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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相牵 共筑博爱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持续开展纪念世界红十字日活动

陕西 西安市长乐区红十字会
分别联合长师附小、洋

锦社区和华侨中学红十字会开展主
题为“关爱生命，人道同行”的应急
救护生命教育讲堂。新城区红十字
会和自强路街道栖枫社区在车灯厂
小区联合举办主题为“生命教育，人
道伴行”的“5·8”世界红十字日宣传
活动。灞桥区红十字会联合“城市
社区博爱家园”示范点席王街道普
华浅水湾社区举办“生命教育，人道
伴行”2022年“红十字博爱周”主题
宣传活动。鄠邑区红十字会举行第
14 个防灾减灾救灾日宣传暨红十
字赈济救援队培训活动。莲湖区红
十字会开展以“生命教育，人道伴
行”为主题的“红十字博爱周”宣传
活动。雁塔区红十字会举办 2022
年“红十字会博爱周”主题活动。周
至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及工作人
员开展宣传纪念活动。

汉中市城固县红十字会围绕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博爱周主题
组织系列活动，以此纪念第 75 个

“世界红十字日”。
宝鸡市金台区红十字会联合宝

鸡市红十字会开展以“生命教育，人
道伴行”为主题的“5·8”红十字博爱
周暨“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
园”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延安市宝塔区红十字会组织各
乡镇、街道办、社区等基层红十字会
开展丰富多样的红十字博爱周活
动。

浙江 温州市泰顺县红十字水
上救援队开展 2022 年

泰顺县应急救护暨预防溺水宣讲员
培训，救援队全体骨干成员参加。
瑞安市红十字会联合瑞安市融媒体
中心开展“关爱生命，救在身边”为
主题的应急救护演示直播活动。

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十
字会携手县教育红十字工作委员
会，在县职高、城北中学、鹤溪小学
等围绕“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主
题，开展征文、手抄报比赛，防溺水
知识宣传、应急救护培训等系列活
动。庆元县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实
验小学、县江滨小学、县城东小学
为 268 名学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培训。

绍兴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文明
办、市体育局在柯桥区生命博爱体
验馆举办纪念“5·8”世界红十字日
暨“救在身边·志愿同行”文明实践
行动启动仪式。新昌县红十字会开
展“5·8 人道公益日”现场活动；柯
桥区红十字会创新慈善助力共同富
裕场景，推出“为生命救援赋能”和

“博爱家园建设”等互联网公益众筹
项目筹资，截至 5月 9日，筹款资金
已达93197.77元。

杭州市临平区红十字会联合区
博爱之家志愿者服务中心、临平银
泰城开展“我为‘5·8’献热血暨造血
干细胞捐献留样登记”活动；临安区
琴山社区、青山宝龙广场、昌化邻里
中心、於潜中学等 4 个应急救护实
操体验馆（点）全面启动，每周二至
周日 10时至 13时还有红十字志愿
者上岗进行现场辅导。

金华市红十字会开展题为“生
命教育，人道伴行”的系列活动，包
括“救在身边”“爱心相髓”“生命接
力”“人道救助”等项目。金东区红
十字会联合上海财大浙江学院组织
开展“红十字博爱周”主题系列活
动。

宁波市北仑区红十字志愿服务
指导中心、区新社会阶层人士联谊
会、甬爱 e 家联合在宁波 WE 志愿
滨港站开展红十字知识传播、急救
知识普及、爱心理发、健康咨询、口
腔检查等便民公益活动。镇海区红
十字救护培训师走进镇海区中小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为近百名学生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鄞州区红十字会
开展“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主题宣
传活动。余姚市红十字会开展以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血样采集活
动。象山县红十字会联合象山县慈
善总会在蓬莱菜场附近沿街设立多
个志愿服务摊位，开展宣传纪念活
动。

江苏 张家港市红十字会发起
“5·8”人道公益日“张家

港‘救’在身边”项目，以“情暖白血
病患儿家庭”为主题，向港城爱心人
士发起号召。

常州市红十字会开展网络众
筹、生命教育和敬老互助等“红十字
博爱周”活动。金坛区红十字养老
照护志愿服务队、西城街道东园社
区、小红妈东园驿站持续开展“微笑
关爱”红十字博爱周宣传纪念活动。

南京市雨花台区红十字会携手

区委统战部（工
商联）、区教育
局、区妇联、区残
联、区慈善总会
等单位，走进雨
花特校（雨花台
区 特 殊 教 育 学
校），开展“生命
教育，人道伴行”
红十字博爱周主
题活动。

高邮市红十
字会开展红十字
生命教育系列活
动；高邮市红十
字救护师资志愿
服务队走进秦邮
实验小学，为学
生们送去生动的

“ 生 命 健 康 讲
堂”；高邮市红十
字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服务队走
进康华社区博爱
家园开展“髓缘
相遇，大爱无边”
主题宣讲活动；联合市人民医院开
展“生命教育，红十字在行动”义诊
咨询活动。

盐城市 10 个市（县、区）围绕
“备灾库版家庭箱筹备”、“大病儿童
人道需求关怀”、“器官捐献子女助
学”三类14个项目参与“5·8人道公
益日”网络众筹活动。截至5月9日
17时，累计筹款 532996.87元，获得
配 捐 87905.75 元 ，合 计 620902.62
元，参与人次 8104 人，筹资总额居
全省第三，目标完成比例居全省第
一，14个筹资项目全部完成目标任
务。

无锡市红十字会举办 2022 年
“红十字人道万人捐”动员大会。

扬州市宝应县红十字会举办博
爱周暨“5·8”人道公益日活动启动
仪式，开展“5·8 人道公益日”互联
网众筹活动。氾水镇红十字会联合
氾水镇中心小学红十字会，扎实开
展庆祝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

新沂市红十字会开展主题为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系列宣传活
动。

四川 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会
在青龙街道致强社区博

爱家园举办 2022 年“生命教育，人
道伴行”为主题的纪念世界红十字
日博爱月活动。金堂县红十字会组
织红十字志愿者开展以“保护生命
健康 迎接成都大运”为主题的世界
红十字日宣传活动，向群众发放应
急救护、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
等宣传资料 1500 余份，惠及群众
3000 余人次。新津区红十字会在
新津一中、新津一小、外国语实验学
校、泰华学校开展红十字生命教育
进校园系列活动。

广元市苍溪县红十字会、广元
市中心血站、苍溪县红十字救援大
队联合举办纪念第75个“世界红十
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8000 余份，雨衣和文具等小礼品
1000余份。

南充市营山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科协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
题，在县城绥山广场以“五个一”形
式开展纪念及宣传活动。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红十字会
开展“5·8 人道公益日”活动，推出

“红十字‘救’在身边”和“红十字生
命教育”2大类 3个人道公益项目。
截至目前，筹资近 8.7万元，圆梦助
学项目位居全区县级首位。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
红十字会开展“生命

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世界红十
字日宣传纪念活动。海拉尔区红十
字会志愿者举行以“生命教育，人道
伴行”为主题的纪念第75个世界红
十字日暨“博爱一日捐”活动启动仪
式。

巴彦淖尔市红十字会、巴彦淖
尔市文明办主办“红十字博爱周”宣
传启动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授旗仪式。乌拉特中旗红十字会
通过众筹、网络直播等形式开展“生
命教育，人道伴行”——“红十字博
爱周”系列活动。杭锦后旗红十字
会联合旗疾控中心、同泰医院、妇幼
保健医院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科普
宣传、志愿服务等活动，受众人数共
计300余人。

乌兰浩特市红十字会开展“生
命教育，人道伴行 ”主题红十字博
爱周活动启动仪式，共发放造血干
细胞宣传公仔 100 个，急救包 211
个，为捐款及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
胞样本志愿者发放玫瑰花 500 支，
发放宣传折页2000余份。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红
十字会联合群团部门慰问一线环卫
女工，为“最辛苦的母亲”们送上装
有口罩、消毒凝胶、消毒湿巾、雨伞
和水杯等物品的“爱心防疫包”。土
右旗红十字会开展“5·8 世界红十
字日”博爱周宣传活动，包括农技下
乡、送医送药、白内障筛查、政策宣
传等。

兴安盟红十字会举办“生命教
育，人道伴行”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
活动，10余名教职员工参加培训。

通辽市委宣传部、通辽市红十
字会、通辽职业学院举办“生命教
育 人道伴行”主题纪念活动。

锡林浩特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
培训讲师应邀走进锡市油田学校，
为 115 名师生举办以《保护生命健
康，彰显生命价值》为主题的应急救
护培训。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十字会组
织开展“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主题
系列活动。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红十字会
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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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吉安市红十字会联合组
织志愿者走进吉州区古

南镇社区为居民开展“生命教育，人
道伴行”“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
家园”为主题的义诊咨询宣传活动。
吉安县红十字会结合“全国防灾减
灾日”，组织志愿者联合泉塘社区红
十字会开展主题为“生命教育，人道
伴行”的红十字博爱周系列宣传活
动。永丰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
展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
的“5·8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
动

景德镇市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
瓷都救援队开展一系列应急救援演
练活动。

宜春市万载县红十字会组织县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开展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安全事件专题知识培训。

鹰潭市红十字会在“5·8 世界
红十字日”期间启动鹰潭市红十字
文化“村村通”活动，以“智慧无线村
村通”为载体，定期开展红十字文化
宣传。

贵溪市召开“5·8”世界红十字
日“一对一”双百救助公益活动会。

九江市濂溪区红十字会组织南
丁格尔志愿服务队赴莲花镇华声社
区，开展“关爱生命健康，红十字救
在身边”为主题的健康义诊志愿服
务活动。

河北 石家庄市红十字会举办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

2022年‘5·8’世界红十字日线上公
益乐跑”活动，1000 人通过线上打
卡的方式完成5.8公里的运动里程。
鹿泉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以“生命
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 2022 年

“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
秦皇岛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

胞志愿服务分队组织志愿者宣传
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山海关区红十字会与西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在西河市场联合开展以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
2022年度红十字博爱周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手册 1000 余份、宣传手
袋 100个。

邢台市信都区红十字会开展
“‘5·8’红十字博爱周”活动。

湖北 十堰市房县红十字会携
手县妇联、县教育局、永

祥康复医院、爱尔眼科医院、城关卫
生院、龙逸精英、洁诚物业公司、城

关镇卫生院等单位及志愿者，在纯
水岸小区开展“携手红十字，爱心献
母亲”志愿服务活动。

麻城市红十字会携手市科协在
经济开发区红叶社区，开展以“生命
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红十字博
爱周暨应急救护培训和“科普进社
区”志愿服务活动。

宜昌市远安县红十字会围绕应
急救护培训“五进”工作开展系列纪
念活动。

荆州市荆州区红十字会开展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纪念第75个
“世界红十字日”活动暨 AED 投放
仪式。

山东 菏泽市南华县红十字会
和马街镇人民政府倡议

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及帮
扶挂联单位等开展网络爱心捐款活
动，3天时间内，参与网络捐款活动
人 数 达 1378 人 次 ，总 筹 款
123180.53 元（ 其 中 活 动 配 捐
62683.56元）。

德州市红十字会举办“爱心相
髓+生命教育”造血干细胞血样集
中采集活动，同时宣布 2022年德州

“红十字博爱周”宣传启动。
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举行

“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正式启
动以“关爱生命，人道伴行”为主题
的“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

临沂市河东区红十字会举办
2022 年“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传
活动。兰山区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
博爱周系列活动。

莱西市红十字会结合“作风能
力提升年”活动开展，组织开展系列
宣传活动。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红十字会深
入开展“强作风提能力，献热血致青
春”活动。

威海市环翠区红十字会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依托城市社区

“博爱家园”项目，着眼“一老一小”，
通过开展各类生命教育活动，提高
辖区群众的健康意识与自救互救能
力。

重庆 梁平区红十字会组织区
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大

队9名志愿者开展以“生命教育，人
道伴行”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

合川区香龙镇石龙社区红十字
会开展“5·8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
讲活动，对红十字会员进行“传承人
道、博爱为怀、无私奉献”等知识培
训。

沙坪坝区联芳街道双朝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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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活动。携手联芳卫生服务中心为辖
区独居老人及高龄老人共 80 余人
进行健康体检；组织开展“生命教育
讲堂”，为辖区居民普及应急救护、
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和技能；
开展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
园”为主题的“5·12”群众性防灾避
险演练和培训。

安徽 合肥市红十字会扎实践
行“保护人的生命和健

康”宗旨，与合肥电视台联合制作
“‘救’在身边”急救知识系列科普短
视频，并通过官方公众号、合肥电视
台等媒体播发，向广大群众、师生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积极助力
健康合肥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目前已播发四期短视频，分
别是心肺复苏术、如何使用 AED、
外出血止血方法及骨折固定。

宣城市红十字会举办纪念第
75个世界红十字日暨“5·8”人道公

益日众筹活动。
宣州区红十字会
在城北社区开展

“ 生 命 教 育 人
道伴行”宣传义
诊活动。郎溪县
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红十字相关法
律、业务、政策宣
传和义诊活动。
广德市红十字会
广场开展红十字

“三救三献”、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
等宣传。宁国市
红十字会开展红
会法、红十字“三
救三献”知识及
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等宣传，并组
织开展无偿献血
和造血干细胞集
中采样活动。泾
县红十字会与县
爱卫办联合开展
以“生命教育，人

道伴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绩溪
县红十字会普及心肺复苏等应急救
护知识，开展三献知识宣传。旌德
县红十字会联合白地镇计生办、镇
卫生院围绕“生命教育，人道伴行”
主题开展宣传。

巢湖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开展宣传活动，为群众
演示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急救
法，发放宣传资料、印有红十字知识
的环保袋、围裙及钥匙扣 1400 余
份，义诊100余人次。

桐城市红十字会举办 2022 年
“世界红十字日”“人道公益日”活动
暨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活动。

宿州市泗县红十字会开展“红
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启动以生命
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五大行动”。

安庆市大观区红十字会组织全
区红十字系统参与“5·8 人道公益
日”红十字众筹活动。

淮南市红十字会号召广大红十
字志愿者继续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同时动员大家积极参与
线上“5·8”公益众筹项目。

云南 昭通市绥江县红十字会
将常规模式的心肺苏操

作编制成一部心肺复苏急救科普
视频——《心肺复苏舞》，通过说唱
舞蹈的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简明形象的示范和简单易懂的
语言向观众展示心肺复苏的具体
步骤和操作技巧；增设抖音号“红
梦娃掌上课堂”和微信视频号“绥
江县红十字会”宣传平台，发布内
容涵盖心肺复苏术，止血、包扎等
创伤救护知识，意外伤害急救、家
庭急救知识、灾害事故急救等多方
面内容；与县教育局联合发文，将
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学校素质教育
内容，融入教学教育活动、课堂教
育与课外实践，根据不同年龄阶段
的学生，采取视频教学和现身教学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楚雄红十字主题文化广场建成
启用。

玉溪市红十字会联合红塔区红
十字会、玉溪市妇幼保健院、玉溪爱
尔眼科医院、玉溪和万家妇产医院
等团体会员单位和红十字救护队共
55名志愿者，开展“生命教育，人道
伴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福建 泉州市惠安县红十字
会、县委文明办、县卫健

局主办，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县医
院、县中医院、县惠东公益协办“聚
人心，共善举”——2022年“5·8”世
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

广东 广州市红十字会城市救
援志愿服务队开展急救

知识宣讲、宣教活动；广州大学、广
东工业大学、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等
高校红十字会，分别以游园、知识竞
赛等形式，在校内进行世界红十字
日主题宣传；广州市红十字会依托
腾讯公益平台开设“红十字救在身
边”项目专场，发起“白血病儿童人
道需求关怀”“救援队保障”等 2 个
项目，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募集公
益资金。

汕头市龙湖区红十字会围绕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的主题，在新
溪社区医院举办心肺复苏和自动体
外除颤器（AED）操作技能竞赛。

东莞市红十字会举行 2021 年
度东莞市红十字志愿服务总结活
动。

清远市红十字会、市妇幼保健
院和市农商银行公益基金会主办清
远市纪念“5·8”世界地贫日、世界红
十字日暨“5·8人道公益日”众筹项

目启动仪式。
韶关市始兴县开展世界红十字

日暨“5·8人道公益日”宣传活动。
肇庆市广宁县红十字会组织干

部职工、罗锅村红十字会志愿者和
县红十字水上救援服务队近100人
在罗锅村绥江水域举行水上应急救
援暨逃生演练活动。

中山市举行 2022 年世界红十
字日暨“‘情暖夕阳红 喜迎二十
大’养老服务+生命教育”活动。

珠海市红十字会举办纪念第
75个“5·8”世界红十字日暨“5·8人
道公益日”众筹活动启动仪式。

河源市东源县红十字会举行揭
牌仪式，标志着县红十字会组织正
式独立开展工作。

贵州 黔东南州台江县红十字
会开展以启动实施“5·

8”人道公益日众筹项目为抓手的宣
传募捐活动，开展卫生科普知识进
校园、进社区活动，县卫健局组织各
卫生会员单位开展岗位护理技能、
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大比武活动，共
计14家单位参加，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1260份，受益群众近1200人。

山西 晋中市红十字会积极响
应红总会号召，全面开

启“5·8 人道公益日”众筹活动，向
全市发出募捐活动倡议书。灵石
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委宣传部、县应
急管理局、县科协，在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举办 2022 年“5·8 世界
红十字日”暨“5·12 全国防灾减灾
日”科普宣传活动。平遥县红十字
会举办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
神”为主题的纪念“世界红十字日”
宣传活动，为表现突出的 21 名大
学生志愿者颁发优秀志愿者荣誉
证书，并为 86 名志愿者颁发志愿
者证。寿阳县红十字会积极响应
上级号召，以“每个人做一点点，世
界就会改变很多”、“为公益拼手
气，让爱心加倍”为活动口号，积极
开展众筹配捐工作。通过前期宣
传发动，组建 50 个团队，发动 5885
人参与，共筹款 24374.43 元，位列
全市第一。

湖南 永州市宁远县红十字会
联合湾井镇政府、省红

十字会驻东江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市中心血站驻宁远采血点等单位共
同在湾井镇东江村开展纪念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

益阳市红十字会举行纪念第
75个世界红十字日暨“5·8”红十字
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

河南 长垣市开展“5·8人道公
益日”人道资源活动线

上众酬活动。

甘肃 庆阳市、区红十字会开
展“生命教育，人道伴

行”主题宣传活动。合水县红十字
会联合县中医院、县妇计中心、县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开展“5·8 世
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及义诊活动。
华池县红十字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

“5·8世界红十字日”宣传活动。镇
原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展以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5·
8 世界红十字日”宣传活动。正宁
县红十字会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发
放各类宣传品543份。

白银市红十字会举办全市应急
救护技能大赛。

定西市红十字会开展“生命教
育 人道相伴”定西市“5·8”世界红
十字日纪念活动。

广西 柳州市红十字会结合第
75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在江滨公园
组织开展“防溺水意外伤害急救”示
范活动。

辽宁 营口市红十字会通过在
线培训的形式开展2022

年红十字博爱周主题活动，为奥林
社区的居民开展主题为“生命教育，
人道伴行”的应急救护知识和自救
互救技能培训课。

沈阳市辽中区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与红十字会星级志愿者一起看望
了 4 位“特殊”的母亲们，为她们送
去节日的祝福和日用品。

朝阳市建平县红十字会结合当
前疫情形式，开展以线上为主、线下
为辅的博爱周宣传活动。

凌源市红十字会举办应急救援
演练暨红十字平安救援队、红十字
暖阳心理援助队授旗仪式。

鞍山市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
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
红十字会在龙沙动

植物园开展以“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为主题的 2022年红十字博爱周
主题宣传活动。

浙江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红十字会围绕“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主题，在当地学校开展手抄报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