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纪要

主题：

“防灾减灾准备工作、疫情防控和可持续性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第 9、 11、13 条）

暨亚太地区“2020 年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IDDR）”

网络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日本时间 11：00-13：00

地点：腾讯会议

会议内容：

主持人：Siti Fitriyah

致欢迎辞，并简短介绍网络研讨会。

第一部分：开幕致辞

分享者:Berton BNPB

对所有组织者和参与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1. 世界范围内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各方面造成巨大影响，也在试图摧毁我们的意志。实

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已有组织提醒各地政府,存在爆发大范围流行病的潜在

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显然，政府还没有做好应对大范围流行病的准备。

如果没有政府对医疗服务的经济支持，难道要让世界各地的工作者在没有适当保

护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医疗服务吗？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严重灾难，如野火，海啸，洪水等，有时它们会造成比

眼下的疫情更大的危害。由于地理原因，印度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去年就发生了

3800 多起自然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 一些可以治愈世界“疾病”的方法。

首先，纪律，纪律还是纪律。印度尼西亚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 82％

的受访者合理地佩戴了口罩。公共场所中约 20％的受访者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

只有 76.9％的受访者做到“不扎堆”。其他人则聚集在饭店，体育馆和其他公共

场所。有人甚至以从未感染新冠为由不服从规定。我们要求的“纪律”是戴好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定期洗手。这些规定可能也适用于其他的灾情应对。

第二，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所有利益相关者应成为灾害管理措施的一部分。

年轻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应将青年参与作为灾害管理框架的一部分。此外，现代

技术和传统技术方法可以共同用于解决当前问题。我们要认识到现代技术和传统

技术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消除这些贫困对于两者的结合也是一个挑战，需要政

府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第二部分：嘉宾演讲

主持人：Eko Ernada

关于此网络研讨会的基本信息

对所有参加者表示感谢

嘉宾简介

分享者 1:Lt Gen Lavindra Pratap Sahi

1. “未雨绸缪是防灾减灾的关键。”

为了遵循这一原则，我们需要做足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灾难，本次

疫情期间更需提高警惕。我将介绍我们的应对措施，取得的成果以及我们将如何

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降至最低。政府的应对措施从第一例患

者确诊就开始了。前有政府部门统筹全局，后有社会各界同心协力，使得疫情得



到了很好的控制。

2. 政府的响应措施

政府要求在年底之前制定国家级的灾害风险战略。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

我们会进行采取相关行动，然后在实行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改正，不断吸取经

验教训、形成并完善策略。

应对灾害风险的良好措施和战略必须与媒体，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环境

保护，能源，水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印度最为重要。印度尼

西亚已经开始朝着疫情之外的长期目标前进，以实现全面的可持续性发展。

3. 出入境问题

疫情爆发后，许多人或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或返回印度。每个人都希望安

全到达家中，这就需要良好的管理、充足医疗设施和药品，满足他们成功返家之

前的检查和隔离需求。有时还需要两国进行协商对接。将损失减到最小是我们的

责任。印度尼西亚对回国的所有移民进行了在线注册和追踪定位工作。这项政策

取得了成功。许多人从各自工作的地方回来，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只等隔离结

束返家。

4. 一切尽在掌控。

重大措施列举（13 亿人次的“禁足令”）

齐心协力，变不可能为可能。所有措施都得到了每个个人、组织（包括非政

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的支持。技术的发展也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贡献。

分享者 2:Ryuichi Nozaki

主题：从灾难中汲取经验教训，提高社会的抗灾能力

1. 1995 年阪神大地震-从零开始



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任何准备。我们从零点开始，然后发生了混乱。

然后我们开始重建工程。我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参与了这次重建项目。

在那个时期，地方权力比较大，所以地方政府和公民更倾向于自主行动：

地方政府：

重建基金

受害者及支持者会议

专家派遣系统

专家及研究人员：

民间组织/志愿者网络

当地大学网络

专家组织

我的贡献

阪神重建小组

接待观察小组

讨论与建议

房屋重建

5幢受损公寓

4幢联合住房

2幢集体住宅



2. 2011.3.11 日本东部地震（海啸）

中央集权力量增强了，地方政府的影响变小了。灾害应对模式发生了很大变

化。我们从灾害应对学到了什么：

生活还将继续： 重建是暂时的；

恢复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要始终保持信心

改造社会的启示： 灾后重建是重要的社会经验

灾后重建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进步。

分享者 3：Idha Kurniasih（来自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社会事务部受灾人民保

护局，代表部长发言）

主题：社区减灾支持——以人为本

1.社会事务部灾害管理政策方向

全面发展基于社区的灾害管理。

扩大社会保障在灾害管理中的覆盖面。

加快满足受灾人口基本需求和社会心理支持。

促进人力资源在灾害管理方面的可持续性应用。

完善后勤管理体系。



2.社区减灾计划

1）村内备灾：引导村民协调组织，集中进行社区协商讨论。村民们拥有备

灾资源。我们所做的就是告诉他们如何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我们还支持村民建立

社区福利制度。该方案不只适用于某一个村庄，而是可以用于多个村庄。我们希

望能够帮助村民们培养应对未来灾害的能力。

2）难中志愿者：灾难发生时，许多人愿意发挥自己的影响里。他们对政府

和社区很有帮助。到目前为止，他们在食水供应、资源分配和提供住所方面帮助

很大。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教师、医生甚至出租车司机。我们在减灾教育

方面做出创新，推出了一个灾难志愿者学校计划，旨在提高学生的减灾意识。志

愿者们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们灾难发生时他们应该做什么。

3）能力培养：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我们发现多方面能力有待加强。志愿

者们在支持人民方面需要指导。我们提供的培训也有助于确保志愿者的安全，使

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社区做贡献。

4）社区支持指导方针：我们提供三个主要的指导方针，涉及隔离检疫、人

道主义援助、资金援助和资源分配。如果你想为社区做点什么，可以从这些指导

方针入手。

5）应对 COVID-19 信息系统与枢纽：我们设立了一个信息中心，在这个特殊

时期为人们提供可靠的参考。当志愿者想要提供帮助时，他们也可以获得可靠的

信息。COVID-19 疫情期间有相当多的志愿者活动。

3.问题反思

我们都知道，所有国家都共同面临着许多问题，如 COVID-19、气候变化、

人口增长等等。问题是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第二个问题是有那么多人对生活条件并不满意，甚至是流离失所。我们如何

改变或提高他们的意识，我们如何为他们提供支持，如何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环

境？

最后，我们谈到过减灾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们怎样才能结合不同领域的人

道主义合作呢？我们如何缩小甚至弥合不同领域间的差距？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分享者:Yoshlnobu FUKASAWA 博士

主题: 灾难故事会和 TeLL-Net

既然前面很多嘉宾都有提到过，我就不需要过多纠结于开场。我想提醒大家

的是，1995 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中有许多人丧生。

1.减灾与人类重建机构（DRI）

这一多功能机构成立于 1995 年阪神地震发生之后。它主要还是作为博物馆，

用以收集地震记录，如文件、照片、文物等，展示神户人民应对、抗击和战胜地

震的经历。博物馆里有讲故事的志愿者，他们可以帮助参观者了解展品背后的故

事。

2.国际上各种各样的故事会活动

夏威夷太平洋海啸博物馆：夏威夷过去发生的海啸

印度尼西亚 Ache 海啸博物馆：2004 年印度洋海啸

泰国国际海啸博物馆：2004 年印度洋海啸等。

3.11 日本东北的登盛路：2011 年海啸纪念馆设施、纪念碑等。

阿萨马灾难废墟，遗迹，遗迹和记忆：1783 年阿萨马火山喷发

各种规模的节日、纪念活动，有公共设立也有私人举办，志愿者会参与其中，

涉及歌曲和绘画等多种形式

3. 国际灾难幸存者分享会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Telling Live

Lessons from Disasters, TeLL-Net)

1) 2005 年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也在神户举行。

2) TeLL-Net 成立于 2006 年。

它是一个国际平台，由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组成，成员从事各种活动，旨

在保存自然灾害发生时的记忆和故事。他们把这样的故事传给下一代，也传给灾

区以外的地方。

这些国际项目有助于促进相互学习和灾难故事的传播。

4. 2020 TeLL-Net 论坛

论坛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神户举行，纪念 1995 年大地震 25 周年。

来自 21 个国家或地区的 71 名专家参加了论坛。在论坛上，我们讨论了一些重要

的问题。简而言之主题就是为什么讲好灾难故事很重要。



首先，讲好灾难故事能够发挥强大的力量。这些故事有助于故事讲述者进行

自我心理治疗。故事讲述者和接受者之间可以产生深刻的移情和共鸣，因为信息

是在心与心之间传递的。交换的不仅是实用的技术，而且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

信息交换可以成为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行动的有效动力。此外，我还提出了一个疑

问：灾难故事的力量能否转化为重建的力量？我不知道答案，但这是我想提出的

问题。

故事分享并不是必须的，还应考虑某些因素。不同地区对于讲述灾难故事的

活跃度各不相同。我们需要想想原因。对于灾难遗迹是应该保留还是移除，我们

应该结合当地情况慎重考虑。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灾区之间的交流是否能起到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当文物或纪念碑与实际发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时，能够产生令人

信服的作用。人们可以从灾难故事讲述这门艺术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这是一种

充满真心与热情的交流。此外，虽然信息通信技术是一种潜在有效媒介，但我仍

然相信故事、事实和地点仍然很重要。

博物馆在灾难故事的讲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灾难故事具有强大的力

量，而且基本上是主观的。灾难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或社会过程，跨越很大的

时空维度，仅仅收集灾难故事是不够的。博物馆馆长在设计灾难展览时，可以将

系统的知识元素和情感元素精心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很经济的方式，有助于节省

成本。但还有个问题。灾难记忆的消逝是无法避免的。

尽管 COVID-19 有着与自然灾害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时刻做好应对突发疫情的准备，社会应

对措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Dr. Abdhesh Kumar Gangwar 对以上嘉宾的发言进行简要总结。

第三部分:讨论

1. RCE 成员们回答 Abdhesh Kumar Gangwar 博士的三个问题

问题:

1).当你听到“灾难”这个词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2).你怎么看待 2020 年“国际减灾日”(IDDR)？



3).适逢 2020 年“国际减灾日”，你想向公众说些什么？

RCE Kuching:

1).人员伤亡令人感到悲痛

2).与同行一起思考生命的流逝。

3).铭记所失，携手朝着更安全的未来努力。

RCE Hohhot:

1).无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我认为今年宣传这一纪念日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必要。

3).全人类都应该团结起来应对灾难。

RCE Dobong-Gu:

1).事件突然发生且不可预知

2).与社区一起为各种灾难的发生而做准备

3).建立新型灾害教育体系

RCE Greater Dhaka:

1).救救我，救救我们。

2).提高认识，完善准备

3).杜绝认为灾难，让我们一起努力。

RCE Northern Mindanao

1).城市内涝、河水泛滥、火灾、风暴和地震

2).利用数字平台宣传信息、分享信息和补充信息

3).共同推动 IDDR 的支持行动与相关倡议

RCE Cebu (Gloria Estenzo Ramos of OCEANA):

1).挑战治理能力，应对水平不足

2).与 DRRM 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

3).把 DRRM 纳入个人生活方式和个人管理当中

RCE Cebu (Teodorico Navea of Sanlakas):

1).影响人们的负面事件

2).通过开展环保活动来提高公众认识

3).根据上帝的指示，决然面对灾难，保护地球母亲，她是所有人的家园



RCE Srinagar:

1).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提升青年人的认识和能力

3).每个家庭和学校都应该准备应急计划

2. 对 Ryuichi Nozaki 先生提问

问：阪神大地震破坏了贵国许多基础设施，给房屋重建造成困难，请问你们

和贵国如何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管理，以便在短时间内实现恢复？您能给我们一

些建议吗？当发生事故时，特别是对人们的建筑和住房重建造成破环时，我们该

怎么办？

答：1995 年确实发生了可怕的灾难。那时我们的建筑业状况良好。我想这

是一种运气。当时在灾区进行房屋重建并不容易，幸好我们有足够的场地。

3.对 Lt. Gen Ravindra Pratap Sahi 先生提问

问：在降低 COVID-19 灾害风险方面，贵国认为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

么，以及如何为灾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做准备。

答：从国家层面来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战略，就无法有效运作。制

定正确的战略是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社区的参与。为了确保政府和国家

的良好运行，我们鼓励社会各界和所有个人的参与，确保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面

对 COVID-19，国家中的所有成员都需要作出努力。此外，我们还在努力改善全

国的基础设施。

4. 分享者:Igarashi Hitoshi 先生

我想分享我的一些意见，看看大家会有什么感受，看看大家如何来整合努力，

实现共同目标。我来自日本的一个小地区，主要研究应急管理。

灾害管理有两个方面：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在讨论社区应急管理时，这两

个因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风险管理是指在灾害真正发生之前对其进行评估并采

取必要的行动。我所擅长的危机管理主要是如何有效、高效和及时地处理紧急情



况。所有的研究和努力都聚焦于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管理。在今天

的社区活动讲座中，我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你们。

现在我想我们要实现的是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之间的关联。灾难随时随地都

可能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科学总是有局

限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灾难将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发生，所以我们必须把重点

放在风险管理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如何处理突发事件。我们根据调

查、实验和数据预先安排了计划，这是很好的。然而，有时当紧急情况发生时，

这些计划可能行不通。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紧急情况。如你

所知，政府的预算和资源时有限的，需要应对所有紧急情况。那么谁应该做好准

备？那就是我、你、还有整个社区。政府的支持和我们的自我救助必须在适当的

时间点和地点，以正确的方式结合起来。

这就是我想分享的。DRR（减轻灾难风险）它不仅指风险管理，还包括危机

管理。

5. 对 Yoshlnobu FUKASAWA 博士提问

问：在讲述灾难故事的过程中，能够吸取什么教训？现有社区如何应对灾难

才能预防和减少潜在的灾害，或是为未来做好准备，提高韧性？

答：灾难故事讲述讲的是一个人在困难的情况下的感受。讲述者想和其他人

分享一些关于他的情绪和感受。你能从故事中得到的信息是很少的，它不能把你

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但我想强调的是，故事讲述可以让你更具同理心，促使你去

将所知用于实践。众所周知，有时我们掌握了知识，但却不去实践。故事讲述可

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部分：结论

Hyun soon Bae 博士对本次研讨会各嘉宾的发言做简单总结。

Eko Ernada 向与会嘉宾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集体合影。

记录者：晏玉燕 宋雪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