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鄠邑区急救科普进社区
本报讯 （鄠红）5 月 10 日，陕
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开展
急救科普进社区活动，普及心肺
复苏及防灾减灾知识，现场发放
宣传手册、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等，受益群众 40 余人。

库车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库红）近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红十字会在
库车龟兹机场举办救护员培训
班，共有 67 人参加。

隆昌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
本报讯 （隆红）5 月 13 日，四
川省隆昌市红十字会联合古湖街
道办开展围绕
“生命教育，人道伴
行”为主题的“红十字博爱周”应
急救护知识进社区活动。

黎川举办急救知识技能培训
本报讯 （吴月玲）5 月 12 日，
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红十字会走
进县财政局，举办应急救护知识
技能培训，全局 80 余名干部职工
参加培训。

遂川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李文）江西省吉安
市遂川县红十字会联合教体局、
遂川救援队走进校园开展学校防
溺水安全教育暨应急救护培训。

武侯区红十字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 （武红）5 月 9 日至
10 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十
字会在武侯区华兴小学开展
“‘救’在身边，红十字生命教育”
——
“红十字文化进校园”活动。

宜都成立首支乡镇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宜红）5 月 11 日，湖
北省宜都市枝城镇成立该市首支
乡镇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并开展助
残志愿服务活动。

阜宁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张悦）5 月 8 日，江
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红十字会到阜
宁县人民政府开展红十字救护员
培训，36 名保安、保洁工作人员
参加。

金堂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金红）5 月 13 日，四
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红十字会带领
救护培训师资走进成都士兰半导
体制造有限公司开展救护员培
训。

疏附积极开展众筹活动
本报讯 （张蕾）5 月 7 日至
10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
区疏附县红十字会参与腾讯公益
平台 5 · 8 人道公益日“新疆救在
身边”和
“生命教育”爱心急救包·
守护巡边人计划两个众筹项目的
捐款人员达到 18718 人次、252 个
“ 一 起 捐 ”爱 心 团 队 ，累 计 筹 款
153266.95 元。

衢江区送服务到残疾人就业现场
本报讯 （衢红）5 月 13 日，浙
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仁爱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把服务送到该区浮石
街道
“融爱残疾人之家”
。

资源防溺水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蒋莉）5 月 9 日至
11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资
源县红十字会分别走进资源实验
中学、资源县机关第二幼儿园等
学校，为 3000 余名师生进行预防
溺水安全教育暨应急救护培训。

合阳应急救护员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合红）5 月 11 日至
12 日，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红十
字会救护员培训走进第三初级中
学和北庄幼儿园，47 人参加。

常熟红会工作人员做客普法节目
本报讯 （管梦益）5 月 10 日，
江苏省常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作客常熟融媒《午间风——法治
会客厅》节目，围绕《江苏省红十
字会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进
行普法宣传。

鹰潭开展持证专场培训活动
本报讯 （鹰红）5 月 11 日，江
西省鹰潭市红十字会组织应急救
护骨干师资在市民服务中心开展
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暨 AED 持证
培训活动。

兴平开展先心病筛查
本报讯 （刘庆）5 月 11 日，陕
西省兴平市红十字会联合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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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日活动（一）
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

陕西 举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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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生命教育，人道伴
行”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两大主题开展知识宣传、理论培训、
实操演练等活动。大雁塔小学雁南
分校举行雁塔区教育系统 2022 年
防震减灾地震疏散暨红十字救护演
练活动。雁塔区红十字会、区教育
局、区应急局、公安雁塔分局等单位
到学校现场观摩演练活动，演练活
动同时还向全区 200 余所中小学、
幼儿园进行视频直播。周至县红十
字会联合周至蓝天救援队、县中医
医院在县城八云塔广场及县城社区
举行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宣
传活动。
安康市宁陕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教育体育科技局，组织县城关初中
700 名学生参加 2022 年红十字生命
教育防灾避险知识竞赛。
湖州市南浔区红十字会
浙江 走进南浔开发区实验学
校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活动。
长兴县虹星桥镇应急管站和消防站
联合镇红十字会紧紧围绕“减轻灾
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主题开展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知识宣
传活动。
杭州市余杭区红十字海豚应急
救援队开展
“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
生命靠大家”为主题的公益活动。
上城区红十字会联合各省、市红十
字示范学校积极开展各类宣传教育
活动组织防灾减灾安全疏散演练。
龙泉市石达石街道在浙江省应
急管理厅、市委宣传部和市应急管
理局的指导下，在垟畈村文化礼堂
开展以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
园”为主题的防灾减灾安全宣传及
技能培训活动，红十字救护队员和
石达石街道卫生院医生现场进行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应急救助
操作流程演示，边示范边讲解注意
事项，向群众教授互救自救基本知
识和技能。
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白云庄
社区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组
织居民学习心肺复苏。江北区红十
字会联合教育局为辖区内 90 名幼
儿园及中小学教师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鄞州区红十字会联合宁波移动
公司举办
“我为职工办实事”之应急
救护员培训班，共 32 名员工参加。
余姚市红十字会协同余姚市减灾
委、余姚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开展
防灾减灾日宣教活动。宁海县红十
字会在中国移动宁海分公司开展救
护员培训，
共 25 位员工参与培训。
南京市江宁区台创园红
江苏 十字会联合园区应急管
理部门开展主题为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宣传活动；
麒麟街道
红十字会联合街道安委办、科协、综
治办、晨光社区在东郊小镇一番街
活动广场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
动。六合区红十字会联合区应急管
理局、区人防办和区消防大队等部
门举办六合区 2022 年应急疏散演
练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秦
淮区红十字会举行以“ 减轻灾害风
险，守护美好家园 ”为主题的“5 ·
12”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溧水区红
十字会联合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
理 局 、区 气 象 局 、区 城 建 局（人 防
办）、区农业农村局、区规划资源分
局、区消防救援大队、人保财产溧水
分公司、永阳街道等，
在永阳街道致
远 社 区 广 场 组 织 开 展 2022 年“5 ·
12”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
常州市钟楼区新闸街道红十字
会联合江苏省红十字示范学校——
常州市新闸中心小学积极开展“防
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全校 1500
余名学生参与活动，新闸中心小学
通过国旗下讲话、知识竞赛、观看视
频等形式，向学生普及洪涝、地震、
生态环境等各类自然灾害和防范应
对基本知识。
泰州市红十字会联合泰州市海
陵区童星幼儿园开展防灾减灾应急
演练，筑牢校园安全
“防护网”
。
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受县
益海学校邀请开展防灾减灾安全教
育活动，学校 400 余名师生参加地
震逃生疏散演练及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
南通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气象
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起紧紧
围绕主题，在崇川区狼山镇街道狼
山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盐城市减灾委员会在大丰区大
丰港经济开发区举办 2022 年全市
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盐城市红十字
救援队参加全程演练，圆满完紧急
救援、急救处理、医疗点建设等科目

5 月 8 日，
安徽省淮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在淮北市南湖湿地公园进行水域应急救援实战演练
任务。东台市红十字会携手市第一
小学范公路分校，开展“救在身边·
校园守护”暨“5·12”防灾减灾日活
动。通过互动课堂、模拟演练，
生动
讲解心肺复苏、水域救援、应急避险
等科普宣教，
树立敬畏生命、关爱他
人理念。
徐州市铜山区马坡镇中心小学
开展
“红十字生命教育防灾避险”线
上知识竞赛活动。邳州市红十字会
结合“5 · 8 红十字博爱周”实施方
案，紧紧围绕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主题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
园”，
组织开展
“全国防灾减灾日”集
中宣传活动。
无锡市减灾委牵头，市红十字
会、市应急局等部门联合举办“2022
年无锡市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
暨洪涝台风灾害救援救灾演练”活
动。
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
四川 围绕“减轻灾害风险，守
护美好家园”主题，分别在学校、社
区、机关、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向辖区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
识，提高应对突发灾害事件自救互
救能力。武侯区红十字会通过应急
救护课堂、设点宣传、发放宣传资料
等形式开展“减轻灾害风险，守护
美好家园”主题系列宣传活动。蒲
江县红十字会联合县教育局、县应
急管理局和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在成
佳镇九年制学校开展地震避险应急
疏散双盲演练活动。经开区（龙泉
驿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减灾委员
会办公室主办、区红十字会及区多
个部门参与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广场
开展的 2022 年龙泉驿区“5·12 全国
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彭州
市红十字会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濛阳街道办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汛期
应急演练活动。青羊区红十字会在
全区中小学开展防灾减灾暨生命健
康安全知识宣讲、应急救护技能演
练和震后疏散演习等活动。双流区
红十字会联合区应急局在学校、社
区开展以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
家园”为主题的宣传、演练活动。温
江区红十字会开展以“保护生命健
康 迎接成都大运“为主题的红十字
博爱周急救知识普及活动，为游客
和景区居民普及急救知识。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内蒙古 中旗红十字会同应
急管理局、地震站等部门在海流图
镇花园东路社区，
通过悬挂横幅、设
立了宣传台，
发放《乌中旗红十字会
应急避险安全常识手册》、
《防灾减
灾手册》、
“三献”宣传折页等资料和
宣传品共计 200 余份。同时向居民
群众认真讲解防灾减灾、应急避险、
应急救护等知识并现场解答群众咨
询。杭锦后旗红十字会联合旗应急
管理局、消防大队、气象局等多部门
联合开展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宣传活动。乌拉特后旗红十字
会在呼格吉勒广场开展 2022 年“5·
12”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
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系统在防
灾减灾宣传周期间，
紧紧围绕
“减轻
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主题，同
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
活动，
其中包括应急救护培训、应急
赈济救援演练、红十字人道文化传
播等诸多活动。通过普及防灾避
险、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发放宣传资

料、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
进一步提
高应急救护知识全民普及率以及广
大市民的自救互救能力和综合素
质。
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开展“5·
8”世界红十字日暨“5·12”国家防灾
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邀请红十字
应急救援服务队和消防战士，为群
众和市直部门工作人员演示在紧急
灾情发生时如何迅速有序的运送备
灾救灾物资、协助社区搭建帐篷和
火灾急救等防灾减灾技能，普及防
灾减灾知识，
提高应急避险能力；
同
时市红十字会在抖音直播平台进行
“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线上培训，
进一步提高应急救护知识全民普及
率。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红
十字会在广福寺广场开展以“人民
至上 生命至上”和“关爱生命 救在
身边”为主题的“5·12 防灾减灾日”
暨“全国助残日”宣传志愿服务活
动。
兴安盟消防救援支队、盟红十
字会、盟直应急、电力、医疗等社会
应急联动力量联合开展地震救援拉
动实战演练。
吉安市峡江县防灾减灾
江西 办和县应急管理局联合
县红十字会等单位，在金坪民族乡
风情小镇广场举办
“减轻风险灾害，
守护美好家园”主题宣传、体验活
动。共服务群众 300 余人次，现场
散发日常急救手册、失能老人日常
介护、人体器官捐献和疫情防护指
南 400 余份。
瑞安市应急局、市红十字会、市
司法局、市气象局、市科协等多家单
位联合在市柳湖公园开展“5·12”防
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住建局（人防办）开展
“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提高民众的减灾避险意识
和应急救护技能。
龙南市红十字会开展以”减轻
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的
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通过悬挂横幅、
展示装备、摆放展板、设立安全知识
咨询台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讲
解各类防灾减灾知识和防范应对基
本技能。当天共发放各类宣传单、
宣传册、读本等宣传资料 300 余份，
展出展板 3 块，现场解答群众提问
60 余次。
新乐市红十字会开展以
河北“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
好家园”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宜昌市五峰县仁和坪镇
湖北 卫生院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赴杨柳池村茶园小区，参加全镇
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并在现场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平湖
社区开展以
“减轻风险灾害，
守护美
好家园”为主题的防灾减灾知识宣
传培训活动。
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咸丰县红十
字会走进活龙坪乡、活龙坪乡民族
初级中学，为当地村民和 980 余名
师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
让群众直观了解应急救护知识，进
一步提高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
广水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医
院联合开展
“减轻重症风险，
守护美
好家园”防灾减灾宣传咨询活动，
发
放防灾减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

十堰市红十字会、茅箭区红十
字会组织茅箭区红十字
“冲锋号”应
急救援志愿服务队在赛武当广场开
展演练活动，志愿服务队共有 30 名
志愿者组成，
现场分成三组，
模拟遇
到踩踏事件分别开展心肺复苏、伤
员包扎、伤员转运三种演练。
烟台市蓬莱区红十字会
山东 组织广大红十字志愿者
在蓬莱黄海绿洲广场上开展以“减
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
的宣传实践活动。
威海市红十字会、环翠区红十
字会在环翠区竹岛街道海天社区联
合举办“5·12”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
活动。
栖霞市红十字会开展“5·12”全
国防灾减灾日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300 余
份，现场解答群众 60 余人次。庄园
街道龙腾社区红十字会组织辖区企
业、居民代表、楼长、物业等开展以
“减轻风险灾害，守护美好家园”为
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临沂市莒南县红十字会组织机
关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文化广场开
展
“防灾减灾日”宣传咨询活动。在
活动现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悬挂
横幅，
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
红十字
志愿者现场为群众演示心肺复苏
术、海姆立克急救法，
手把手教授居
民掌握相关技能。
东营市河口区红十字会开展以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为
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宣传活
动。东营区红十字会开展“减轻灾
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全国防灾减
灾日宣传活动。
梁平区红十字会围绕红
重庆 十字博爱周主题，联合
区安委会 16 个成员单位，在区人民
广场下广场开展防灾减灾集中宣传
咨询活动，为广大市民普及防灾避
险、逃生救护知识和技能，
进一步提
高公众主动避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
巢湖市红十字会、市应
安徽 急局等部门联合在西苑
广场举办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
动，市红十字会在活动现场设置防
灾减灾知识宣传咨询区、自救互救
技能演练区，红十字救护培训老师
现场进行心肺复苏、创伤急救技能
的动态演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
摩并参与实操体验。
桐城市吕亭镇兴店分院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师走进吕亭镇连山
村，给该村两委成员及部分村民举
办一场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
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性培训活
动。
黄山市黄山区红十字会以“减
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为主
题，联合甘棠镇龙北社区在区老年
公寓开展消防应急疏散逃生演练活
动，并在现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
技能，
传授消防安全知识。
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
云南 红十字会与县防灾减灾
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开展“永仁县纪
念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暨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博爱周宣传活动”
。
聚焦“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
园”与“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主题，
由县应急管理局、县红十字会、县消
防救援大队、县地震局、县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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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林草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气象
局、县人民医院等单位的 20 余名志
愿者现场对防灾减灾、应急救护、森
林防火及消防安全等科普知识进行
广泛宣传，共发放宣传环保袋 1500
余个，防灾减灾应急科普宣传手册
等资料 5000 余份。
玉溪市元江县红十字会联合防
震减灾局走进元江甘庄中心小学、
干坝小学为师生们进行应急救护知
识讲座和防震减灾知识讲座。
石嘴山市红十字系统上
宁夏 下联动、同频共振，广泛
开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主题宣
传教育
“进学校、进场所、进乡村、进
企业、进社区”活动，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营口市红十字会通过网
辽宁 络直播的形式，向西市
区永强社区居民开展在线防灾减灾
教学进社区活动，进一步宣传防灾
减灾知识，努力营造更加安全和谐
的社会环境。
葫芦岛市南票区红十字会携手
区应急局、九龙街道等相关单位在
下庙子广场开展主题为“减轻风险
灾害，
守护美好家园”的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活动现场布置大量宣传
板，工作人员为居民讲解应对突发
灾害的具体措施，
发放《防灾避险应
急手册》等宣传资料 1000 余份。
晋中市红十字会带领晋
山西 中红十字博爱应急救援
队、晋中红十字赈济救援队进入康
乐社区，开展以“减轻灾害风险，守
护美好家园”为主题的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太谷区红十字会高度重
视，提前谋划，联合区防震减灾中
心、区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开展
一系列活动。平遥县红十字会组
织志愿者来到城东街道办事处组
织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进社
区”活动，为社区居民送上一堂生
动有趣的应急救护普及培训课，受
到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灵石县
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以“聚人心 共
善举 红十字‘救在身边’”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
运城市绛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防震减灾中心组织红十字志愿者
开展“5 · 12 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
宣传系列活动，普及救护知识 100
余人，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手册 1300
余份。
定西市通渭县红十字会
甘肃 组织志愿者在通渭思源
实验学校开展防灾应急演练和应急
救护培训。
庆阳市华池县红十字会举行南
丁格尔志愿服务队成立暨授旗仪
式。镇原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应急管
理局、消防救援大队、县医院急救中
心、交警队等单位，
在镇原县东门百
惠购物广场门前举行抗震救灾应急
救援演练活动；组织志愿者在县城
中街举行了以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
美好家园”为主题的防震减灾知识
宣传活动，发放防震减灾知识宣传
页 800 余份。
白银市会宁县红十字会开展生
命教育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
200 余份，指导群众参与心肺复苏
演练 30 余人。
黔东南州剑河县红十字
贵州 会利用赶集日，开展防
灾减灾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