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隋福毅

自然灾害与公共突发事件频发， 考验着政府的应急管
理能力，也呼唤着多元化资源和力量的有效参与协同。

这一点在 2020 年再一次得到印证。 从春节前后暴发的
新冠疫情，到年中南方大面积的洪灾，不少民间救援队奋战
在抗疫与救灾前线。

他们是怎样响应灾情的， 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又
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加入他们？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对蓝天
救援队、公羊队等进行了采访。

“

蓝天救援队发起于 2007
年， 目前已在全国 31 个省、直
辖市、 自治区授权了 669 支救
援队伍，确保了当紧急事件发
生时，可以有队伍及时抵达。

作为创始人的张勇向《公
益时报》记者介绍：“面对大灾
险情，蓝天救援队有一个网络
协调中心，会第一时间接收到
从当地发布的一线信息。 接到
求助信息后，蓝天救援队 3 分
钟响应并启动信息收集，30 分
钟内对灾情信息作出研判和
评估。 此后，我们会迅速集结
队伍，启动救援，保证国内 2-4
小时抵达现场。 ”

“对于一般的救援活动，我
们一般采取属地管理，也就是
本地队伍开展救援。 但如果他
们的力量无法支撑，或是类似
于今年南方全流域洪灾的大
范围灾害，我们会协调几个省
甚至全国的力量支持救灾。 ”
张勇补充道。

据了解，今年入梅以来，安
徽省连遭特大暴雨袭击， 受灾
范围之广、破坏程度之深、灾害

损失之重历史罕见。 蓝天救援
指挥协调中心设立了前线指挥
部， 同时强化跨省域救援资源
整合，与江西、江苏、湖南、湖
北、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域协
调中心形成联动， 抽调队员组
成受灾区域 24 小时灾情预警
小组，为一线救援提供支撑。

公羊队是另一支国内起步
较早的参与应急救援的民间
救援队伍，由浙江省公羊会公
益救援促进会（以下简称“公
羊会”） 和杭州市公羊会公益
基金会联合发起。 此次南方水
灾，公羊队也参与到了一线的
救援活动。

据公羊会创始人何军介
绍，在气象平台发出预警信息
后，公羊会救援事业部在队员
群内发布备勤通知，提醒队员
随时做好出动救援的准备。 此
后，救援事业部每天都会关注
不同地区的降水和江河的水
位情况，一旦指挥部确定出动
救援， 队员群内发布出动通
知， 队员将会在 1 小时内到达
装备库集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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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穿梭在灾难险情间的非官方力量

除了自然灾害的救援，
蓝天救援队和公羊队还承担
着户外遇险救援等任务。 这
也是目前许多民间救援组织
另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

“一般来讲 ，我们的日
常工作很少得到关注 。 其
实，蓝天救援队每年都会做
一万多起日常救援， 例如，
溺水、 山野搜救等意外事
故。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针
对社区、学校以及行政单位
开展各种培训保障工作。 ”
张勇说道。

据了解，蓝天救援队和
公羊队开展的救援活动均
是免费的、公益性的。 在采
访中，张勇也提到，免费救
援是蓝天救援队向全社会
的承诺。 那么，蓝天救援队
和公羊队的运作资金从哪
儿来？

“以前，我们大家都是
自己花钱做救援的。 ”张勇
说，“最近几年，随着咱们国
家应急政策的完善，不少地
区政府通过采购服务项目
支持队伍的发展。 另外，也
有不少爱心企业为我们捐
助一些救援设备和车辆。 不
过，整体来看，我们大部分
队伍还是队员自己花钱做
事儿，有‘造血’机制的队伍
非常少，不过我们也一直在
摸索可持续的模式。 ”

与蓝天救援队相似，公
羊队在资金来源方面也主
要包含公羊会会员、社会各

界的捐赠以及政府部门支
持等几个方面。在资金支出
方面， 公羊队资金主要用
于两个大的方面， 分别是
公羊队日常训练 ， 例如装
备采购维护 、 搜救犬训练
养护 、培训活动出行等；公
羊队救援中装备、出行等方
面的支出。

目前，蓝天救援队在全
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设有授权队伍，登记注册的
志愿者高达数万名。 一定程
度上，这反映了蓝天救援队
发展态势良好，后备力量充
足，但这也为组织的日常管
理提出了新的“难题”。

“发展至今，我们团队
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没有
注册成功全国性的组织。 各
地队伍都是独立法人单位，
而且因为各地政策不一，各
地队伍有民办非企业单位、
协会等注册形态，挂靠的主
管单位也大不相同。 总之，
由于我们的体系比较松散，
各队伍的素质及能力良莠
不齐，蓝天救援在全国推行
统一化、专业化的标准要困
难很多。 ”张勇坦言。

在志愿者的管理方面，
何军表示，公羊队队员主要
是志愿者，队员的加入和退
出较为自由。 因此，在公羊
队里，除了基本的组织日常
条例，队员的自我约束和组
织核心人员的协调联系成
为组织运行的重要保障。

“在所有公益组织中，应急救援队
是非常特殊的组织，需要具备较高专
业性和出色的协调能力。 所以，我们
不论是在授权队伍还是选拔志愿者
都有细致的考察过程。 ”张勇强调。

“我们会对志愿者进行前期观察，
根据我们的参考指标重点关注志愿者
的参与度、学习能力、专业能力、个人
意愿等方面。 即使是做蓝天救援队的

普通志愿者， 我们也要求其必须持
有急救员证以及了解无线电和基础
绳索。以北京地区为例，新入队的志
愿者要通过一个 32 小时、8 门课的
培训和考核， 通过后才算做为蓝天

志愿者正式入队。 ”张勇补充道。
“为了保证各地队伍的救援能

力，日常的培训是必需的。 一般来
讲，蓝天救援队各地的队伍每周都
会独立组织相关培训活动，具体频
次依据各队伍的能力和需求。类似
于地震救援、水域救援、现场指挥
这种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培训内容，
我们也会组织全国性的大型培训

活动。 ”张勇谈道。
同样，公羊队也有着严格的考核

制度以及定期的培训活动。 据介绍，
公羊队的考核项目较多，包括救援理
论、 常用绳结、GPS 导航、 等高线判
读、无线电设置及规范用语等。 通过
选拔成为正式队员后，公羊队也会定
期组织救援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例
如，救援医疗、无线电通信操作、水域
装备及绳索装备、无人机知识等。

何军表示，考核与培训活动可以使
救援队员的专业素质和救援能力始终
保持较高水平，以便灾害发生时能够第
一时间集结专业队员奔赴灾区。

专业化是民间救援队未来发展的
必经方向。 参加过汶川大地震救援的张
勇和何军均有感于当年民间救援队参
与救援时的混乱无序，也目睹了这十几
年来政府对应急救援投入的力度。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办公
厅颁发了《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
设的意见》， 要求加强基层综合性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完善基层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体系，完善基层应急队伍管
理体制机制。

2010年 9月 1日起施行的《自然灾
害救助条例》明确将民间紧急救援看作
自然灾害发生后一股重要的力量；2015
年 10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支持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首
次将包括民间应急救援组织在内的各
类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纳入政府规
范体系;2016年 1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全方
位参与常态减灾、应急救援、过渡安置、
恢复重建等工作，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
化防灾减灾救灾格局……这都体现了
政府对紧急救援事业以及民间救援队
伍的支持和关注。

张勇表示：“与十几年前相比，民
间救援队伍无论是装备和技术，还是
救援意识等各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
许多队伍也在近五年内逐渐完善和
发展起来了。 目前，虽然针对社会救
援力量的发展规范与相关标准还远
未完善，但支持民间救援队专业化发
展的目标有目共睹。 ”

民间救援队的
专业化道路

救灾之外的日常运行

如何响应灾情

民间救援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