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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在行动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行动

小组抵达震区开展需求调研与
物资筹备

土耳其时间 2 月 9 日 11 时
20 分（北京时间 2 月 9 日 16 时
20 分），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国
际人道救援行动小组 6 人抵达
伊斯坦布尔机场，包括厦门市曙
光救援队 3 人、 随行志愿者 1
人，他们携带医疗包、补给包、睡
袋等物资，于当日 22 时 40 分飞
赴阿达纳。

当日， 行动小组与中国和
土耳其多位热心志愿者会面，
逐一解决转机目的地阿达纳的
车辆、 翻译、 住宿、 通讯等问
题，为建立阿达纳震区一线工
作站打好基础。 其中，土耳其
籍的志愿者卡那是中国广东
梅州的女婿， 阿丝丽在义乌有
自己的生意，他们都无比热心、
事无巨细， 阿丝丽为小组驰援
自己的家乡感动落泪， 在机场
临走时反复喊道：“随时找我，
24 小时！ ”

中国的志愿者来自宁夏银
川、辽宁沈阳、福建泉州多地。 不
远万里，一群陌生人为另一群陌
生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帮助。 五名
中国志愿者同行动小组一起于
土耳其时间 2 月 10 日 0 时 15 分
飞抵震区阿达纳，全力协助一线
的救灾工作。

2 月 10 日， 救援行动小组
在阿达纳按需求行动， 汇总包
括防雨布等六大物资类需求，
完成物流运输通道搭建， 并前
往 哈 塔 伊 省 的 克 勒 克 汉 县
（Kirikhan），从当地政府处了解
救灾进展， 为紧急赈济阶段做
好充分准备。

接下来，救援行动小组将继
续沟通克勒克汉县（Kirikhan）准
确数据和救助配合方案，做好首
批物资的采购与运输，完成一线
指挥部搭建。 同时，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作为国内驰援土耳其
的社会力量之一，将对整个灾害
救援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建立
好社会力量国际人道援助协作
平台。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将为驰
援土叙两国的中国社会救援力
量提供资助

为进一步支持和保障援助
土叙两国的社会救援力量开展
救援救灾，2 月 10 日起， 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社会救援力量保障
提升计划”向驰援土叙两国的中
国社会救援队提供经费支持。 据
悉，满足以下条件的救援队即可
申请资助：

派出救援队应有明确的安
全措施、安全规范，并具备参与
国际救援的相应资质或能力；

具备相关部门下发的前往

土耳其、叙利亚执行救援任务的
派出凭证、救援人员名单（包括
但不限于救援队信息、参与救援
队伍队员信息名单）；

救援队应是依法登记具有
独立资格的法人或在其主体下
成立满 1 年以上的救援队，在以
往和申报期间参与的救援救助
等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等
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

申报主体的业务范围应包
含应急救援方向， 组织类型为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等社会
组织；

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数字
救援平台内完成与土耳其、叙利
亚地震相关的救援任务登记（任
务数据包含任务描述、 任务地
点、执行照片等）。

壹基金联合深圳公益救援
队响应土耳其强烈地震

2 月 6 日地震发生当天，壹
基金紧急救援项目-深圳公益救
援队（即深圳公益救援志愿者联
合会） 立即开展信息收集与研
判，同时在联合国虚拟现场行动
协调中心 (Virtual OSOCC,VO)
报备注册。 队伍研究判断：经过
两次强震叠加，受灾区域面积巨
大，烈度最高达 11 度，搜救工作
任务艰巨，并且对城市搜救队伍
需求较高，生命拯救工作至少会
持续 7 天。

深圳公益救援队决定派遣
先遣工作小组前往受灾地区，并
立即启动全队备勤，同时迅速与
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联合国人
道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土
耳其驻中国大使馆、当地华侨组
织、中资机构等单位对接，落实
具体行程许可，提高地震灾区一
线的救援效果。

2 月 8 日， 深圳公益救援队
先遣工作小组 6 人携带侦检装
备、保障装备出发，小组中 5 名
队员均有国际救援经验，1 名土
籍志愿者全程翻译协调。 队伍将
根据协调情况，开展包括生命拯
救、灾情调查、赈济救灾、医疗救
护等工作。

土耳其当地时间 2 月 9 日
23 时 38 分， 先遣小组抵达中国
救援队营地报到，后续搜救工作
将由中国救援队牵头，同时与香
港救援队联合开展。

当地时间 10 日凌晨 3 时，
先遣小组即根据市民求助开展
搜索行动。 截至当日 15 时许，先
遣小组已完成 4 项搜索任务，未
发现受困者。

当地时间 10 日中午， 第二
批出发的 17 名队员携带装备抵
达土耳其阿达纳机场，与先遣小
组汇合。

目前一线生命搜救工作正
持续进行。

爱德基金会首批救援队员 2
月 9 日抵达

土耳其地震发生后，爱德基

金会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响应，联
系国际国内合作伙伴对当地进
行灾情调研， 讨论协同行动，并
启用爱德备灾基金，联系和链接
各方资源，派遣爱德国际救援先
遣人员前往当地。

2 月 8 日， 驰援土耳其地震
的第一批爱德救援队员从武汉
天河机场出发飞往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 于北京时间 9 日上午 6
时（当地时间 9 日凌晨 1 时）抵
达。 后经土耳其方面统一安排，
与同行的其他中国救援力量于
北京时间 9 日上午 11 时左右飞
抵马拉蒂亚。

据悉，爱德救援队计划与当
地相关合作伙伴一起开展灾情
和需求评估，关注当地民众在紧
急救援阶段可能面临的物资短
缺问题，以及之后进入到过渡安
置阶段可能产生的各种基本生
存保障需求。

此次驰援，爱德救援队将协
同各方中国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土耳其地震响应协调大本营的
工作， 链接国内与当地各种资
源，为赶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的
中国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和协调

服务。

友成基金会首批赈灾物资 2
月 10 日到达

2 月 10 日傍晚 6 时的深圳
宝安，78 件整齐装箱的“小太阳
能量包”，承载着友成企业家乡
村发展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
会） 及公益合作伙伴对土耳其
灾区人民的挂念，乘物资专机
飞往土耳其。 这批物资抵达土
耳其驻广州总领事馆指定仓
库后， 将投入抗震救灾， 为土
耳其灾区人民提供急需的太阳
能照明设备， 给他们带来光明
和希望。

2 月 6 日当天， 连续两次
7.8 级强烈地震， 给土耳其和叙
利亚带来史无前例的重创，到目
前为止已有三万多人在地震中
失去了生命。

此时正值土耳其的严冬，震
后又遭遇降温， 灾区断网断电，
道路、通讯阻断，救灾难度极大。
灾区人民在黑暗和寒冷中，在堆
积如山的建筑废墟之间苦盼救
援，急需食物、御寒衣物、照明和
取暖设备。

灾难面前无国界。友成基金
会紧急对灾情进行研判，第一时
间对接土耳其驻广州总领事馆，
捐赠 10 万元救灾资金，发起“土
耳其地震救援-小太阳能量包
联合捐赠计划”， 向深圳市诚信
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诚信诺）
紧急订购驰援土耳其的“小太阳
电力能量包”， 力争尽快为土耳
其人民送去温暖和光明，帮助他
们度过震灾后的这个极度艰难
的寒冬。

诚信诺紧急响应友成基金
会的驰援行动，调配太阳能供电
设备供应链， 加急生产供应产
品，并承诺配捐 5%-10%。

“小太阳能量包”包括一个
大功率太阳能供电站、太阳能照
明系统、提灯和手电筒，能迅速
为灾区人民提供照明，震后也可
以长时间循环使用。

土耳其驻广州总领事馆表
示，在电力瘫痪、救援极其困难
的条件下，这批（友成基金会联
合行动捐赠的）太阳能照明设备
对灾区很实用，“感谢友成基金
会的善举”。目前，土耳其驻广州
总领事馆已协调首批“小太阳能
量包” 优先从深圳起运，2 月 11
日到达。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有
中国红十字会、公羊救援队、蓝
天救援队、深圳公益救援队、平
澜基金会、北京救援协会、北京
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慈济基金
会、北京蓝蝶公益基金会、成都
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等多支救援
力量正在或计划支援土耳、叙
利亚其地震灾区。

■ 本报记者 李庆

北京时间 2023 年 2 月 6 日，土耳其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社会力量迅
速响应，多支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卫星电
话、搜索装备、破拆装备、搜救犬等赶赴灾区，在
风雪交加中争分夺秒开展搜救工作。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行动小组抵达阿达纳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首批赈灾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