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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红十字会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5 日

编者按

编者按：为纪念第 75个世界红十字日，进一步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2022年 4月下旬至 5月中

旬，省红十字会组织全系统开展了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

为主题的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省红十字会本级重点开展

了第六届“爱的灯火·红十字故事汇”、“用爱筑梦，生命

接力”主题演讲大赛暨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首届“湖北数

字公益节”、红十字公益宣传片制作播出等活动。各地红十

字会围绕“三救三献”等主责主业，组织开展了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人道服务、人道传播、人道救助活动。

现制发专刊供各地红十字会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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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故事汇点亮爱的灯火

☆ 聆听暖心故事 传递爱的灯火

☆ 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圆满收官

☆ 红十字“三献”知识高校公益演讲大赛圆满落幕

☆ 恩施州 650 名学生集体创作红十字手抄报

☆ 钟祥市千人在线观看“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

☆ 简讯

红十字故事汇点亮爱的灯火

5月 5日下午，2022年湖北省“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

动仪式暨第六届“爱的灯火·红十字故事汇”在汉举行，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晓鸣，副省长杨云彦，省政协副主席郭跃进出席活动。

尔肯江·吐拉洪指出，近年来全省红十字系统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在人道救助上善作善成，在服务群众上用心用力，

在改革建设上走深走实，充分彰显了“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他希望，全省红十字系统要进一步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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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省委“增信心、防风险、

稳增长、推改革”的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切实履行人道使命、彰显担当作为，着力建好“群众身

边的红十字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真正做到让党放心、人民满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聆听暖心故事 传递爱的灯火

花开五月天，荆楚别样红。5月 5日，2022年湖北省“红

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暨第六届“爱的灯火·红十字故

事汇”在湖北广播电视台 800 ㎡演播厅录制。活动以“生命

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广播电

视台主办，采用故事短片、情景讲述、现场演讲、文艺节目

等形式，以博爱情怀讲述《生命的奇迹》等六个朴实而温暖

的故事，向观众完美诠释爱的力量，一批爱心企业和社会组

织慷慨解囊，现场举牌向省、市红十字会爱心项目捐款，支

持全省人道公益事业发展。

相关领导向 10名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优秀红十字志愿

者”人员颁发证书，向红十字应急救援、救在身边、心理健

康、人道传播、“三献”工作五支省级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

旗，向爱心企业、社会组织授牌。弘扬了“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递了爱的正能量。节目主题鲜明、环

节流畅，温暖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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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红十字会在汉理事、监事，各市州红十字会会长及主

要领导、爱心企业组织代表、优秀红十字志愿者、省级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队长、省红十字基金会理事和有关单位代表参

与现场录制。

5月 8日，在第 75个“世界红十字日”当天，湖北卫视

全程播出了该节目。

节目播出后，湖北日报、中国红十字报、长江云、腾讯

网、湖北卫视等主流媒体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密集式报

道。湖北日报以“满怀温柔和善意守护世界”为题刊发通讯，

《中国红十字报》头版头条刊发“花开五月天，荆楚别样红

——2022年湖北省‘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暨第六届

‘爱的灯火·红十字故事汇侧记’”，长江云融媒体连续两

天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推出特刊“今天，邀你一起传

递‘爱的灯火’！”和“感动！向‘她’致敬！”等通讯稿。

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圆满收官

5月 22日，为期三天的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圆满收

官。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由省民政厅、团省委、省红十

字会指导，省慈善总会、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省红十字基

金会共同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长江云公益提供特别

支持。公益节通过互联网赋能公益，探索新时代下的公益实

践。在传统配捐模式上更进一步，提供了一整套涵盖数字工

具能力、技术产品、全媒体宣推等资源在内的支持计划，助

https://mp.weixin.qq.com/s/Us9TQFANduciCCt8hznuQw
https://mp.weixin.qq.com/s/Us9TQFANduciCCt8hznuQw
https://mp.weixin.qq.com/s/Us9TQFANduciCCt8hznuQw
http://m.hbtv.com.cn/p/2188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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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益伙伴能力成长和数字化公益生态建设。用户可以捐赠

资金助力项目筹款，也可以参与“一块走”活动捐赠步数支

持公益项目，让公益“人人可为，时时可为”。更有湖北当

地企业结合地域特色提供福利，参与线下“一块走”打卡，

还有机会获潜江小龙虾券、麻城水饺券，让善意和美食都不

被辜负。

省红十字基金会围绕红十字“三救三献”的主责主业，

聚焦红十字品牌项目，推出了“心脏骤停救在身边”“志愿

者赋能计划”“救灾家庭箱”“生命健康安全体验馆”等重

点人道公益项目。全省红十字系统 120余家单位参与首届“湖

北数字公益节”，共发布 169个公益项目，近 30万人次参

与捐赠。

爱心人士倾情代言，慈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新闻媒

体、社会公众等不同公益主体的上下联动、横向连结，携手

共建区域公益新生态。腾讯基金会提供 4000万元公益资源。

活动期间，武汉全城营造出公益正能量的浓厚氛围。武汉

地铁、楼宇、公交等多场景上线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视觉

形象，数字公益节海报同步进高校、进社区……线下人群覆盖

过千万，数字公益节灯光秀引爆武汉两江四岸。活动全网总曝

光 6亿＋，视频类、图文类内容整体观看量 5500万＋，长江

云发起的微博话题“湖北数字公益节”突破 1.8亿传播量。

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的举办深化了“互联网＋”公

益，以“数字引领”“科技创新”赋能各级公益组织、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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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公益”的浓厚氛围，极大推动了

湖北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红十字“三献”知识高校公益演讲大赛

圆满落幕

5月 25日，由省红十字会主办，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湖北分库管理中心联合承

办的“用爱筑梦，生命接力”红十字“三献”知识高校公益

演讲比赛决赛，在合伙人大厦红色演播厅圆满落幕。

比赛现场通过长江日报大武汉 APP全程直播，来自武汉

市各高校的优秀选手进行了完美的现场演绎，来自华中科技

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工程大学和湖北中医药大学

的学生分获一、二、三等奖。

本次比赛历时两个多月，宣传覆盖近百所高校，历经海

选、初赛、半决赛，最终选拔出 21名选手进入决赛环节。

参赛选手始终围绕红十字“三献”工作中的志愿服务、工作

内容、主题小故事等内容进行选题演讲，演讲内容紧密结合

了自身经历及对“三献”工作的理解与感受等，内容详实感

情充沛，让人身临其境，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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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 650名学生集体创作红十字手抄报

恩施州 4所红十字学校积极组织各班开展红十字文化

课,向学生们讲解红十字运动起源、红十字精神和宗旨，并通

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向学生传播红十字文化，在全体学生

心中播下一颗红十字的种子。在“红十字博爱周”系列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当天，约 650名学生用“心”作画，以“纪念

第 75个‘世界红十字会日’暨‘生命教育，人道伴行’”

为主题集体创作手抄报。获奖学生作品在风雨桥广场及机场

路社区进行展览。

钟祥市千人在线观看“红十字博爱周”活动

启动仪式

钟祥市红十字会启动 2022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

动仪式并进行网络直播，千余人同时在线观看启动仪式，“我

要加入红十字、志愿者辛苦了、伟大、致敬”等弹幕刷爆直

播间。活动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激发广大干部群

众参与红十字事业的热情，为钟祥市红十字事业发展作贡

献。活动现场，人福医药钟祥有限公司现场捐赠 10万元善

款，现场大型义诊活动累计接待 200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

折页 300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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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4月 25日，总会印发通知，发布 2022 年“红十字博

爱周”活动主题为：生命教育，人道伴行。同时发布一批宣

传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生命教育，人道伴行；生命教

育、有你有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大爱传递，红十字救

在身边；弘扬生命理念、普及健康知识；保护生命健康，彰

显生命价值；用心呵护生命，用爱传递温度；尊重 珍爱 保

护——生命教育，红十字在行动。

4月 25日，红安县启动 2022年“红十字博爱周”“关

爱生命健康，助力乡村振兴”筹资活动。县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通过线上宣传发动、线下上门沟通等方式，积极发动社会

各界参与筹资活动。

▲4月 29日，宜昌市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博爱周”活动

期间推出包括“红十字救在公共场所配置 AED及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旅游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城市社区博

爱家园”等 7个公益捐赠项目。

宜昌市夷陵区红十字会举办“5·8人道公益日”活动，

现场为“夷陵区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夷陵区‘弘心’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进行授旗，为 5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新任

队长颁发聘书。

▲5月 5日，团风县红十字会在黄湖社区向居民宣讲“世

界红十字日”及“三救三献”相关知识，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和价值 3300元的洗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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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县红十字会为向河西岸社区困难群众送去 440斤

大米，将马应龙药业集团捐赠的一批妇科外用药送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群众。

▲5月 6日，长江日报、荆楚网、武汉广播电视台、大

武汉杂志等媒体头条推文：“叔叔，我终于见到你了！”。

故事讲述了中华骨髓库志愿者郑松为萱萱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感人故事。

襄阳市樊城区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博爱周”活动，现

场播放工作宣传片，以情景剧的形式演示应急救护技能，朗

诵红十字赞歌，并为襄阳爱尔眼科医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和

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授旗。

在广水市 2022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暨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上，造血干细胞捐献、红十字青少

年、心理援助、红十字精神传播四支志愿服务队队长分别接

旗并作表态发言。

▲5月 7日，荆沙市沙市区红十字会在雷家垱社区举行

“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宣

讲及红十字知识竞答、急救培训演示等活动。

在恩施市“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市中心

医院为群众提供健康问诊和疾病筛查，红十字救护师资教授

急救知识和技能，650名青少年共同参与红十字手抄报大赛。

宜昌市红十字会对 2021年爱心捐赠企业代表进行表彰，

推介 2022年市红十字人道公益项目，签订公益项目战略合

作协议，14家爱心企业和 1名爱心人士参与现场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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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东县“红十字博爱周”活动，为在校师生宣传红十字

运动、“三献”知识并开展救护知识培训，同时为 10名贫

困学生代表送上爱心大礼包。

在恩施州“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上，玉溪沃森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湖北准者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湖北兴龙

工具有限公司、湖北博今电气有限公司、宣恩县宇宏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五家企业现场捐赠爱心物资和善款累计价值 106

万元。同时，向群众宣传普及健康及急救知识，百余名志愿

者参与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登记。

来凤县红十字会在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暨“生命教育，防灾避险”知识竞赛活动，该校 16个

班级 850名师生参加活动。

赤壁市举行第 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宣传纪念

活动，向群众宣传艾滋病防治、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

人体器官捐献、疫情防控等知识。

十堰市张湾区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举

行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活动，现场为老人免

费提供眼部健康义诊并开展“三救三献”知识宣传。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红十字会联合县中医院在龙舟坪镇

厚丰溪村开展主题为“生命教育，人道伴行”的“红十字博

爱周”活动，并在现场开展血糖血压测量、B超和心电检查、

尿检等义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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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红十字会动员 3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到万丈湖街

道办事处新港社区开展“纪念 5·8世界红十字日暨感恩母

亲节健康护航义诊”活动。

黄石市红十字会以“让心脏重新起跳，让‘神器’就在

身边，让你我共同守护生命安全”为主题策划多个公益捐赠

项目，在“红十字博爱周”期间正式上线。

▲5月 8日，孝昌县红十字会组织干部职工和 10余名

志愿者开展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红十字知识

宣传活动，在现场设立“三献”工作展板，悬挂横幅，播放

急救、防溺水知识宣传片。

在潜江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红色五月无偿献血活动”

启动仪式上，该校近 300名师生代表及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

者参加活动，110名师生献血 30900ml。

英山县红十字会联合多家单位在吴家山林场开展以“生

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红十字博爱周”活动。活动

分为红十字送健康、红十字送文明、红十字送知识三个部分。

天门市红十字会举行“博爱校医室”援建项目签约仪式，

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为湖北科豪门业有限公司一

线职工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发放救护员手册、宣传资料和护

目镜等防疫物资；市领导为两家爱心企业广东莎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科豪门业有限公司颁发捐赠证书。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黄冈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红十字

博爱周”活动，为全校师生进行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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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中心通过线上直播形式，

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0余名学生开展了一场生命教育体验

课。

在红安县纪念 5·8世界红十字日暨 2022年“红十字博

爱周”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相关领导向县中医医院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等 4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为县红十字青少年

佩戴中国红十字会会徽，向爱心企业代表颁发捐赠证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以“博爱长存，真情常伴”为主

题的 5·8世界红十字日暨母亲节活动。

▲5月 9日，麻城市红十字会携手市科协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和“科普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并在现场发放“三救

三献”宣传册、科普图书 100余册，免费药品 120盒。

▲5月 10日，随县红十字会邀请县中医医院的 12名临

床医疗专家进行义诊。发放《红十字知识手册》、健康宣教

手册、生活急救知识折页及爱心宣传单等相关宣传资料 500

余份。

▲5月 11日，荆州市沙市区红十字会联合区教育局开展

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讲座。荆

州区红十字会开展纪念第 75个“世界红十字日”活动暨 AED

投放仪式。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红十字会举办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

活动，为 40余名干部职工带来“救命一课”，并现场发放

红十字家庭急救小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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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武汉市江夏区红十字会组织区卫校 100余

名师生进行初级救护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救护概念、止血

包扎技术、心肺复苏术和 AED的知识与技能。

▲5月 12日，当阳市红十字会联合半月镇红十字会在先

锋村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活动，100余人参加

活动。

咸丰县红十字会走进活龙坪乡和乡民族初级中学，为当

地村民和师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现场发放红十字

急救知识宣传单 1300余份。

▲5月 13日，孝昌县红十字会联合县科协在丰山镇初级

中学为该校 60余名师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鄂州市南塔社区红十字会、“益老益少”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联合开展以“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红十字

博爱周”宣传活动。为居民教授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并发

放自救互救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

襄阳市襄城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红花园社区开展

健康知识讲座，从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

衡四方面为居民进行详细讲解，并为居民免费发放相关药

品。

谷城县红十字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为近百名民兵开展

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所有学员均通过考核并取得初级救护员

证书。

▲5月 16日，宜城市红十字会在市民兵训练基地为 110

名基干民兵开展救护员培训，培训分理论授课、示范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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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练习、考核验收四个环节。

▲5月 18日，黄梅县红十字会举行捐赠仪式，锦诚建设

集团通过县红十字会定向捐赠爱心救助款壹佰万元。

▲5月 20日，随州市曾都区红十字会联合西城街道为社

区 40余名老年人普及意外伤害、脑卒中、心梗等应急救护

知识，并为老人提供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和健康咨询服务。

▲5月 21日，随州市红十字会开展建设青少年红十字基

地、网络公益众筹、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等各种活动，为“红

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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