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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6月14日，金华市金东区红
十字会组织红十字志愿者

前往金华市中心血站进行无偿献血。
6月14日，绍兴市红十字会、市中

心血站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
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联合开展宣
传纪念活动。

6 月 14 日，丽水市莲都区红十字
会开展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
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32人在活动中完成无偿献血。

江苏6月14日，南京市江宁区红
十字会开展“世界献血者

日”活动。
6 月 14 日，淮安市洪泽区红十字

会积极围绕“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
入我们，拯救生命”这一主题，组织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

高邮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献血办在
北海广场开展了以“献血是一种团结
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当天共计48人参与献血，
献血量达14800毫升，5人加入中华骨
髓库。

6 月 14 日，南通市红十字无偿献
血宣传志愿服务队沿濠河徒步宣传

“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6 月 14 日，南通市如东县红十字

会协同县中心血库、县总工会联合开
展了“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 加入我们
拯救生命”主题宣传纪念活动。

6月14日，句容市开展“世界献血
者日”活动，共有 23 名市民来到献血
点，共计献血 7800毫升。句容市机关
服务中心积极组织党员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41 名党员踊跃参与，共献血
12800毫升。

6 月 14 日，溧阳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

“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
6月14日，靖江市开展“世界献血

者日”宣传活动，来自市公安局的团员
青年和多个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纷
纷踊跃报名，加入献血队伍。

6 月 14 日，连云港市灌南县红十
字会联合连云港市中心血站灌南采血
点开展了“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
动。

6 月 14 日，盐城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中心血站在市区铜马广场开展以

“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
救生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山东6月 14日,青岛西海岸新区
红十字会举办“世界献血者

日”活动，红十字同心缘志愿服务队、
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红十字
纳百川公益服务中心、雪花公益服务
中心、青岛地铁营运公司党员先锋队、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等参加与
活动,共有266人成功献血,4人加入中
华骨髓库。

6月14日，平度市红十字会、青岛
市中心血站平度献血服务部联合开展
第 19 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
来自全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 30 余
名志愿者、近 200 名无偿献血者齐聚
红旗路爱心献血屋，共同庆祝这个属
于献血者的节日。

6 月 14 日，济宁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中心血站，在市文化广场开展了主
题为“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
们，拯救生命”的“世界献血者日”宣传
活动。

6 月 14 日，招远市红十字爱心之
家志愿服务队在招远府前广场举行

“世界献血者日”活动，15名队员完成
无偿献血。

6 月 14 日，临沂市举办第 19 个
“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50余
名红十字志愿者参加活动。

6 月 12 日，烟台市莱山区红十字

福路救援队组织志愿者开展“世界献
血者日”主题活动。

6 月 14 日，威海市中心血站联合
市红十字会在全市各献血点开展“世
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

陕西6月17日，西安市鄠邑区红
十字会组织全区各单位在

人民路广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计
发放红十字工作宣传册 500 余册，90
人参加无偿献血，成功献血 31600 毫
升。

6 月 14 日，“喜迎二十大 热血铸
忠诚”渭南市庆祝第 19 个“世界献血
者日”活动在渭南市中心血站顺利举
办。

铜川市耀州区举办“献血是一种
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主题
活动。共有36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
量共计9400毫升。

河北石家庄市红十字会联合河
北仁爱医养服务集团红十

字志愿服务工作基地走进社区开展
“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

6月12日、14日，石家庄市井陉县
红十字会开展“世界献血者日”活动，发
放无偿献血常识、造血干细胞捐献常
识、急救手册等资料共计1600余份。共
有137人参与献血。

6 月 14 日，廊坊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卫健委、市中心血站前往无偿献血
活动现场、时代广场献血屋、廊坊市中
心血站机采大厅慰问无偿献血者和志
愿者。

6 月 14 日，石家庄市行唐县红十
字会组织开展“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
动。

6 月 14 日，沧州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开展

“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图片展活动，现
场展出无偿献血及捐献造血干细胞相
关知识图片 203 张。活动中，13 名爱
心市民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 4400毫
升，1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6月 14日，沧州市献县开展第 19
个“世界献血者日”活动，举行了“中医
院杯”第二届“最美无偿献血者”颁奖
仪式。

河南6月14日，郑州市惠济区红
十字会联合中共惠济区直

属机关工委、惠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共青团惠济区委、惠济区健康委
员会在大河广场开展“世界献血者日”
宣传活动。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红十字会联
合区卫健局开展“世界献血

者日”志愿服务活动。近 200 人参与
献血，23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湖北6月14日，麻城市红十字会
联合市卫生健康局在麻城

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
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红十字志愿
者和医务人员共 30 余人参加宣传活
动。

6 月 14 日，宜昌市远安县红十字
会联合县卫健局向全县机关事业单位
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开展“世界献
血者日”宣传活动。共有66人完成献
血，献血量达 22700 毫升，2 人加入中
华骨髓库。

6 月 14 日，宜都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卫健局在市人民广场开展“世界献
血者日”纪念活动。宜都市红十字应
急救护和无偿献血两支志愿服务队共
十余名志愿者在现场开展志愿服务，
共 有 336 人 无 偿 献 血 ，献 血 量 达
108300毫升。

6 月 14 日，宜昌市夷陵区红十字
会联合“三峡星光”志愿服务队、小溪
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
在区献血屋广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公
益活动。

江西6 月 12 日，赣州市中心血站、
龙南市卫健委、龙南市红十字

会及龙南市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在滨江广
场联合举办了 2022 年“世界献血者日”
活动。

6月 14日，围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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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红十字会会同市卫
健委开展了2019-2021年度新余市无偿
献血先进表彰和文艺演出等系列宣传纪
念活动。

6月 13日，吉安市泰和县红十字会
联合县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走进
嘉禾社区，举办无偿献血知识讲座，向群
众分享健康知识。

6月 14日，上饶市红十字会联合信
州区、广信区、广丰区、婺源县红十字会
在万力时代广场开展世界献血日宣传活
动。

安徽6月14日，黄山市黄山区红十
字会联合区卫健委在黄山区

固定献血点组织开展主题为“献血是一
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的宣
传活动。当天共有79人成功献血，献血
量达26200毫升。

6月14日，巢湖市红十字会、市卫健
委、合肥市中心血站巢湖分站、巢湖市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和部分基层红十字会组
织开展“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

山西6月14日，晋中市红十字会携
手晋中市中心血站，组织志愿

者在榆次区万达广场献血屋开展“世界
献血者日”主题宣传和爱心献血活动。

6月 14日，晋中市寿阳县红十字会
联合县卫健局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

“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6月 14日，晋中市灵石县红十字会

组织志愿者开展了主题为“献血是一种
团结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的无偿
献血活动。

6月 14日，省红十字稷山志愿服务
队在稷山县委广场开展“世界献血日”宣
传活动，致敬无偿献血者为拯救生命所
作出的贡献。

内蒙古6 月 14 日，呼伦贝尔市红
十字会党支部开展了纪念

第19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和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6月 14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
十字会联合呼伦贝尔恒爱志愿者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共同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
题无偿献血活动，17名红十字志愿者累
计献血约 6800毫升，其中 4名志愿者加
入中华骨髓库。

6月 14日，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在
自治区血液中心开展“世界献血者日”活
动。共有 245 人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
82700毫升，20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6月 14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卫健委、团市委、中心血站组织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乌兰察布志愿者协会、小
城大爱志愿协会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
开展“世界献血者日”活动。共计 57人
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 19200毫升，37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辽宁6月14日，沈阳市大东区红十
字会在东站街道国瑞城小区

开展了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
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云南6月14日，楚雄彝族自治州永
仁县红十字会开展了 2022年

“世界献血者日”宣传系列活动。
6 月 8 日至 14 日，玉溪市红十字会

联合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第19个“世界
献血者日”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答题、发
布宣传片和《无偿献血倡议书》，线下党
员干部、红十字志愿者带头献血、发放宣
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宣传，号召更多的爱
心人士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

甘肃6 月 14 日，定西市中心血站、
通渭县红十字会、通渭县卫生

健康局联合在通渭县文化广场开展了
“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

6月 14日，张掖市山丹县红十字会
联合县人民医院红十字会、清泉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红十字会龙首广场开展“世
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共计献血37人
次，献血总量11300毫升，16人加入中华
骨髓库。

宁夏6月14日，石嘴山市红十字会
联合各医疗机构在大武口青

山公园门口开展了以“献血是一种团结
行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

6月 15日，石嘴山市平罗县红十字
会联合德渊市政产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开展“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
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献血公益活
动。

新疆6月14日，昌吉州红十字会开
展“世界献血者日”活动，全州

434 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到
158200毫升。

6月 14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红十字会、中心血站在阿图什市人民
广场举办了以“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
加入我们，拯救生命”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30人参与献血，总量达12000毫升，
5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6月 14日，喀什市红十字会联合喀
什地区中心血站、喀什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在喀什市艾提尕尔广场开展“世界献
血者日”宣传活动。

6月 11日，叶城县红十字会与喀什
地区中心血站莎车分站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 46 余人参与献血，献血量达
18000毫升。

加入我们，拯救生命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开展第十九个“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