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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红十字生命教育，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助力健
康中国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红十字会 2022 年
的一项重点工作。
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中国红十字报刊社主办的 2022 年红十
字生命教育防灾避险知识竞赛将于
“五八”世界红十字日正式启动。本
次竞赛知识点和试题将刊登在《中国红十字报》上，各级红十字会可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在
“五八”红十字博爱周至
“世界急救日”期间自选时间
答题。全部答题活动应于 9 月 15 日前完成。
活动相关详情，
可咨询中国红十字报刊社事业发展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5 月 5 日召
开会议，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
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
动态清零，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
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今年 3 月以来，经过全国上下勠力
同心、并肩作战，
我们经受住了武汉
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践证明，我
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
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
学有效的。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
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会议强调，目前全球疫情仍处
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变异，
疫情的

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远
没有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我国是人口大国，
老龄人口多，
地区
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放
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
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
到严重影响。要深刻、完整、全面认
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
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
工作不足等问题，
坚决克服轻视、无
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
始终保持清
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
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
争。
会议指出，坚持就是胜利。当
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
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信心，
深
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
性，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充分

发扬斗争精神，坚决筑牢疫情防控
屏障，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
会议强调，要加快局部聚集性
疫情处置，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
收尽收、应治尽治，
协调联动核酸检
测、流调、隔离转运和社区管控等重
点环节，确保感染者和风险人群及
时排查出、管控住。要加强防控能
力建设，强化区域协防、省内统筹，
把防控的人力物资备足备齐，做好
疫情应对准备。要及时完善防控措
施，加大对病毒变异的研究和防范
力度，不搞简单化、一刀切，同步做
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物资供
应，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需求。要
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
防输入要把人、物、环境同防要求贯
彻到位，
压实行业责任和单位责任。
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好人民战
争，
加强信息发布，
主动回应社会关

切，
引导广大群众增强责任意识、自
我防护意识，自觉承担防控责任和
义务，
落实个人、家庭等日常防护措
施，
推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筑牢群
防群控防线。
会议指出，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劲心态，全面动员、全面部
署，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
行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继
续冲锋在前、顽强拼搏，
发挥战斗堡
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对在抗疫斗争
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
迹，
要加以宣传报道，
以激励广大干
部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团结一
心做好抗疫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国红十字会“5·8人道公益日”互联网众筹项目正式启动
本报讯 （宗红）5 月 7 日，在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发起设立的“5·8
人道公益日”正式启动，并于 5 月 7
日至 9 日，通过开展互联网公益项
目众筹、人物故事和红十字知识科
普视频推广等形式，汇聚爱心，连接
善举，以人道的力量温暖世界。
5 月 7 日 0 时 ，中 国 红 十 字 会
“5·8 人道公益日”互联网众筹项目
在腾讯公益平台正式推出，该项目
开设“红十字救在身边”
“ 红十字生
命教育”两个专场，围绕医疗救助、
生命教育、应急救护等多个主题，
共
上线 62 个公益项目，全国 3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超 过 1000 个 红 十 字 组 织 参 与 。
广大网友可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参与
“5 · 8 人道公益日”活动，关注生命
教育、应急救护等公益领域，
支持和
帮助白血病、先心病患儿等群体。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孙硕鹏强调，中国红十字会组织
全国红十字系统开展“5 · 8 人道公
益日”互联网众筹项目，
是满足人民
群众对人道事业的新期待，彰显红
十字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推进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各级
红十字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策划，统筹推
进，举全系统之力抓紧抓好，
推动人
道资源动员方式方法转型，全力打
造
“救在”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人道守
护。
为更好地向社会公众展示红十

字人道行动，
传播红十字精神宗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腾讯公益、
QQ 浏览器、腾讯新闻打造的“5 · 8
人道公益日”救在身边系列原创短
视频已于近日上线。29 个视频讲
述了来自全国 29 个省份的红十字
故事，陕西先心病患儿园园得到中
国红十字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大病儿童救助项目”资助后重获新
生、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发
起红十字彩虹志愿服务队光明天使
分队、江西校医廖雪兰依托
“博爱校
医室”精心守护 4000 多个孩子的健
康、安徽马毅兴夫妇等 60 位老人
“相约”去世后捐献遗体（器官）等

等。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描绘出
“红十字救在身边”的“好事地图”，
展现全国红十字系统围绕人道救
助、应急救援、应急救护、器官捐献、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等领域
开展的人道行动，以及由此带来的
帮助和改变。
同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
腾讯公益、腾讯视频推出的
“救在身
边”系列科普短视频，
邀请了相关领
域专家讲授红十字运动、应急救护
和疾病防治等知识。20 多条科普
短视频面向全社会展播，开展生命
教育，
引导社会公众科学认识疾病，
了解和掌握急救常识和技能，正确

应对突发意外伤害，守护生命与健
康安全。
5 月 8 日是世界红十字日，为了
纪念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传播推广 2022 年红十字博爱周“生
命教育，人道伴行”活动主题，面向
社会倡导
“人人皆可参与”的公益理
念，中国红十字会发起设立“5·8 人
道公益日”互联网众筹项目，
由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具体实施，全国红十
字系统共同参与开展，在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支持下于 2022 年首次
举办。

中国红十字会支援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组纪念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座谈会在沪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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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举办纪念“五八”世界红十字日活动
2022 年 5 月 8 日是第 75 个“世
界红十字日”，全国各地红十字会
纷纷举办纪念活动，
展现红十字工
作者、志愿者精神风貌，凝聚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事业，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陕西：举办红十字情缘分享会
5 月 7 日，陕西省红十字会举
办“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红十
字情缘交流分享会”。通过讲述红
十字故事，分享感人瞬间，体验生
命教育，
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关居正出席活动。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同步的形
式进行。来自社区的红十字基层
组织代表、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讲
师、医学院校红十字青少年代表、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遗体及人体器
官捐献者家属、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等参加活动，
讲述自己的故事和
感人经历。
关居正要求全省各级红十字
组织和广大工作者要始终牢记
“为
国奉献、为民造福”重要指示，
以实
际行动为富有爱心的陕西人民搭
建奉献爱心的平台，为提供帮助、
需要帮助的群众架设人道救助桥
梁，
努力建设更具凝聚力、影响力、
公信力的红十字组织，
奋力打造让
党放心、人民满意、更有温度的陕
西红十字力量。
来自全省红十字系统的优秀
会员、志愿者和红十字专兼职工作
者代表等 40 余人现场参加活动。
活动当天，
视频直播同步进行。据
不完全统计，共有 2300 余人收看
直播，
参与互动达 10 万人次。
（马兆倩）

江西：推进全民生命教育

守沪：战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诞生地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达）5 月 8
日，
“ 守沪：战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
诞生地”中国红十字会支援上海疫
情防控工作组纪念第 75 个世界红
十字日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援沪工作
组组长孙硕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总结了中国红十字会支援
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组工作情况。4
月 19 日以来，根据上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派出援沪工作组赴上海协助开
展疫情防控，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按照上海市疫情防控总
体部署，支持上海市红十字会做好
上海重疾患者的人道救助，经过各
级红十字会的不懈努力，已为全市
2.5 万名肿瘤、精神疾病、失智失能

红十字生命教育

老人等重疾患者累计提供超过
2000 万元的款物救助；二是统筹全
国红十字系统持续支持上海疫情防
控，截至目前，已募集 3.2 亿元款物，
并调集帐篷、采购水雾机等支持基
层疫情防控。三是组织山东、浙江、
重庆、四川等省市的红十字救援队，
以及上海市红十字救援队，组成中
国红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协
助上海开展清洁消毒行动。
中国红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务
队山东队、浙江队、川渝队、上海队
分别汇报了在沪工作情况。截至 5
月 7 日，
中国红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
务队共选调各地队员 101 名，
分别进
驻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周浦镇，
徐汇区康健街道，闵行区古美路街
道，宝山区高境镇，
按照所在区及街

道防疫消杀安排，负责涉阳楼栋消
杀、阳性轨迹消杀和涉阳小区环境
消杀，重点关注老旧小区和城中村
等群体，累计消杀面积超过 2164 万
平方米，其中涉阳楼栋 4864 栋。上
海市红十字会，
浦东新区区委、区政
府等向救援队赠送锦旗和感谢状。
孙硕鹏作总结发言。他表示，
上海是中国红十字运动诞生地，在
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日子，
以积极参与大上海保卫战的方式，
纪念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意义重
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提高做好红十字事业的政治
责任感、使命感。他强调，
红十字运
动是人人可及的事业，广大红十字
救援队员、志愿者响应使命，
奔赴上

海，
追随的是红十字精神的感召，
体
现的是红十字人的青春与激情，要
让此次守“沪”行动成为初心的回
望、精神的赓续，
进一步唤起红十字
人战斗的激情，为上海重启以及其
他人道公益事业作出应有贡献。要
进一步加强红十字救援队政治、组
织、纪律、能力建设，锻造出一支召
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则胜的红十
字
“铁军”，
时刻准备着，
为保护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而尽锐出战。
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张浩亮，上海市浦东新区
副区长吕雪城，上海市红十字会副
会长李江英，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顾赛花，中国红十字防疫
消杀志愿服务队代表及援沪工作组
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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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江西省政府新闻办、
省红十字会联合召开“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纪念第 75 个“世界
红十字日”暨红十字生命教育工作
新闻发布会。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龚建辉介绍了开展
红十字生命教育的目的意义与举
措，
及前期取得的工作成效。
龚建辉表示，
生命教育工作是
省红十字会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部署，
围绕全面建设
“六个江西”
奋斗目标和省委“十大攻坚行动”
开展的专项工作，主要内容为“五
大行动”。一是“救在身边+生命
教育”行动。今年计划培训救护员
不少于 10 万人，普及应急救护知
识不少于 75 万人次，培训救护师
资 360 名。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投放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持续开展
“泳安计划”
“一家一个救
生圈”等项目和青少年防溺水教
育。二是“爱心相髓+生命教育”
行动。持续推动在二级以上医院
设立捐献咨询服务台。推动落实
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相关制度
和激励措施。三是“生命接力+生
命教育”行动。推进遗体器官捐献
者纪念园建设。实施“生命接力+
生命教育”志愿服务项目，
举办
“清
明追思”和
“生命接力大讲堂”系列
活 动 。 四 是“ 人 道 救 助 + 生 命 教
育”行动。建立健全“我为群众办
实事”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江西
乡村振兴公益‘100+’三年行动”。
积极参与网络众筹。五是
“养老服
务+生命教育”行动。计划培训养
老 服 务 师 资 200 名 、养 老 护 理 员
1000 人、护理知识普及培训 3 万人
次。深入实施推广关爱失能失智、
高龄空巢等困难老年人志愿服务
项目和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组建
乡村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小组，
开展
生命教育和“五送”养老志愿服务
进乡村活动。
（赣红）

重庆：举办生命安全网络直播
5 月 7 日，由重庆市红十字会
主办、渝北区红十字会承办的沉浸
式生命安全体验网络直播活动成
功举行。
活动中，
重庆都市广播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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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红带领网友走进渝北区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学习急救知
识，了解常见自然灾害、火灾等突
发危险的逃生及处置方法，
模拟排
查家庭生活、交通驾驶等场景中的
安全隐患。活动通过网易新闻平
台进行线上直播。截至目前，
共吸
引超过 140 万人观看。
通过直播，
网友们一同参观了
新建成的渝北区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基地，
“云体验”了交通安全的
各高科技互动项目。直播还走进
食品药品安全体验区、电信诈骗体
验区、自然灾害沉浸式体验系统，
为网友科普了食品药品、防范电信
诈骗、地震逃生等方面的知识。
重庆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2 年，市红十字会将与市
教委、市卫生健康委一道，面向学
校、社区，打造一批规范化、群众
化、互动性更强的应急救护知识传
播载体和项目，
让学习救护知识成
为一种习惯，推动形成“人人学急
救，
急救为人人”的新风尚。
（白洁）

内蒙古：逾 100 万网友观看直播
5 月 7 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
字会举行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
纪念活动，并启动全区“红十字博
爱周”系列宣传，活动由内蒙古广
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线上直播。截
至当日 14 时，共有 105 万网友观看
直播。
本次活动分三个部分，
一是启
动“生命教育+”专项行动。依托
“救在身边、爱心相髓、生命接力、
人道救助、养老服务”等五个公益
品牌，启动“生命教育+”专项行
动，推动应急救护培训、
“ 三献”宣
传等专题活动全面铺开。二是发
布《生命的呼唤》公益宣传片。同
步在央广国际在线、爱奇艺、搜狐
视频、优酷视频、内蒙古日报等平
台推送公益宣传片，
宣传
“三献”捐
献者感人事迹。三是发起
“内蒙古
救在身边”网络众筹。自治区红十
字会、内蒙古红十字基金会在腾讯
公益平台上线“内蒙古救在身边”
众筹项目，
同时关联上线各盟市红
十字会 8 个子项目。 （黄丽萍）

辽宁：以人为本加强生命教育
5 月 6 日上午，辽宁省红十字
会 以 线 上 视 频 会 议 形 式 ，举 行
2022 年红十字博爱周暨全省动员
能力提升年启动仪式。
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吴文彩受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
高梁委托作动员讲话，对今年的
“红十字博爱周”活动提出三点意
见：一是生命教育，坚持以人为本
的初心。要加强对生命的关注，
加
大对生命的帮助，
加入对生命价值
的提升，加深对生命教育的宣教。
二是人道伴行，
开展动员能力提升
年。加强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减
轻思想负担，转变观念改进作风；
找准思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完
善监督机制，
增强公信力。三是统
筹协调，
唱响红十字主旋律。各市
要加强对“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
动的组织领导，统筹进行安排部
署。对红十字工作既要
“做功好”，
又要
“唱功好”，
唱功好就是要牢牢
把握舆论宣传主动权，
讲好红十字
故事，传播好红十字声音，弘扬正
能量，
引领新风尚。
（辽红）

青海：众筹活动惠及困难家庭
5 月 8 日，青海省红十字会与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腾讯公益平台
合作，开展“5·8 人道公益日”众筹
活动，旨在利用筹集的资金，救助
全省偏远地区群众。
活动上线三个众筹项目，
一是
“救在身边”项目，
用于救助先心病
患儿、采购储备赈济家庭箱，以及
建设红十字博爱家园；二是“青海
省暖心工程”项目，用于全省农牧
区群众家庭传统土炕升级改造为
电热炕；
三是
“爱心明灯照亮希望”
项目，
用于救助困难学生及因病或
发生重大变故的家庭，
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
（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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