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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金华市红十字
会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
泉山红十字主题文化公园，开
展“我是红十字人”主题宣誓
活动，并通过网站、微信、手机
APP 等网络平台开展疫情防
控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

舟山市红十字会联合定
海区红十字会，在金塘镇沥平
村开展“五八”博爱周主题活
动暨“三服务”进农村活动，向
村民发放急救箱、急救包，宣
传疫情防控和应急救护知识。

博爱周期间，杭州市红十
字狼群应急救援队成功组建
龙羊分队。活动中，富阳区红
十字会、富阳区红十字狼群应
急救援队等相关负责人及 30
余名龙羊分队队员参加成立
仪式，并重温入会誓词。

5 月 8 日，苍南县红十字
会举行“红十字十大感动人
物”表彰仪式，并开展“红十字
博爱月”启动仪式暨无偿献
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
动。据了解，评选自3月25日

启动，经广泛收集推荐，评选
出苍南县“红十字感动人物”
10名。

景宁县红十字会在县党
群服务中心举办“讲好红十字
故事 弘扬红十字精神”故事
分享会，援鄂医务人员、红十
字救护师许娟，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吴加松，县红十字应急救
护讲师雷建光讲述了他们与
红十字的故事，100 余名红十
字会员、志愿者和青少年参加
分享。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打造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
———浙江省红十字会系统纪念—浙江省红十字会系统纪念““五八五八””世界红十字日系列活动纪实世界红十字日系列活动纪实

为纪念第73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事
业，浙江省各级红十字会围绕“助力疫情防控 红十字‘救’在身边”活动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积
极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唱响红十字好声音。

5 月 8 日，杭州市红十字
会举办纪念“五八”世界红十
字日暨杭州城市大脑·杭红捐
赠平台发布仪式，活动同步在
央视新闻移动网、新华社现场
云、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官方
微博直播。

“杭红捐赠”平台是杭州
市红十字会发布的全国红十
字会系统首个网络物资捐赠
平台，将发挥“互联网+公益”
的优势，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一键快捷捐赠、全程透明可
溯”，让物资捐赠可跟踪、可体

验。平台上线后，杭州市同步
上线了第一个线上物资捐赠
项目“在阳光下”和第一个线
上公益合作项目“健康出游·
救在身边”。

5 月 8 日，温州市红十字
会公布了该市“十佳人道公益
项目品牌”评选及结果。这些
品牌实施多年、成效显著，在
帮助困难群众的同时，也让红
十字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陶慧敏爱心发展基金”
主要发起人、温籍国家一级演
员陶慧敏现场再次向“陶慧敏

爱心发展基金”捐款 10万元。
她说：“出于温州人的情怀，我
们发起人中有许多温州华侨，
以及国内与温州本地的爱心
朋友，大家共同倡议和呼吁更
多爱心人士参与人道公益事
业，帮助困难群众。”

5 月 9 日，金华市红十字
会、市人民医院举行助医公益
项目签约仪式，共同设立“佑
心”博爱基金、“益视复明”博
爱基金，首期已筹资 100 万
元，主要对全市贫困的心脏病
和白内障患者提供人道救助。

宁波市红十字会开展“云
端红五月·我‘看’红十字”线
上宣传活动，分别是“讲·红十
字——我心中的红十字”感言
活动、“拍·红十字——我眼里
的红十字”摄影活动、“画·红
十字——我笔下的红十字”绘
画活动、“学·红十字——我了
解的红十字”知识竞赛、H5宣
传——我为红十字代言，在

“宁波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
号进行展示宣传、投票评比，
掀起红十字宣传热潮。

宁波市镇海区红十字会
推出微视频展播、镇红流动展

厅、云急救培训三大主题系列
活动，助力疫情防控，促进健
康镇海建设。5月12日、13日
成功举行两场云急救培训，吸
引1.8万余名网友参与。

5 月 8 日，湖州市红十字
会联合国网湖州供电公司闵
华团队，首次开展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云上”直播，吸引全
国 160余万名网友在线观看。
作为对口支援县，青川县红十
字会联合县教育局，组织全县
各所学校师生集中观看网络
培训课程。

嘉 兴 市 红 十 字 会 联 合

FM104.1，在《新闻今日谈——
12345 直播间》开设系列访谈
节目，邀请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走进直播间进行访谈，宣传红
十字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
道救助等工作。市红十字会
还在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
设置“云课堂”栏目，满足公众
学习应急救护知识的需求，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为推动红十字会工作，优
化网络服务，打响官微品牌，
绍兴市红十字会推出卡通形
象代言人“红小侠”，积极宣传
红十字精神和红十字会工作。

省红十字会撷取全省红
十字人战“疫”瞬间，用短视频
讲述他们逆行而上、毅然前行
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助力
疫情防控 红十字‘救’在身
边”的主题。

5 月 8 日，温州市红十字
会联合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
团，举办“‘益’路同行 感谢有
您”——纪念第 73 个世界红
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感谢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个人和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代表。宣传活动由
线下搬到线上，通过快点温州
直播平台进行直播，近 6万人
观看、参与活动。此外，市红

十字会还在温州健康专线公
交车站投放公益宣传平面广
告，开展“情系战疫 逆行中的
红十字人”人物表彰活动。

红十字博爱周期间，嘉兴
市秀洲区红十字会结合活动
主题，积极开展“情系战‘疫’
基层工作者关爱行动”，对疫
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一
线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进行慰
问。衢州市衢江区红十字会、
衢江区卫生健康局联合举办

“聚力抗疫 人道光芒”红十字
主题活动，向援鄂医疗队员们
敬献鲜花，向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红十字会员、志愿者表示衷
心感谢。

绍兴市红十字会以“致敬
逆行者”“致敬捐赠人”“致敬
志愿者”“致敬救援队”“致敬
红会人”等 5个致敬系列为主
题，制作一批公益宣传海报，
在市世贸广场户外 LED 大屏
幕 24 小时不间断滚动播放，
宣传抗疫一线平凡人物的先
进事迹。绍兴市柯桥区红十
字会联合柯桥传媒集团在浙
江新闻、笛扬新闻、腾讯大浙
网等平台推出“因为爱 就在
身边”——纪念第 73 个“五
八”世界红十字日云活动，集
中展示红十字会的风采、红十
字人的形象和红十字领域涌
现出的典型人物及感人故事。

博爱周期间，湖州市、衢
州市、台州市红十字会在微信
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展播宣
传海报，集中展现三市红十字
人在助力疫情防控，助力复工
复产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丽
水市红十字会联合丽水交通
音乐广播开设世界红十字日
特别节目，讲好红十字故事，
唱响红十字声音。

苍南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科协、县中医院等部门，在望
里镇开展关爱生命健康进基

层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急救技能演示等方式普及应
急救护知识，并开展义诊活
动，为基层群众送去关怀。

德清县红十字会组织志
愿者走进舞阳街道宋村村，向
村民传授应急救护知识技能，
提高村民的急救能力。

为提升突发事件的处置
救援能力，湖州市南浔区红十
字会联合南浔古镇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成立南浔区红十字
古镇应急救援队。救援队是

在南浔古镇专职消防队的基
础上建立的，除做好日常消防
应急救援工作外，救援队将在
辖区内普及救援知识、救护技
能，进一步为南浔古镇提供安
全保障。

兰溪市红十字会联合市
8890 便民服务分中心启动红
十字博爱周活动，并开通“疫
情防控知识直通车”，每周定
期向各村（居）广播疫情防护
知识、红十字急救知识等，助
力全市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数字赋能 项目带动 提升人道服务能力

相约云端 网络直播 构建红十字工作新业态

宣传典型 展现风貌 致敬逆行红十字人

助力防控 服务群众 红十字“救”在身边

重温誓词 表扬先进 坚守人道初心

杭州市红十杭州市红十
字会联合多部门字会联合多部门
单位成立杭州城单位成立杭州城
市大脑市大脑··杭红捐赠杭红捐赠
平台平台

湖州市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志愿者的疫情防控物品被市博物馆收藏

新昌县红十字户外救援队积极参与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杭州市上城区红十字会利用西湖风景名胜区湖滨步行街上的电子屏进行宣传

德清县红十字会会员、志愿者代表重温入会誓词

温州市红十字会为抗击疫情工作作出
突出贡献的爱心单位、个人和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代表颁发纪念牌

台州市路桥区红十字志愿者为羊木镇
石鸭村村民义诊

本版图文由浙江省红十字会提供

武义县红十字会联合县红十字医院在
熟溪小学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嘉兴市秀洲区建成全区首家红十字博
爱公园。5月8日，区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
上线“红十字博爱公园线上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