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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应急志愿服务
在“实战”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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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经验积累，
渐渐走上正轨

5 月 12 日，汶川特大地震发
生 13 周年这天， 中国心志愿者
团队队长高思发来到北川县职
业中学，与学校的老师交流开设
社工班、驻校社工等事项。

2008 年 5 月下旬，中国心志
愿者团队（原四川抗震救灾志愿
者 QQ 群先遣队） 一行 17 人在
“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下，
来到北川漩坪乡安置点做志愿
者服务。“当时想着做两周志愿
者就离开，没想到，一服务就是
13 年。 ”高思发直言，自己被志愿
服务改变了命运。

18 万人， 这是 2008 年地震
发生后，共青团四川省委派遣的
志愿者人数。 据不完全统计，当
年进入灾区的自发型志愿者多
达 300 万人， 后方参与救灾、物
资筹措、信息递送的志愿者人数
超过 1000 万人。

但不得不直面问题：重复救
援、重叠服务、资源浪费等。 蜂拥
而至的志愿者们，一边是满腔热
情，另一边是无序散乱。“我看到
了志愿者成为被救助者的案例，
如果要形容， 我觉得是散兵游
勇。 ”一位当年在现场负责志愿
者调度的“老志愿者”说。

经验的积累也从这个时候
开始。 首先就是专业化。 2008 年
10 月，四川省应急办、共青团四
川省委等 14 家单位联合组建四
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 四川的
应急志愿服务开始走上正轨。

2010 年“4·14”玉树地震发
生，共青团四川省委第一时间与
青海方面取得联系，派遣四川省
应急志愿服务总队驰援，通过团
系统组织四川省 800 多名青年
志愿者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
现场救援、物资筹集、藏语翻译、
医疗陪护等志愿服务。 同年 8
月，在青海玉树全国抗震救灾总
结表彰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授予四川省应急志
愿服务总队“全国抗震救灾英雄
集体”荣誉称号，是唯一受表彰
的省外志愿服务集体。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四川省
应急志愿服务总队应急志愿者
总数超过 5000 人，目前有骨干志
愿者 300 余人。 现有抢险救援、
医疗卫生、 心理疏导等 10 支专
业救援分队，下设 21 个市（州）
应急支队，累计组建各级应急服
务队 144 支，已招募培训应急志
愿者 6.4 万余人。

2013：协同作战，
提升有序性和时效性

“雨城区应急指挥中心吗？
现在电力、网络已经中断，通往
村外的道路损毁 ， 情况紧急
……”5 月 14 日 5 时 25 分，雅安
市雨城区大兴街道，一场虚拟的
7.5 级地震发生。 当天，由国务院
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
理部、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举行
的“应急使命·2021”抗震救灾演
习在雅安举行。

“我们有 15 名志愿者参
加。 ”演习现场，省青年志愿者协

会应急响应部部长蒲飞宇介绍，
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是 67 支参
加演习的代表队之一， 根据指
挥部指令， 将在安置区搭建社
会管理服务站帐篷， 招募志愿
者以及协同社会组织协助当地
开展秩序维护、人员排查、物资
发放、青少年儿童关爱、心理抚
慰、 疫情防控等应急志愿服务
工作。

“志愿者最怕啥？ 我觉得是
帮倒忙。 ”站在江边，眉山应急志
愿服务支队队员曾妍的脑海里
闪过了 8 年前的画面。 2013 年，
“4·20”芦山强烈地震发生后，曾
妍驰援了现场，“当时的感觉就
是第一时间找得到人对接了，知
道我该去哪儿，去做什么。 这和
以往有很大不同。 ”

有了大型自然灾害应对经
验，四川省志愿服务在芦山地震
应急救援中变得更加注重组织
协同。 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在
前线成立了社会管理服务组，抽
调 80 余人，组建了 18 个工作组，
还创建了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
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建立抗震
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
心体系，首次搭建起党政与社会
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同平台。

群团组织协同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治理———这个经验后来
成功覆盖了全省。 2014 年 3 月，
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成立。“充分发挥‘大群团’格局

优势和群团组织联系社会组织
的优势，探索新形势下聚合社会
组织力量参与民生工程、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方法路径。 ”相关
负责人介绍，其主要职责是为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提供法律和政
策咨询、培训交流等服务，承接
并发布政府委托群团组织购买
社会服务项目，提升群团组织参
与社会治理水平和服务群众能
力，“这是一个走在全国前沿的

创新之举。 ”
雅安探索出的这个模式开

始不断落地。 2017 年“6·24”茂县
叠溪山体滑坡发生，共青团四川
省委第一时间联合各方力量成
立“6·24”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协
调中心，形成“一个县级中心一
个镇级站三个交通要道服务点”
的布局， 建立联合行动合作机
制，有效助力社会力量参与救援
的有序性和时效性。

2017：科学参与，
首次实战大规模运用

5 月 25 日上午 10 点过，云
南大理漾濞县的灯光球场，多名
孩子和志愿者组成的小队伍，绕
着帐篷区边走边喊“青青乐园开
园了”， 一会儿就有 9 名小孩过
来报名。 这是云南漾濞地震中设
立的第二个青青儿童乐园。

这并不是这次地震中的创
新，它来自两年前的宜宾长宁地
震，当时为了让更多的家长能抽
出时间处理过渡安置，在省市县
三级团委的推动下，团队在安置
区创新设置了儿童友好空间。 如
今，这个乐园已经成为四川应急
志愿服务的一大成果亮点，去年
荣获了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全国赛银奖。

四川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秘书
长王之昊介绍，“现在我省应急志
愿服务在细节方面的探索和创
新，很多都是从 2017 年‘8·8’九
寨沟地震后运用的新模式开始
的。 ”那是四川应急志愿服务思路
从“协同作战”升级为“科学参与”
后，第一次在实战中大规模运用。

何为“科学参与”？ 快速响
应、登记报备、供需对接、精准参
与、有序撤离，这是目前四川总
结出的应急志愿服务新机制，快
速、高效、有序。

2018 年 5 月，全国首个应急
志愿服务地方标准———四川省
《应急志愿服务管理规范》（面向
社会征求意见稿）发布。“这个规
范针对应急志愿服务边界模糊、
分类不清等问题，进行了准确定
义、细化分类，分层分级分阶段
规范服务流程。 ”一位长期从事
公益慈善领域的专家表示。 2019
年 1 月，该标准正式实施。

如今，这一四川经验正在不
断扩大影响。 2020 年 11 月，“联
动-202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应急志愿服务综合演练举行，再
一次梳理和检验了四川省的应
急志愿服务响应机制，并将重庆
应急志愿服务在科技上的创新
进行了有效融合。 目前，川渝共
青团已联合成立“川渝应急志愿
联合服务队”。 （据《四川日报》）

� � 截至 5 月 24 日 12 时，共服务儿童 159 人次，参与志愿者 40 人次。5 月 23 日，在云南大理漾濞
县仁和广场安置点，由共青团漾濞县委、漾濞县妇联主办，四川青年志愿者协会和成都授渔

公益发展中心承办的‘青青儿童乐园’开园，不到 24 个小时，就服务儿童及家长超过 100 人次。
5 月 21 日晚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攀枝花支队、乐山支队和筠连大队完成备勤，

正在当地旅游的队员也迅速转换身份前去指挥部报到，配合当地团委整合救援队伍、开展志愿者培
训，启动后续安置区系列服务。 ‘在应急志愿者工作方面，我们完成了一次四川经验的输出。 ’成都授
渔公益发展中心秘书长董明珠说。

四川的应急志愿服务因地震而诞生并发展。

位于云南大理漾濞县仁和广场安置点的“青青儿童乐园”

2008 年 “5·12”汶川特大
地震发生后，共青团四川省委
派遣志愿者 18 万人。

2008 年 10 月， 四川省应
急志愿服务总队组建。

2010 年 “4·14”玉树地震
发生后，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
总队驰援。

2010 年“8·7”舟曲特大泥
石流，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
队驰援灾区。

2013 年 “4·20”芦山强烈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抗震救灾
指挥部成立社会管理服务组，
创建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四川探索
出群团组织协同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
2017 年 “6·24”茂县叠溪

山体滑坡发生后，四川探索形
成“一个县级中心一个镇级站
三个交通要道服务点 ” 的布
局，建立联合行动合作机制。

2017 年“8·8”九寨沟地震
发生后 ，“快速响应 、 登记报
备、供需对接、精准参与、有序
撤离”的机制成功运用。

2018 年 5 月 ，全国首个
应 急 志 愿 服 务 地 方 标
准———四川省 《应急志愿服
务 管 理 规 范 》 （面 向 社 会 征
求意见稿 ）发布 。

2019 年 “6·17”长宁地震
发生后 ， 协助当地开展社会

组织和志愿者管理服务 ，协
助当地团组织成立抗震救灾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搭建 “青
青儿童乐园 ”。

2019 年 11 月 ，联合发起
茂县富顺镇社会力量参与灾
害应对综合演练 。 这是国内
首次在灾害应对过程中 ，将
社区自救互救 、政社协同 、社
社协同有机融合的实战模拟
演练。

2020 年 11 月 ， “联 动 -
2020”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
急志愿服务综合演练举行。 川
渝共青团联合成立“川渝应急
志愿联合服务队”。

（据《四川日报》）

四川应急志愿服务大事记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