人们的
本能反应， 但避免灾害造成的
损失不能只有现场救援， 党的
十八大以来， 在积极参与现场
救援的同时， 富有远见的社会
公益力量将项目设计、 募集款
物使用的方向向前（防灾）、向
后（重建）延伸，逐步构建起全
面的防灾救灾体系。

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
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重向
应对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
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社会
公益力量在防灾领域大胆探索。

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就是
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防灾减灾项
目。 项目在灾害风险较高的社
区，建立社区/村志愿者救援队，
动员社区/村民居民学习自救互
救技能，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配
置应急工具/装备， 组织标准化
应急技能培训， 支持村/居民参
与制订“家庭-隐患点-社区”三
级应急预案、 开展社区应急演
练/宣传等活动， 全面提升社区
应对灾害的能力。

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5 年至 2021 年底， 壹基金
安全家园项目在全国 18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160 个县
（市、区）542 个村（社区）开展，
累计培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队员约 1 万名。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2014
年启动“向灾害 sayno”全国 512
社区公益倡导活动，并在灾害多
发区开展校园减灾教室、第一响
应人、 备灾库建设等各项工作；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于 2020 年
设立“侨爱心·进社区”项目，并
于 2021 年 6 月正式启动“应急
教育”为主题系列活动，为社区
广大百姓提供简便易学，务实高
效的应急知识体验课程……

应急救灾阶段，效率是第一
位的。社会公益力量经过多年探
索，已经构建起高效率的响应机

制，并形成品牌赈灾项目。
机制建设方面， 以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为例， 基金会制
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响应执
行手册。

品牌项目方面，以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为例，“赈济家庭箱”项
目秉承“一箱救灾物资，一户受
灾家庭，一周应急生活”的理念，
通过标准化的物资采购和完整
的发放体系为受灾群众提供专
业的援助服务。“赈济家庭箱”实
施十年来已建立起常态化备灾
机制， 可在灾害发生后 12 小时
内将社会爱心化作受灾群众最
急需的物资运抵受灾地区，极大
地提高了灾后人道救助效率。基
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 基金会已向受
灾地区发放“赈济家庭箱 ”
244077 只， 覆盖我国 27 个省、
市、自治区和两个国家。

灾后重建工作关系受灾群
众能否重建家园，重新享受美好
生活。尽管这方面的工作一般以
政府为主，但社会公益力量在其
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例如， 壹基金在芦山地震
后，建设了 8 所小学、17 所幼儿
园、20 个避灾运动场、358 套钢
结构抗震农房，在 115 所学校实
施减灾示范校园，在 4 个区县建
立 12 个社区减灾中心，在 67 个
农村社区开展安全农家项目，在
龙门山断裂带的区域中心城市
成都建成了成都-壹基金青少
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雅安重建
中“以儿童为中心，建设韧性家
园”的经验还持续在云南鲁甸地
震、四川九寨沟地震、7·20 河南
郑州等地特大洪涝灾害的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中发挥作用。

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坚
持参与灾后重
建工作，重视需
求为本，积极参
与各项基础设
备恢复 ，教
育 、 医
疗、养老
服 务 设

施恢复，并重点开展各类产业恢
复重建项目，以推动农民增收和
可持续发展为使命，设计开展善
品公社电商发展项目、百美村庄
旅游示范村等产业重建项目，协
助落实防止因灾返贫、致贫现象
的出现。

积极开展国家灾害救援工
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是一个整体， 地球是
一个家园。 任何人、任何国家都
无法独善其身。 人类应该和衷
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
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社
会公益力量以民间力量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在灾
害救援工作中。

2015 年尼泊尔地震 ，2016
年厄瓜多尔、智利地震，2020 年
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系
列应急灾害事件的救援工作中，
都有中国社会公益力量的身影。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
发生 8.1 级地震。 我国政府派出
了中国国际救援队，中国红十字
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现为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壹基金、爱德
基金会等 22 家民间组织也情系
尼泊尔，为地震灾区提供力所能
及的人道主义救援。

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现
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不但参
与了尼泊尔地震的紧急救援，更

在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在尼泊
尔进行注册，成为在尼注册的首
家中国民间组织， 并在卫生、教
育和社区发展等领域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
行动》白皮书显示，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地方政府、企业和民
间机构、 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向
15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捐赠抗疫物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提供的
数据显示，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援
外工作部署，截至 2021 年底，基
金会共向 54 个国家提供人道款
物援助， 向 12 个国家提供 160
万剂疫苗援助，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力量。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联合
地方侨联组织，为海外侨胞抗击
疫情提供物资捐赠、 善款拨付、
资讯服务、心理疏导等，助力稳
住人心、稳在当地，努力做好助
侨、暖侨工作。 基金会提供的数
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相关执
行单位已向海外侨胞和留学生
寄送“侨爱心健康包”两万多个，
涉及 50 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

从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到
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从国内到国际，我国社会
公益力量不仅在应急救援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自身也在迅速成
长，进入新时代，必将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

（李庆、皮磊 、于俊如 、张明
敏、马兴帆参与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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