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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洪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协调中心”建立

139 支民间救援队报备
7月19 日起，河南省郑

州市出现持续强降
雨天气。 截至 7 月 20 日下午 14
时，郑州市 24 小时平均降雨量达
到 253 毫米，接近特大暴雨量级。
7 月 20 日 17 时起，郑州市防汛Ⅱ
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7 月 21
日， 河南省防汛应急响应升至Ⅰ
级。7 月 21 日 3 时，国家防汛应急
响应升至Ⅱ级。

7 月 21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
救灾委员会联合郑州市慈善总
会发布《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
员会———7·20 河南水灾社会力
量应急响应报备登记表》， 设立
“7·20 洪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协
调中心”， 供参与本次河南水灾
响应的社会应急力量报备。

根据安排，协调中心设立于郑
州市航海西路文化宫路交叉口（郑
州慈善总会一楼大厅）。 截至 7 月
23 日 23 时，登记报备救援队、社
会组织 、基金会等 296 个 ，其中
139 支队伍、救援人员 2400 人已
到达前线， 在当地政府集中统一
部署下，积极开展救援工作。

民间力量响应点设立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7·
20 洪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协调
中心”由中国慈善联合会、郑州市
慈善总会、 平顶山志愿者协会联
合设立， 保证社会应急力量依法
有序、科学有效的协调与行动。

已经抵达郑州的中国慈善
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协调员王海
波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民间
救援队伍一部分已经在现场展
开救援，另一部分正在赶来的路
上，协调中心将推动民间与政府
协同，统一归口、资源优化、协调
指挥、共同救援。

王海波介绍，“7·20洪灾社会

组织和志愿者协调中心” 正在与
河南省应急厅、 郑州市应急局协
调，由政府方面统一布置，积极对
接民间力量有针对性前往救援，
保障救援成效及人员安全。

王海波表示，当前处于紧急
救援期，民间救援队以生命救援
为主，对重点区域排危、检查、救
助。 救援队大多有着多年救援经
验，掌握救援特点，救援能力较
为突出。 接下来，水退却后，救援
队还将帮助城区排障、人员安置
等部分工作。

郑州市慈善总会“7·20 洪灾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协调中心”工
作人员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目前，郑州市内大部分区域水已
退去，但慈善总会所处的区域供
电尚未恢复，很多工作只能通过
手写完成。 不少报备的救援队伍
正在赶来途中。

王海波还建议，目前省外周
边队伍保持关注， 不需跨省前
往。 建议准备好充分的水域装
备。 已行动队伍随时与当地应急
管理部门沟通。

据 7·20 洪灾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协调中心（郑州）统计，截至
7 月 23 日 23 时， 登记报备救援
队、社会组织、基金会等 296 个，
其中 139 支队伍、救援人员 2400
人已到达前线。 据不完全统计，
各救援队完成救援任务 232 次，
转移群众 29000 余名，转运矿泉
水、食品等 20000 余件、其他物资
若干。 另有 17 支队伍在途，2 支
队伍返程，138 支队伍备勤。

中国慈善联合会传播总监
曾玮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已
最快速度搭建起民间组织救灾
平台，为社会组织参与河南水灾
提供资源及信息对接，正积极调
动所属会员单位协同救灾。

另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消

息，7 月 2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灾
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 4 人， 人道
救援伙伴厦门市曙光救援队同
盟，分别从江苏、山东、安徽、河北
等地共派出 11 支队伍赶赴河南
郑州，协同当地进行救援救灾。截
至 21 日凌晨 1:30， 共出动 76 名
救援队员，19 台救援车辆、17 艘
救援冲锋舟等水域救援装备等赶
赴灾区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另据北京蓝天救援队消息，
目前救援队已集结完毕，总人数
控制在 50 人左右， 将根据河南
蓝天救援队需求，抵达灾情最需
要的地方。 当前，距离郑州市较
近的山东蓝天救援队第一梯队
23 名救援人员已抵达郑州市。

7 月 21 日 10 时， 北京绿舟
应急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第一梯
队已经出发，将直接去往灾情严
重的巩义市进行抢险支援。

水渐退、供电缓、人有情

家住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
27 号的刘文兰是当地一家社会
组织———郑州二七区汇爱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发起人。

刘文兰对《公益时报》表示，
7 月 20 日 14 时许郑州雨势骤
大，持续数小时，城区很快遍布
满积水，不少地方被淹，她所居
住的楼房为 4 楼， 情况尚好，但
一楼住户大面积被淹，自己停靠
在社区的车辆被淹。

刘文兰表示， 截至 7 月 21
日 13 时，雨量有所减少，加之政
府及社会力量的充分救援，目前
城区积水已基本排除，城市路面
已经露出，但供电尚未恢复。

另外，有着十多年、多次灾
害响应的应急经验，与国内大多
数民间救援力量有广泛联系的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于 7 月
20 日启动Ⅲ级洪灾响应，并发布
《河南洪灾响应志愿者招募登记
表》《河南洪灾紧急求助信息登
记》《河南暴雨救援电话》《暴雨
自救手册》供志愿者有序参与和
民间救援参考。

发起救援及募捐倡议

7 月 2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
通过官网发布有你“救”有力量-
中国扶贫基金会紧急启动河南

水灾救援倡议。
倡议指出， 灾情发生后，中

国扶贫基金会于 7 月 20 日紧急
启动Ⅱ级灾情响应，人道救援网
络伙伴河南平顶山市志愿者协
会协调属地机构荥泽志工前往
荥阳市、 巩义市开展灾情评估、
需求调研。

根据各地汛情，经过初步研
判，中国扶贫基金会对此次河南
水灾救援拟分紧急救援和灾后
恢复重建两个阶段进行，同时倡
议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本次救
援行动中，根据灾区需求进行重
点援助。

7月 21日， 河南省慈善总会
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携手共渡难
关 河南省慈善总会公布接收社
会抗洪救灾捐赠方式》一文。该文
指出， 据气象部门预报， 未来两
天，河南中部仍然会有强降雨，为
支持河南抗洪救灾， 帮助受灾群
众渡过难关， 河南省慈善总会决
定开辟绿色通道，紧急发起“防汛
抗洪驰援河南”慈善项目。

7月 21日， 郑州市慈善总会
通过官网发布《郑州慈善总会公
布接收社会抗洪救灾捐赠公告》。
倡议呼吁社会各界爱心单位、爱
心个人捐款捐物、奉献力量，凝聚
八方爱心，共同防讯抗洪。

所募善款，一是为郑州受灾
群众募集灾后生活物资，支持郑
州洪水灾区救援行动所需物资、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及灾后
重建、安置等；二是配合郑州市
委、市政府、郑州市防汛指挥部
开展相应的防汛抗洪公益活动。

郑州市慈善总会表示，已制
定捐赠工作方案、 工作流程、善
款和物资接收渠道、监督检查和
信息汇总发布等工作，确保防汛
抗洪救灾各项捐赠工作规范有
序进行。

7 月 21 日凌晨起，爱德基金
会先后在腾讯公益平台、支付宝
公益平台、新浪微公益平台发起
“爱德驰援河南洪灾”项目。 截至
7 月 21 日中午，三个平台分别筹
集 善 款 1,027,811.15 元 、
2,010,045.34 元、1,013,518.08 元。
目前，其他公益平台筹款持续进
行中。

截至 7 月 21 日中午， 爱德
基金会通过公益平台筹集的超
400 万元筹款，将根据实际需求，
为受灾社区和家庭提供灾后急
需的食物、饮用水、生活物品、卫
生用品和应急物品等援助物资，
并将根据灾后恢复状况、天气变
化、是否发生次生灾害等因素综
合考量， 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
有效的帮助。

“目前我们主要还是在摸需
求， 有一个需求满足一个需求，
因为社会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
灵活性和多元化，有一个空我们
就补一个空。 目前反馈回来的有
高三学生被困在学校的，也有福

利院和养老院缺乏物资的，点状
需求比较多。 ”

在谭花看来， 面对河南灾
情，公益组织的援助可以分阶段
开展，现阶段最紧急的任务还是
转移，然而转移的工作还是需要
专业的救援团队来做。 当转移工
作完成，水位退去后社会组织可
以参与到辅助安置和生活救助
的工作中来。 据谭花的判断，此
次灾情郑州周边的损失会更大
一些，公益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可
以往周边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
建工作方面倾斜。 此外，还需要
开展对灾民的心理干预工作，这
也是下一阶段的重点。

灵山慈善基金会：
回应突发的个性需求

灾情发生后，灵山慈善基金
会第一时间联合“慈航救灾联
盟” 中的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
会、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等多
家机构，以及河南地区前线的伙

伴建立河南水灾协作群，开展灾
情信息搜集和当地需求调研，为
受灾严重地区提供紧急援助。

在灵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王文看来， 在面对重大灾情时，
民间的互助性自救显得格外重
要， 这点上他很赞同爱德的做
法———做点状需求的回应。

灵山慈善基金会在 7 月 20
日晚上 8 点，开始将基金会河南
中心的骨干聚在一起做需求和
供给的对接工作。“我们目前是
37 人的协调小组，建立了由他们
组成的协作群，主要由我们河南
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河南当地
的企业家构成，这些企业家在车
辆、人员、物资的协调方面都较
具实力，我们主要就是做突发个
性需求的搜集工作，做到及时回
应和解决。 ”

王文和他的团队目前的重
点工作就是不断关注群消息，然
后第一时间解决群里的需求。
“比如郑州航院院内积水太深需
要 2 台水泵，我们有个核心志愿

者团队他们有个越野车队，会在
收到需求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购买和派送。 ”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间隙，王
文收到了一条紧急救助信息，一
个几万人的小区停水停电、没有
信号，消息发不出去，最终小区
人员通过微博找到了灵山慈善
基金会，因为那个小区里住着王
文的同学。

王文告诉记者，目前灵山慈
善基金会河南中心的救援工作
还是以就近原则的物资保障工
作为主，更多的是把相关的资源
做匹配。 与此同时，重点关注一
线的劳动者、 村民和困境人群，
给予他们一周左右的生活物资
的援助，尤其是老小区和底层小
区的用户。 此外，向灾区提供水
灾应急急救包，供应当地急需的
救生衣、救援艇、救援绳等抗洪
自救物资与消杀、包扎等医疗急
救物资。 令王文感到高兴的是，
河南中心所援助的几个区目前
物流还是通的，这让他们的救援

工作可以正常开展。
“从昨天到今天我和我的团

队一直在探讨公益组织的定位
问题，我们也在反思，在大的突
发灾难面前，主力队是国家和军
队，民间能做的是他们触及不到
的部分，因此民间互助就显得格
外重要。 ”王文告诉记者，在突发
性大灾面前，首先我们需要对很
多信息做有效地筛选，做力所能
及的事；其次是能够在灾难面前
形成民间救援的体系和机制，这
就需要拥有互助和自救意识的
一群人，在大灾面前保持相对清
醒，照顾好身边的人；最后，珍惜
每一次灾难，在面对每次灾难时
尽可能完成公众教育，也就是通
过实训发展出一批有经验的队
伍，让更多的人在突发事件面前
知道方向感在哪。

灵山慈善基金会在灾情发
生后第一时间在腾讯公益启动
筹款工作， 计划筹款为 136 万
元 ， 截 至 记 者 发 稿 已 筹 款
611,782.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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