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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由浙江省红十字会提供

相约红十字博爱周，共谱人道之歌
浙江开展精彩纷呈的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

公益筹款、急救培训、义
诊宣传、红十字知识线上竞
答……“5·8”红十字博爱周
期间，浙江省各级红十字会
紧紧围绕“生命教育，人道伴
行”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纪念活动，展现红十字工作
者、志愿者精神风貌，营造了
良好的社会宣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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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主题宣传海报在杭州市西湖天幕上滚动播出

“人道公益日”网络众筹，三天破千万元
首个“5·8 人道公益日”，省红

十字会在腾讯公益平台推出“为生
命救援赋能”“应急救护驿站”“人道
关爱大病儿童”“浙江省博爱家园”

“浙江‘小桔灯’”等 5个项目，全省
红十字系统联动，积极开展宣传推
广，截至 5月 9日共筹款 1373.87万
元，参与人次 176808人次。全省有
35个企业发起“一块走”，参与人数
123367人。

为配合“5·8人道公益日”众筹
活动，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杭
州市上城区红十字会启动开展了
2022“生命接力·人道伴行”人体器
官捐献主题宣传云毅行暨助力“小
桔灯”公益项目活动。受疫情影响，
今年采取云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当天，约 10 万人通过央视
频、FM93交通之声、华语之声和浙
江省红十字会视频号在线参与和观
看启动仪式。

温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共青团温
州市委、温州市妇女联合会发起倡
议，温州籍影视演员、热心公益的陶
慧敏积极响应“5·8人道公益日”众
筹活动，借助陶慧敏爱心发展基金
会，动员了白雪、侯勇、范明等众多
明星，一起为公益日助力。温州市
红十字还召开主题座谈会，邀请社
会各界人士，研讨交流红十字人道
救助等工作。

诸暨市红十字会举办纪念“5·8
公益日”暨花开童年爱心跳蚤市场

活动。花开童
年跳蚤市场是
一个二手爱心
市场，由市红
十字会牵头，
暨 阳 头 条 发
起，旨在引导
家庭和孩子积
极参与爱心活
动，让爱心无
限传递，同时
也让孩子们自
有的书画、玩
具等二手用品
得到很好的流
转，所得交易
款项将捐给市
红十字会。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应
急救护技能展示、健康义诊等活动。

缙云县红十字会在县行政中心
广场开展爱心义卖活动，为“缙云县
救在身边”和“缙云为生命救援”2
个项目募集资金。此次义卖商品包
括新建镇文联艺术家们捐赠的字画
作品、手工团扇和非遗剪纸，墨颜文
具有限公司捐赠的文具袋等。

龙泉市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会联
合龙泉市红十字会发起设立“健康·
品质龙泉”爱心基金，首轮募集专项
资金45万元，主要用于龙泉籍贫困
患者救助、突发病患急救、健康宣教
和应急救护站建设。

举办主题宣传活动，红十字就在身边
5月7日，绍兴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文明办、市体育局启动开展纪念
“5·8”世界红十字日暨“救在身边·
志愿同行”文明实践行动。据了解，

“救在身边·志愿同行”文明实践行
动主要为实施一轮应急救护培训，
建设一批应急救护服务阵地，选育
一批志愿服务骨干队伍，开展一批
应急救护志愿服务活动，选树一批
应急救护文明实践典型。绍兴市相
关领导为“救在身边·志愿同行”文
明实践行动城市志愿者队伍授旗。

5月7日，淳安县红十字会在千
岛湖广场举行纪念第75个“5·8”世
界红十字日暨携手文明“救”在身边
活动工作推进活动，现场开展了应

急救护“大比
武”、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
讲、“云帆宝贝”生日会
等，并为“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红十字云
帆计划实践基地”授牌。

5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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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们为市民们免费
量血压、血糖，检查眼
睛，宣传多种常见病的
预防和保健知识，详细解答市民关
心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治疗等问题。

5月7日，德清县红十字众安救
援队在新市古镇景区组织水上救援
演练，救援队以景区发生游船意外
着火、游客不慎落水为模拟演练背
景，对水上搜救、岸上急救、伤员转
运等救援全过程进行了演练。

5月7日，绍兴市柯桥区生命
博爱体验馆正式开馆。体验馆
采用“体验+互动”模式，设置
VR、体感互动展项，采用线上
预约、扫码进场、手环体验、数
据报告的形式对公众免费开
放，提供安全教育、专业实训、
文化打卡等多种体验。开馆当

天，民建柯桥区基层委员会向区
红十字会捐赠人民币100万元，设

立“柯桥民建·生命关爱”基金，用于
开展生命关爱公益体验课程、配置
户外救援队装备及应急物资采购等
项目。

5月6日，湖州市红十字会在市
人民警察培训学校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重点讲解常见急症与意外伤害
急救知识，组织心肺复苏和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以及创伤
包扎实操训练。

平阳县红十字会推出“应急救
护培训云直播”系列活动，为广大市
民“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实操技
能，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助力

“共享社·幸福里”建设。
苍南县红十字会联合苍南交运

集团开通“红十字公交”专线，向县
交运集团捐赠 456 个配有降温贴、
绷带等急救物品的“急救包”，将公
交车打造成为流动的“人道文化传
播点”和“应急救护点”。

5月6日，安吉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卫健局，在安吉县人民医院举办

“919·救一救”课堂开课仪式，计划
在每个月 9 日、19 日和 29 日，在医
院或社区、广场等
人流密集场所，为
群众普及心肺复苏
等急救知识技能。

5 月 7 日，平湖
市举行 2022年度民
生实事项目AED投
放启动仪式。今年
平湖市计划在全市
布设 56 台 AED，为
打造金平湖“更健
康之城”“更安全之
城”贡献红十字力
量。

5 月 9 日，兰溪

市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 联 合 市 教 育
局，在官塘小
学开展“5 ·
12 防震减
灾 暨 防
溺 水 应
急演练”
活动。

舟
山市红十
字 会 在 舟
山新城金鸡
山社区“红十字
博爱之家”开展疫
情防控和应急救护知
识宣教、上门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理发等志愿服务活动。一位老
伯不住地表示：“这是个好活动，很
有意义，既得到了服务，也学到了非
常实用的急救知识。”

大力普及急救知识，红十字救在身边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红十字贡献力量
5月8日晚，在上海开展防疫消

杀的 21 名红十字救援队员圆满完
成任务，返回杭州。在沪工作的 17
天里，浙江防疫消杀队承担了浦东
新区周浦镇的防疫消杀任务，对周
浦镇近 1300 万平米的各类场地进
行了消杀。杭州市红十字狼群救援

队副队长陈锋说，“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这次我们很荣幸能代表全省
123 支红十字救援队，不负浙江 57
万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和浙江人民

的殷切期望，发扬不畏艰险、连续作
战的作风，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
的各项任务！相信上海抗疫一定能
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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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生命关爱·情暖‘疫’线”活动，为防
疫值勤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上
了方便面、矿泉水、牛奶、八宝
粥、面包等物资，为他们送去关
怀与温暖。

为助力桐乡市全市区域核
酸检测，“5·8红十字博爱周”期
间，桐乡市各基层红十字会、红
十字救援队、红十字志愿者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
在各核酸检测采样点，红十字志
愿者们配合村（社区）网格员维
持现场秩序，辅助市民查看行程
码、采样码，以实际行动为助力
疫情防控贡献红十字力量。

连日来，义乌市红十字会党
员突击队忙碌不停，奔走于多个防
疫一线，将爱心企业、爱心市民送来
的口罩、消毒液、速干衣等防疫物资
第一时间“配送”到位。

传播方式丰富多样，红十字宣传氛围浓厚
“红十字博爱周”期间，全省红

十字会坚持传播先行，提前谋划主
题、积极拓宽渠道、争取媒体支持，
采用“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

省红十字会加强优质宣传品供
给，开发设计了“红十字就在身边”
和“红十字‘救’在身边”两个系列
10张宣传海报，及时提供给全省各
级红十字会，加大联动宣传力度。

杭州市红十字会、杭州爱乐乐
团、杭州文广集团明珠频道、杭报集
团杭州网联合录制特别节目《爱的
奉献》，将公益主题与优美的音乐相
结合，用美妙的旋律传播真情大爱。

5月 8日，恰逢母亲节，杭州市
临平区红十字会联合该区汀洲学
校、区博爱之家志愿服务中心开展
了“我们都有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暖
心活动。“星星的孩子”通过文艺演
出、制作礼物等方式向妈妈和“志愿

者妈妈”“老师妈妈”表示感谢。
宁波市红十字会在微信公众号

连续推出红十字生命教育知识竞
赛，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德清县红十字应急救
护讲师团，拍摄“红十字”版毽子
舞，以特殊的方式纪念“5·8”世界红
十字日，浓厚“红十字博爱周”宣传
氛围。

“人道、博爱、奉献”，“生命教
育 人道伴行”… …5.8红十字博爱
周期间，台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出
租汽车行业协会，在市区 1600辆出
租车车顶电子屏上，滚动播放“世界
红十字日”公益宣传标语。台州市
红十字会还联合台州日报社全媒体
中心、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台州医
院、台州市红十字医院、椒江区红十
字会等单位开展“生命教育 人道伴
行”主题大讲堂活动、造血干细胞捐
献、无偿献血等一系列活动。

◀龙泉市红
十字会联合市经
济社会发展促进
会设立爱心基金

▲金华市红十字会积极普及应急救护技能

▲湖州市德清县红十字志愿者走进上柏小学，向学生传授心肺复苏、绳
索牵引、担架搬运等应急救护知识

▶衢州市衢江
区绿洲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联合衢江公
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学习交流水域救援
技术和装备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