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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开展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

陕西 西安市红十字会、灞桥
区红十字会举办 2022

年“红十字博爱周”启动仪式暨纪念
第75个“5·8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
传活动，介绍国际红十字运动知识
和世界红十字日的历史渊源；讲解
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和动作要领，志
愿者同步演示了遭遇突发意外事件
时现场心肺复苏与自救互救技能，
社区群众纷纷踊跃上台，亲身体验
操作；市红十字会团体会员单位西
安庆华医院为社区居民开展了健康
义诊，西安雁塔华厦眼科医院向社
区温馨居家养老服务站捐赠了米面
油生活物资。现场还开展了无偿献
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
献、“天使计划”救助项目等贴近群
众、服务群众的宣传活动，共发放各
类宣传品（资料）500余份。

渭南市合阳县红十字会博爱周
专题活动——“生命教育讲堂”走进
甘井镇安家庄村，为80余名群众讲
解应急救护知识；走进城关街道办
泰山社区，举行成立泰山社区红十
字会基层组织揭牌暨社区红十字志
愿者服务队成立仪式。

安康市宁陕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中医院、县疾控心中举办纪念第 75
个“5·8 世界红十字日”暨“生命教
育，人道伴行”宣传活动，面向公众
倡导“人人皆可参与”的公益理念，
发动公众关注由中国红十字会发起
设立的“5·8 人道公益日”项目，发
放红十字教你自救互救、无偿献血、
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等
宣传资料 3000余份，并对群众咨询
的有关问题进行耐心解答。

兴平市红十字会联合兴平市红
十字曙光救援队开展“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5·8”博爱周主题宣
传活动，向广大市民讲解心肺复苏
操作方法和步骤，并利用模拟人进
行实际操作演示；走上街头向过往
群众发放应急救护宣传册，并耐心
讲解应急救护知识，使群众更加知
晓和了解红十字会工作。

浙江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派出
所徐建勇教导员带队全

体协辅警走进练市镇应急救护培训
基地参加心肺复苏与 AED 使用培
训；南浔区红十字青少年户外实践
基地的志愿者给前来开展拓展活动
的青少年进行技术指导以及安全保
障；双林镇凤凰广场核酸检测点，红
十字志愿者帮忙扫码登记，做好核
酸检测的准备工作；村红十字志愿
者宣传发动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并做好接送工作；南浔区东迁街道
红十字会围绕“生命教育 人道伴
行”主题，在洋南村、浙江霄腾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红十字博爱周”
应急救护培训。高新区卫健办、高
新区红十字会、南浔区中医院以及
南浔镇增山社区举办“弘扬生命理
念，普及健康知识”义诊服务活动以
及急救知识培训讲座。

温州市洞头区红十字会组织红
十字户外运动志愿者服务队启动

“生命关爱·情暖‘疫’线”活动，支持
和慰问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
人员，为防疫值勤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送上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瓯
海区红十字会以“生命教育 人道
伴行”为主题，在红十字系统开展
2022年“5·8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
动：开展“共享社·幸福里”社区党建
联盟建设，推动基层党建实现“互联
共建、互助共赢”；开展“红十字与亚
运同行”主题活动，在亚运龙舟运动
基地比赛场馆建立红十字工作站，
设置 2台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为近千名亚运大学生志愿者开展红
十字救护员培训。

宁波市镇海区红十字会开展
“5·8人道公益日”募捐活动。截至
目前，两个公益众筹项目已经分别
筹到捐款5万余元和1万余元，并获
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腾讯公益基
金的部分配捐。

龙泉市红十字会举行为 2021
年度爱心协会、爱心企业及优秀志
愿者颁发荣誉证书，与杭州市公羊
会公益基金会代表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还与龙泉市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会签订“健康·品质龙泉”爱心基金
设立协议。接收爱心企业代表为

“健康·品质龙泉”爱心基金捐赠的
启动资金 45 万元及龙泉市慈善总
会捐赠的AED10台。

丽水市缙云县红十字会开展
2022 年“红十字博爱周”和爱心义
卖活动，为“缙云县救在身边”和“缙
云为生命救援”2个项目募集资金。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
积极开展线上、线下不

同规模、多布点的宣传活动，鼓励市
民学习CPR+AED应急救护技能，

倡议社会各界关
注居民小区共筹
AED 项目，宣传
关爱生命理念，
彰显红十字“救
在身边+生命教
育”的价值内涵；
通 过 设 置 宣 传
台、现场发放宣
传资料、专人讲
解分享捐献者无
私奉献的典型事
迹等形式动员更
多社会群众参与
生命工程；开展

“5 · 8 人道公益
日”项目筹资活
动，精心组织“为

‘折翼天使’插上
‘圆梦翅膀’——
大病儿童人道需
求关怀计划”“相
爱何需相识——
器官捐献者子女
学习关爱计划”

“天灾无情人有
情，人间有爱处
处暖！——赈济
家庭箱储备计划”“你我爱心同接
力，心脏骤停有神器！——居民小
区众筹安装 AED计划”等 4个筹资
活动计划。雨花台区红十字会联合
智云行文化开展“生命教育 人道
伴行”“5·8”博爱周主题活动，向一
线医务人员赠送150份大礼包。秦
淮区红十字会向社会发出倡议，诚
邀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互联网筹资活
动，倡导“人人皆可参与”的公益理
念；为社区居民开展健康义诊，开展
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
官捐献、“5·8“互联网筹资项目等宣
传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品（资料）
200余份。

南通市如东县红十字会举行
“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纪念第 75个
“5.8”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暨红
十字博爱月启动仪式。

邳州市红十字会在腾讯公益平
台发起“白血病儿童人道需求关
怀”“博爱家庭箱”“器官捐献家庭
子女助学”3个子项目，分别为白血
病儿童筹集人道关怀资金，为受灾
家庭配备家庭箱和为器官捐献家庭
子女筹集助学资金。截至 5月 7日
17 时 30 分，共募集 7.75 万元，完成
线上募捐任务51.7%。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长馨社
区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在长馨家园开
展以“弘扬生命理念，普及健康知
识”为主题的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
传活动。

四川 成都市红十字会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红十字文

化周”活动，市各级红十字会将以
“保护生命健康 迎接成都大运”为
主题开展志愿服务，在学校开展“红
十字文化进校园”“红十字救护优秀
师资”“最美救护员”评选等活动以
及开展红十字“救在身边”“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开放日”等活动。5月7
日，宣传活动走进成都市盐道街小
学汇泉校区，以展板宣传、生命安全
课程宣讲、诗歌朗诵形式，让孩子们
掌握日常生活中急救简易处理方
法，爱心企业通过锦江区红十会向
学校捐赠 1 万只医用儿童口罩，助
力学校防疫工作。

成都市锦江区红十字会在中国
灾害防御协会主办的《人道主义行
动中儿童保护的最低标准（2019年
版）》发布会暨锦江区2022年度“防
灾减灾千场科普讲座”公益活动启
动仪式成都分会场设置 10 个科普
展台，大力宣扬“三献三救”知识及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配套开展儿童应急救援宣传、防灾
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平安逃生、自
救大篷车”体验等活动。蒲江县红
十字会联合县总工会、团县委开展
的“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一起
向未来”主题直播活动受到广大网
友、群众的热切关注，53 万余名网
友在线观看并参与直播活动；直播
结束后，活动内容将持续在县级媒
体平台重复播放。此外，蒲江县红
十字会还积极利用线上平台和线下
培训，积极向广大志愿者、应急救护
师资等宣讲于 2022年 5月 8日施行
的《四川省红十字会条例》和红十字

“三救三献”核心业务，向群众发放
宣传资料3.2万余份。

内蒙古 自治区红十字会召
开“5 · 8 人 道 公 益

日”众筹项目培训会。各盟市红十
字会筹资项目负责人通过线上形式
参加培训。

呼 和 浩 特 市 红 十 字 会 举 行

2022 年“5·8”世界红十字日暨“5·
12”国家防灾减灾日宣传纪念活动，
为3支志愿服务队授旗；对140名受
疫情影响的未成年人困难家庭给予
人道帮扶，累计发放人道救助金 14
万元；为全市青城驿站、环卫工人工
作站配发“红十字急救箱”1000个，
为市内四区配发“红十字智能急救
设备（AED）共计20套。

额尔古纳市红十字会联合额尔
古纳边境管理大队，走进三河、上库
力、太平、莫尔道嘎、室韦等 8 个基
层边境派出所，为80余名一线民警
进行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助力守护
边境安全。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红
十字会联合群团部门举行“救在身
边·生命教育讲堂”应急救护知识讲
座，旗群团各部门、双塔街社区联合
党委各成员单位和居民群众参加。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红十字
会举行主题为“生命教育 人道伴
行”2022 年纪念“5 · 8 世界红十字
日”博爱周系列活动暨“5·8世界红
十字日”线上筹资活动。

江西 南昌市红十字会和南昌
市广告协会联合举办

“5·8洪城一起红”红十字文化传播
设计征集活动作品评选会，邀请市
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及三位专家
评审从构图、色彩、主题、视觉效果
等方面对 60 组作品参赛作品打
分，并从专业角度提出了修改意
见，获奖作品名单和获奖作品将在
修改完成后由南昌市红十字会进
行公布。红十字博爱周期间，南昌
市红十字会还将开展“点亮洪城”
行动，在绿地双子塔、一江两岸亮
化工程等地标建筑展示主题宣传
标语，在南昌日报、南昌晚报整版
刊发主题海报，在 401 个公交站
牌、部分楼宇电梯广告播放主题公
益视频，在全市所有基层组织、基
层阵地展示主题海报和主题展板，
在全市刮起“红色旋风”，营造红色
氛围。此外，已在企业、学校和社
会组织开展生命教育系列宣讲暨

“5·8人道公益日”活动 20余场，约
600人参加。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进行宣讲动员，15家爱心企业
和 6 所学校表示将组织参与“5 · 8
人道公益日”活动。

抚州市黎川县红十字会开展以
“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为主题的
“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并联合县蓝
天救援队为 2022 年全县职工运动
会安全工作保驾护航。

赣州市红十字博爱基金会积极
参与活动，在“5·8 人道公益日”期
间，发起“博爱虔城‘救’在身边”项
目，以线上方式为公众场所投放“救
命神器”AED和储备备灾版家庭应
急箱筹集资金。

吉安市泰和县红十字会联动
23 个乡镇（场）红十字会，开展“5·
8”红十字博爱周系列宣传活动，组
织红十字志愿者进广场、进圩镇、进
商铺、进农村、进学校，通过发放宣
传折页、宣传气球、现场讲解等方
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三献”知识。

河北 石家庄市新华区红十字
会举办 2022 年“红十字

博爱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向
游园群众介绍国际红十字运动知识
和世界红十字日的历史渊源；发放
应急知识手册和无偿献血、造血干
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宣传页以
及宣传手提兜等各类宣传品（资料）
300余份。

湖北 黄冈市英山县红十字会
联合多家单位在吴家山

林场开展“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主
题活动。活动分为红十字送健康、
红十字送文明、红十字送知识三个
部分。

随州市曾都区北郊街道楚风社
区红十字服务站以“公益助残听力
筛查”为主题，联合有关专业机构开
展听力健康知识宣传活动。

黄石市西塞山区红十字会联合
陈家湾社区红十字会开展“生命教
育 人道伴行”红十字博爱周主题
活动，以宣传牌、发放宣传册等形
式，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
法》和心肺复苏的理论知识，心肺复
苏技术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在活
动现场设置宣传区，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红十字会法》、无偿献血、造血
干细胞捐献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
识、法规条例等向过往的居民群众
进宣传。

宜昌市夷陵区红十字会举办以
“聚人心、共善举”为主题的第75个
“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暨“5·8
人道公益日”活动。为新成立的“夷
陵区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夷陵区

‘弘心’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为
5 位新任队长颁发聘书；向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发出关于参加首届“5·8
人道公益日”筹资活动的倡议；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代表李萌讲述捐献故
事；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颜家娥开
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宜昌弘洋集
团等爱心企业组织多名志愿者现场
捐献热血，提取血样加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红
十字会主要负责人做客利川人民广
播电台 F107.7栏目，与听众互动交
流；组织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
应急演练及“青春之心灵护航”“关
爱困境女童行动”“振兴乡村红行
动”三个主题互联网筹资募捐活动；
还将持续推进无偿献血、造血干细
胞血样采集、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
宣传、志愿服务等活动，大力推进红
十字生命教育。

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红十
字会举办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活
动，为 40 余名干部职工带来“救命
一课”，并现场发放红十字家庭急救
小药箱。

北京 西城区红十字会围绕
“关爱生命、救在身边，

红十字在行动”的主题，开展人道募
捐、慰问防疫一线人员等活动，向西
城区各街道办事处发放各类急救物
品 7000件，价值 16万元；发放口罩
67260 只，面屏 4800 个，价值 46 万
余元；向参与核酸检测采集的区卫
生系统、教育系统和街道社区一线
防疫工作人员、志愿者发放各类物
资价值 26 万余元。区委副书记袁
海鹏到新街口街道办事处看望社区
工作者、红十字志愿者，到平安医院
慰问医护人员，为困难群体发放人
道救助金；与西城区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柴丽敏共同向新
成立的平安医院心理咨询红十字支
援服务队授旗。

安徽 安庆市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中心走进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宣
传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黄山市红十字会召开 2022 年
“红十字博爱周”新闻发布会，介绍
“红十字博爱周”及相关情况，包括
慰问全市援沪核酸检测医护人员家

属、助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开
展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举办防
灾避险、应急救
护知识培训、开
展遗体器官组织
捐献宣传、组织
参与“5 · 8 人道
公益日”众筹项
目等六个活动。

亳州市红十
字会联合市教育
局、市乡村振兴
局、市总工会开
展 2022 年度“5·
8”人道公益日护
航 计 谋 募 捐 活
动，创新手段发
动热爱公益的单
位和个人进行爱
心捐赠，捐助对
象 为 2022 年 秋
季亳州市进入高
中和高等教育阶
段就读的品学兼
优的家庭经济困
难新生，切实为

困难学子提供救助。

山东 东营市垦利区举行2022
年“红十字博爱月”活动

启动仪式，红十字工作者和志愿者
宣读“我是红十字人”誓词，并举办
全区首期网格员救护公益培训班。

临沂市蒙阴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教体局等多个单位，围绕“生命教
育 人道伴行”博爱活动主题，多措
并举扎实开展好“5·8”人道公益日
——防溺水生命教育众筹活动，截
至 5月 7日 17时，已有 2329人次参
与捐赠。

淄博市举行 2022年“红十字博
爱周”启动暨红十字生命教育现场
推进会 ,为红叶柿岩“红十字救护
站”揭牌；为博山区蓝天、城际、红狼
等五支公益队授旗；淄博市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现场情景模拟心肺复苏
和 AED 使用、骨折包扎、气道异物
阻塞三种急救场景。

青岛市文明办、市红十字会联
合举办“纪念第75个世界红十字日
暨博爱青岛·志愿服务公益引导基
金设立发布会”，青岛中科清晨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发起、募集博爱青岛·
志愿服务公益引导基金 100 万元，
青岛红十字国际医疗服务团、青岛
城运控股公交市南巴士“一路髓缘”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青岛“热血真
情”红十字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
等团队现场授牌。

辽宁 大连市红十字会拍摄
《希望》和《生命的馈赠》

两支世界红十字日公益宣传片，并
在全市89条公交线、2条地铁线、部
分地标商圈户外大屏连续 10 天滚
动播出，同时在 20 个公交站点、地
铁站点定点投放宣传广告，实时通
过互联网全媒体平台进行播放和宣
传，向社会公众传播“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此外，大连市红
十字会突出“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
活动主题，大力推进红十字生命教
育五大行动，深入开展生命教育进
社区、进校园；组织开展“5·8 人道
公益日”众筹活动，为辽宁大病患儿
关怀、爱心街区、器官捐献者子女助
学等项目募集公益资金。

大连金普新区红十字会联合新
区宣传部、交通运输局、融媒体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多个单
位，全方位、多角度在全区范围内推
广“5·8 人道公益日”活动，通过部
分地标商圈公交车站宣传栏、公交
车车载电视滚动播放、辖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公益电子屏、街道（社区、
村）宣传栏张贴海报、微信朋友圈推
送等方式，上下联动同步开展公益
宣传，扩大活动的知晓率与影响力。

葫芦岛市南票区红十字会召开
培训会，以“5·8”公益日网络众筹活
动为平台，组建86个由各机关事业
单位和爱心志愿者为主的众筹战
队，截至目前，南票区网络众筹所得
款项暂居全市各县市区之首。

抚顺市红十字会联合抚顺市电
信公司开展“5·8人道公益日”网络
募捐活动，参与“辽宁重症患儿人道
关怀”公益项目，动员社会各界爱心
单位和爱心人士共同救助白血病、
先心病贫困患儿。

宁夏 石嘴山市平罗县职业教
育中心开展红十字博爱

周“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主题活
动，宣读《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全国
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红十字会志
愿服务实施方案》，明确通过组建一

支队伍、制定两个方案、开展“四结
合”活动，进一步完善急救教育工作
机制，积极发挥学校红十字会基层
组织作用。

山西 大同市平城区红十字会
开展“红十字会博爱周”

活动，全体干部职工及红十字志愿
者代表身穿带有红十字标志的马
甲、帽子，与“博爱”健身队一起，共
同跳起《走向复兴、大中国》串烧舞
蹈，传递生命朝气；“人道”骑行队队
员在永泰门广场周围来回穿梭，拉
起宣传横幅，展现青春色彩，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共同用行动诠释“生命教育、人道伴
行”的主题；同时向过往群众发放

《号召全区红十字志愿者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倡议书》《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防护指南》《防灾手
册》《成人心肺复苏操作流程》《人体
器官捐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
会法》等宣传资料及宣传红十字精
神的环保袋。

甘肃 平凉市、崆峒区红十字
会举办 2022 年“5 · 8 世

界红十字日”宣传活动，现场为 10
名优秀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并为辖
区困难群众发放 30 箱奶粉价值
39600 元；组织内容丰富的文艺演
出、应急救护培训，并诚邀社会各界
爱心力量，积极助力红十字会联合
腾讯公益平台开展的“5·8 人道公
益日”众筹活动；区红十字会、区地
震局的工作人员还向群众发放各类
宣传手册，讲解献血、遗体器官捐
献、防灾避险等知识。

张掖市红十字会开展以“生命
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 2022 年
红十字博爱周宣传活动，共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 2000余份，免费测量血
压300多人、为200余名群众提供义
诊、健康咨询及人道救助服务，50
余人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技能,500余
人参与公益筹款活动。

张掖市山丹县红十字会组织县
红十字会理事、监事成员单位共计
51家，参加2022年红十字系统“5·8
人道公益日”众筹项目活动，线上由
专人在腾讯网操作，引领各单位在
职职工、党员干部、村社干部、群众
积极参与捐款，线下开展大型集中
宣传活动，各单位集中在龙首广场
悬挂横幅，设立咨询点，张贴宣传海
报发动过往群众积极参与。截至目
前，共组建团队107个，参与人数达
到 3000 余 人 次 ，筹 款 金 额 达
36180.59元。

定西市通渭县红十字会组织志
愿者开展 2022 年“红十字博爱周”
暨“5·8 人道公益日”宣传活动，通
过发放红十字知识宣传册和布置展
板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无偿献
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器官捐献
和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助的基本知
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到红十字会
各项活动中来；利用腾讯平台开展

“救在身边”网上众筹项目，发动志
愿者通过微信群广泛宣传动员。

新疆 塔城地区裕民县红十字
会在人民公园内，举办

了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
的“5· 8”世界红十字日暨 2022 年

“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通
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单等方式，
重点宣传新疆红十字会开展“5·8
人道公益日”众筹活动。

云南 昭通市红十字会、昭阳
区红十字会联合举行

“红十字博爱周”暨“5·8 人道公益
日”活动启动仪式，开展“边境防疫
志愿服务”网络筹款项目推介、造血
干细胞捐献知识宣讲、应急救护知
识实操演练培训以及红十字知识有
奖问答等活动。

曲靖市红十字会结合“5·8”世
界红十字日，组织曲靖市红十字会
直属志愿服务队 30 余人开展行走
宣传活动。以“生命的起点·爱的接
力”为主题，从曲靖市红十字会门诊
部出发，途经曲靖市妇幼保健院（寥
廓院区）、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
人民医院、最后到达曲靖市人体遗
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园，全程行
走10余公里。

湖南 岳阳市红十字应急救护
志愿者协会的师资和志

愿者在巴陵广场举办“红十字博爱
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宣传“摆地摊
送救命技能”教学活动，他们化身

“带货主播”，不卖货物，只送“技
术”。活动现场，市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的 7 名讲师，用新颖的教学方式
吸引了众多市民朋友的围观和动手
实践，师资和志愿者们向参与活动
的热心市民耐心细致地讲解心肺复
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等急救技
能的技术要领。

5月5日，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实验小学学生展示其在红十字主题书画比赛中的书法作品 （吴志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