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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是第 19 个“世界献血者日”，
主题为“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
拯救生命”。全国各地红十字会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开展无偿献
血、保障血液安全的重要意义，动员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广泛参与。

浙江6月 12日，余姚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血液管理中心在余姚阳明献

血屋前举行第19个“世界献血者日”暨余姚
市第五届无偿献血公益文化节活动。市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丁素兰和卫
健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钱瑛为 2021年余
姚市无偿献血各类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奖。

宁波市宁海县红十字会与县采供血中
心在桃源广场举办“世界献血者日——献
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
主题宣传活动。同日，县红十字会举办了
庆祝第 19个“世界献血者日”表彰大会，表
彰了2021年度全县无偿献血工作中有突出
贡献的爱心单位和新晋百次献血者（2020-
2021 年度部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
者）。

6月13日，湖州市高新区（南浔镇、度假
区）卫健办、红十字会、南浔银行联合举办

“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
生命”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187 人参与活
动，122 人成功献血 ，献血总量达 39300 毫
升。

第19个“世界献血者日”前夕，金华市、
东阳市、永康市、浦江县、磐安县红十字会
先后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数
百人参与无偿献血。

江苏6月 13日，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
会联合区城乡建设局、市红十字

血液中心组织开展主题为“献血是一种团
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43人参加活动，35人成功献血，献
血总量达9800毫升，2人申请加入中华骨髓
库。

6月 9日，南京市浦口区红十字会在东
万生物（南京）有限公司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 167人参与献血，总献血量近 4.84
万毫升，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6例。

6月12日，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红十
字会走进社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者访谈活
动，7 名红十字志愿者与居民分享献血知
识、献血心得。

6月14日，泰州市海陵区红十字会开展
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共有 128人参加
无偿献血，总量达41800毫升。

6月10日，淮安市洪泽区发起无偿献血
“洪色行动”，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加无偿
献血。活动当日，区红十字会志愿者为献
血市民送上鲜花。

6月13日，靖江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
字医院在兴阳社区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
题宣传活动，市红十字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参
加献血。

6月13日，盐城市建湖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团委开展“撸起袖子献热血 爱心传递有
温度”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县红十字爱
心足艺志愿队、县红十字救援队和县阳光
义工之家、县助残协会等公益组织参加。

6月14日，盐城市阜宁县红十字会开展
“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共有60余人参
加无偿献血，12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6月14日，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联
合县血站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当天共有47
人成功献血，采血量达16000毫升。

东台市红十字会携手市献血办在街心
公园开展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
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陕西在第 19 个“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期间，西安市红十字会联合西安

市中心血站开展线上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
动，在全市世纪金花商城、民生百货、赛格
电脑商城等39所户外LED大屏幕循环播放
2022年无偿献血主题宣传片。

6月14日，汉中市红十字会联合汉中市
卫生健康委、汉中市献血办、汉台区人民政
府办举办“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

6月14日，咸阳市红十字会联合咸阳市
中心血站在宝安商厦广场献血屋开展“献
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
主题宣传活动，红十字志愿者、献血者代表
和各界爱心人士近百人参加活动。

河北6月 11日，石家庄市鹿泉区红十
字会为迎接第19个“世界献血者

日”，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开展热血公益跑
宣传活动。60 余名志愿者在海山公园集
合，身着红色背心，手举“欢迎献血”“我献
血我健康”等宣传牌，统一开跑。

6月 14日，石家庄市高新区卫健局、区
红十字会携手河北省血液中心在石家庄高
新区长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世
界献血者日”无偿献血宣传活动。长江街
道办事处、供水排水公司以及民营医院、基
层医疗机构等单位工作人员参加活动。

在 6 月 14 日“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
际，霸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字捐献造
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小分队、无偿献血志愿
者、霸州9958应急救援队志愿者开展“献血
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主
题宣传活动。共有137人参与，献血总量达
54000毫升，其中5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河南6月 14日，洛阳市红十字会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队联合洛阳市牡

丹红十字志愿者服务中心开展“世界献血
者日”活动，34人参与献血，献血量达13600
毫升。

湖北6月 13日，广水市庆祝世界献血
者日暨干细胞捐献启动仪式在

印台山广场举行，共有 30余名志愿者无偿
献血，献血量 10000余毫升，16人采集了造
血干细胞血样。

6月 1日，随州职业技术学院师生挽袖
献血，以实际行动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采血工作从上午 8时持续到晚上 8时，共有
1019 余 名 师 生 成 功 献 血 ，累 计 献 血 量
230600毫升。

6月14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
市红十字会举办“世界献血者日”活动，来
自市红十字“三献”志愿服务队、南湖社区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大唐社区第四志愿服
务队、康益社工、义工协会的志愿者积极响
应，共计无偿献血 46人次，献血量 14900毫
升。

6月14日，枝江市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动
员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红十字
水上救援志愿服务队及七口堰社区红十字
志愿者开展以“世界献血日”宣传活动。共
有31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9000毫升。

6月13日，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红
十字会联合县卫健局在长阳爱心献血屋开
展“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共有83名爱
心人士参，献血量达28600毫升，8人加入中
华骨髓库。

湖南6月 14日，岳阳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岳阳市红十字会和岳阳市中

心血站在市中心血站联合举办“盛夏酷暑，
献血救人、感恩有你”无偿献血爱心公益活
动。

山东烟台市蓬莱区红十字会组织3个
志愿服务队共计 60 名志愿者参

加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无偿献血量达12800毫升，采集造血干细胞
血样30例。

6月10日，烟台市福山区红十字会组织
红十字志愿者开展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
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活动。共有 14人参加活动，总
献血量5400毫升。

6月12日，莱西市红十字会在月湖广场
举办主题为“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
新征程――热烈庆祝 6.14 世界献血者日”
宣传活动。100余名无偿献血者、红十字志
愿者和市民参加。

6月14日，淄博市桓台县红十字会组织
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
动，30余名市民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

6 月 12 日，由德州市红十字会主办的
“世界献血者日”科普宣传活动在长河公园
举行。

6月14日，菏泽市单县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世界献血者日”活动。共有 201名无偿
献血志愿者参与，献血量达79500毫升。

6月 14日，青岛市即墨区开展“世界献
血者日”主题活动。共有 162人次参与，献
血量61700毫升，22人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留
样。

山西6月 14日，运城市绛县红十字会
组织志愿者开展“世界献血者

日”宣传活动。共有 47名爱心人士参与无
偿献血，献血量达18400毫升，5人加入中华
骨髓库。

朔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心血站开展
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11
名献血者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6月13日，晋中市太谷区红十字会联合
区志愿者协会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
传暨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137人参加无偿
献血，8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广东6月 10日，深圳市红十字会与罗
湖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开展的

“热血蓝朋友”2022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
传活动。118 名消防员和红十字志愿者参
加活动，其中103人参与无偿献血。

6 月 4 日、5 日，河源市红十字会、市中
心血站联合连平县卫生健康局、连平县红
十字会、东源县红十字会、仙塘镇街镇社区
居委会等单位组织志愿者开展“世界献血
者日”宣传活动。

6月 14日，惠州市红十字会开展“世界
献血者日”活动，30 余人参加，7 人成功献
血。

6月 14日，茂名市卫生健康局、市红十
字会、市中心血站联合举办了“世界献血者
日”活动。

6月 11日，汕头市卫生健康局、市红十
字会、市中心血站共同举办“世界献血者
日”活动，并为获得 2019-2020年度无偿献
血奖励的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

6月14日，汕尾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生
健康局、市中心血站，市城区卫生健康局、
市城区红十字会等单位开展“世界献血者
日”活动。

6 月 12 日，韶关市献血办、市中
心血站、市红十字会等单位在
联合举办“世界献血者
日”活动。

6 月 11 日，阳
江市红十字会
联合市中心血
站 开 展“ 世
界 献 血 者
日 ”主 题
骑 行 宣
传活动。
20 余 名
无 偿 献
血 志 愿
者 参 加
活动。

6 月
12 日，中山
市 红 十 字 会
举办“世界献血
者日”活动，同时
举行了 2021 年度星
级志愿者表彰仪式和

“无偿献血 25 载 不忘初心
显真情”无偿献血志愿者光荣退休
仪式。

四川6月14日，成都市武侯区红十字会
在机投桥街道潮音社区菜市场开

展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
救生命”——纪念“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
活动。

6月14日，成都市红十字会、郫都区红十
字会、郫都区卫健局在区安德街道联合开展

“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124余名志愿者
参与无偿献血。

6月 14日，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会联合
区卫生健康局，开展以“热血双流 温暖你我”
为主题的无偿献血活动。

重庆6月13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三峡广场的西南医院采血方舱，市

民积极参加无偿献血。连日来，西南医院采
血方舱开展免费测血型、测血压、无偿献血知
识有奖竞猜等“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不
少党员干部、爱心市民等前来参与无偿献血。

江西6月14日，鹰潭市红十字会组织工
作人员及志愿者开展第 19个世界

献血者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
们，拯救生命”主题宣传活动，在社区广场播
放无偿献血宣传片，布置“三献”宣传台，向
社区居民派发宣传资料，讲解“三献”知识。

6月 12日至 13日，宜春市袁州区红十字
会联合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区卫健委、
区红十字希望之家志愿服务队在宜兴社区、
坤山社区、春台公园开展“加入我们，拯救生
命”世界献血者日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
动。

6月7日，宜春市万载县红十字会组织县
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机关、县
发改委等团体会员单位在县政府广场开展

“喜迎二十大·爱心相髓，抗疫有我”无偿献
血活动。20余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8000
余毫升，成功招募 6人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

6月13日，宜春市宜丰县红十字会、县卫
健委携手市中心血站在县中医院门口开展

“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暨无偿献血活动。
共有40人成功献血，献血量11700毫升，其中
4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6月 14日，吉安市永丰县红十字会组织
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走进恩江镇金香社区
开展献血宣传活动，并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

服务。
6月14日，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会在

县中兴广场爱心献血屋举行“献血是一
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主
题宣传活动。

6月14日，上饶市广丰区红十字会
开展“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并回
访慰问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安徽6月 14日，宿州市红十字会、
市文明办、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联合举办“世界献血者日”无偿献血活
动，得到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响应。100余

人参加，累计献血量30000余毫升。
6月14日，宿州市泗县红十字会、县红十

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县红十字救援队
集中开展“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福建6月14日，福州市晋安区红十字会
开展“世界献血者日”活动，组织党

员干部参加无偿献血。
6月14日，漳平市红十字会开展了形式多

样“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网络新
媒体平台、社区向市民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云南6月11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大姚县红字会、县卫健局、楚雄州

中心血站围绕“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
我们，拯救生命”主题，在大姚县中彝医医院
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500余名无偿献血
和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参加活动。

6月 11日，腾冲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
字会志愿服务总队开展“无偿献血，拯救生
命”主题活动，共有30人参与献血。

内蒙古日前，满洲里市红十字会组织
全市各单位党员干部参与无

偿献血活动，共有152名党员干部参加。
6月14日，兴安盟红十字会联合盟中心血

站在乌兰浩特市五一广场开展“世界献血者
日”活动，盟红十字会、马拉松协会、红城义警
志愿者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加了活动。

辽宁6月10日，沈阳市辽中区红十字会
开展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

入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宣传
活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广
大群众发放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宣
传资料量。

6月14日，由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
红十字会主办，市献血办公室承办的“大连
市无偿献血嘉奖暨无偿献血公益宣传专列
发车仪式”在西安路沙河口区献血屋举行，
来自各行业的无偿献血者代表、志愿者、市
红十字会第一、第二党支部党员参加活动，
共同庆祝2022年“世界献血者日”。

6月 14日，庄河市红十字会联合志愿服
务队在黄海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宣传
活动。

6月 14日，营口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建
委、市人民政府献血办公室、市中心血站开
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共有209
名志愿者参加，献血量达74400毫升。

6月 14日，本溪满族自治县红十字会与
本溪市血站、本溪县心连心公益团队联合开
展了“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当日献血
参与人数达 60余人，46人成功献血，献血总
量17800毫升。

广西6月14日，柳州市红十字会在文昌
综合楼南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

日”公益活动，同时在现场宣布柳州市机关
公务员献血月活动正式启动。

黑龙江6 月 14 日，齐齐哈尔市建华区
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前往中

环广场献血屋开展“庆祝第十九个世界献血
者日暨中环献血屋落成”活动。

吉林6月14日，长春市红十字会在晨宇
科技城献血屋开展了“无偿献血

为爱成团”系列宣传活动。22名志愿者参与
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共计献血
6200毫升。

甘肃6月14日，白银市各级红十字会及
志愿服务队围绕“献血是一种团结

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主题，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主题宣传活动。

新疆6月14日，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党
员干部在南湖采血屋开展“献血是

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宣传
活动，向市民发放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资料，并带头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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