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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苏莉 张斌）
今天下午，“雷锋精神论坛 ”3个分论坛
之一———研究“雷锋精神 ”理论与实际
工作者论坛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 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出席。 来
自国内研究机构、 高校的知名专家、学
者以及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家等20余
人出席论坛，与大学生们共同探讨如何
“续写雷锋日记，争当雷锋传人”。

论坛由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何东
平主持。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张国祚，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剑飞
作专家点评。

颜晓峰 、杨金海 、陈瑛 、韩庆祥 、李
建华、乐正、谭小平、傅胜龙等8位专家
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先后发言，围绕雷锋
精神的实质、 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如
何构建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机制、如何
创造性地开展学雷锋活动等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

大家认为，雷锋离开我们半个世纪
了，雷锋精神却成为不断传承 、历久弥

新的民族精神财富。 学雷锋的实质，就
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颂
扬激活我国人民蕴藏的美好思想品德，
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
的思想道德支撑。 在新的时代，雷锋精
神并未过时， 雷锋身上所具有的精神，
即大爱、奉献、刚毅、善为、敬业等，正是
今天我们最需要的。 要建立长期、有效
的学雷锋活动机制 ， 使这一活动常态
化，将雷锋精神贯穿到人们的现实生活

之中，最有效地发挥学习雷锋活动对于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推
动促进作用。

“请问作为 ‘90后 ’的我们 ，应该具
体学习雷锋精神的哪些内涵”、“当前社
会好人难做，好事更难做 ，请问您怎么
看”……与会嘉宾还与湖南师大的师生
们进行了精彩互动。 湖南师大法学院大
三学生王濛表示，专家学者们的精彩发
言，为广大青年学子更好地学习和践行
雷锋精神指明了方向。

� � � � 本报 5月 14日讯 （记者 孙敏坚
周小雷 ） “雷锋精神论坛 ” 分论坛之
一———颂扬 “雷锋精神” 文艺与新闻工
作者论坛今天下午在长沙中联重科麓
谷产业园精彩开讲 。 来自省内外的10
余名嘉宾， 围绕“‘雷锋精神’时代化和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主题展开了热烈讨
论。

论坛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
瑜主持，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省政协
常委、 省社科联主席郑佳明作专家点
评。

“把《雷锋》展现在读者面前已经快
两个月了， 我的心情一点没有平静，几
乎是诚惶诚恐，时刻怀着接受读者批评
的心情。 ”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谭

仲池，满怀深情地与观众们一同分享创
作长篇小说《雷锋》的心路历程。 他说，
寻觅英雄的足迹，就是重新阅读一个伟
大的灵魂，接受一次崇高人格光芒的庄
严洗礼。

和谭仲池怀有同样敬意的，还有中
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 1996年，
他担任编剧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
以雷锋战友乔安山的形象，参与了关于
学雷锋、社会道德重建的探索。 他认为，
雷锋精神是映照社会精神文明的一面

镜子， 贴近生活地映照了社会现象，让
人一看便懂良心和道德的问题。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
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要在一切实际行
动中贯彻。 ”在重温了一段雷锋日记后，
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原主任邹友开深
有感触地说，雷锋日记的字里行间处处
闪烁着无私奉献和对人民无限热诚的
思想光芒。 他把人民的困难看成是自己
的困难，把帮助别人克服困难看成是自
己的最大幸福。

出席论坛的黄亚洲 、翟元斌 、雷宜
锌、陶克、龚政文等嘉宾在发言中认为，
雷锋用年轻生命所谱写的雷锋精神，既
体现了一个平凡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起
码的道德规范，也展示了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所追求的崇高思想境界。 当我们真
正读懂雷锋坚守共产主义信仰信念的
动因，也便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点和动
力之源。 作为文艺与新闻工作者，我们
有责任、更有义务让“雷锋精神”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 � � �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乔伊蕾 ）
今天下午，“雷锋精神论坛 ” 分论坛之
一———践行 “雷锋精神 ”先进模范与优
秀志愿者论坛，在长沙市岳麓区咸嘉街
道荷叶塘社区举行。

论坛由解放军报总政治部宣传部
副部长杨定宇主持。 来自共青团中央、
中国社会科学院、 解放军总政治部、国
防大学等近2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 、学
者， 以及长沙市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
榜”好人、“长沙·我身边的雷锋榜”入选
者、长沙市优秀志愿者 、长沙市社区干
部群众约200余人参加了论坛。

解放军报政工部主任编辑卜金宝，
介绍了他在本职岗位上践行雷锋精神，
实现人生价值的经历。

“在关心他人的过程中，完善自我；

在帮助他人的点滴中 ，感受快乐 ；在他
人因得到帮助而化解困难中 ， 感受人
生。这就是雷锋精神。 ”全国百名优秀志
愿者、中华慈善人物孟繁英的话语朴实
而感人。 12年来，她成功帮教了上千名
失足青少年、流浪儿童。

被新疆人民亲切地称为“好巴郎”、
被贵州人民誉为“草根慈善家 ”的阿里
木江·哈力克， 靠卖羊肉串资助了数百
名贫困学生。 “我不能让想读书的孩子
上不起学，要尽力帮他们！ ”他朴实的话

语展现了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
神。

乔婷娇是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的
讲解员，她说：“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
于延续，而在于闪光。 起决定作用的不
是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的厚度。 ”

来自澳大利亚的江思远是长沙市
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工。 从事义工工作12
年的他认为，雷锋精神不分国籍 、不分
地域，雷锋精神属于世界。

湖南省宜章县长策乡武装部原部

长刘真茂表示，他要像雷锋那样 “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
去”。

此外，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
教导员黄黔湘代表学雷锋先进集体发
言，长沙市文明办负责人介绍了长沙市
建立“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的经验。

大家认为，深入开展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活动，对进一步提高全省人民的思
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对我省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张斌

【学雷锋故事】
“鸟类 、青蛙 、蛇等动物 ，

都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大家可
要保护它们哟……”

5月5日，新宁县清江桥乡
清泉村活动室笑语满堂。 40多
名留守儿童在爷爷奶奶、叔叔
婶婶的陪伴下，兴高采烈地聆
听蒋爷爷义务讲授的环保教
育课。

蒋爷爷名叫蒋科，今年75
岁， 新宁县广电局退休干部，
曾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
工作者”称号。 自15年前发起
成 立 湖 南 首 个 民 间 环 保 组
织———新宁县环保志愿者协
会以来，蒋科开始了一场青少
年环保教育“马拉松”。 这样的
义务环保课， 他已经讲了500
多堂，听者达20余万人次。

1998年3月， 蒋科在新宁
县解放小学组织了全县第一
个学生环保队“铁铗环保队”。
如今，解放小学已成为全县最
大的青少年环境教育基地。

今年4月3日，天空飘着毛
毛细雨。 解放小学近百名小学
生头戴志愿者帽，在蒋科的带
领下， 来到县红军烈士陵园，
手拿铁铗捡拾垃圾袋 、 塑料
瓶，为陵园“美容”。

蒋科对孩子们说 ：“革命
战争时期 ，革命战士严守 ‘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 步调一致
获得胜利。 现在，我们也要严
守保护环境纪律，争做新时代
的好孩子， 争做环保小卫士。
今天，我们要把陵园内外清扫
得干干净净，不让一丁点儿垃
圾污染烈士安息的这块神圣
土地。 ”说完，他一手握铁铗，
一手提小桶 ，捡拾垃圾 ，用实
际行动向孩子们传输环保理
念。 很快，烈士陵园被孩子们
清扫得干干净净。

4月23日清晨， 蒋科又早
早出发，奔波2个小时，来到地
处回龙镇的步高实验学校，为

学生们讲授 “环保作文课 ”
———“我跟垃圾交朋友”。 新鲜
的主题 ，生动的讲解 ，深深地
吸引了孩子们。

课堂上，校长叫一位学生
给蒋科送上一瓶矿泉水。 “我
自己带了水来的。 ”蒋科连忙
推却，并将自己带来的茶水瓶
摆上讲台，“孩子们，这么多年
我给学生们上课500多堂 ，可
以说节约了矿泉水500多瓶 。
你们知不知道， 少用500个矿
泉水瓶，就节省了宝贵的石油
资源啊。 国家号召建设节约型
社会， 大家要牢记在心坎里，
落实在行动上。 ”听了蒋科从
矿泉水瓶讲出的道理，课堂里
响起热烈的掌声。

15年来，蒋科不顾年事渐
高， 先后拓展出课堂教育、基
地教育、走进自然教育等多种
途径，大力推动青少年环境保
护， 足迹遍及全县各个乡镇。
他对记者说 ：“如果孩子们没
有一颗绿色的心 ， 我们就没
有绿色的未来 。 自然界的荒
漠摧毁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空间 ， 而心灵上的荒漠却窒
息着人类的生存意识。 因此，
为在青少年心灵深处开拓出
一片片‘绿洲’，我将始终不渝
地拨动环境保护教育这根主
弦。 ”

如今 ， 新宁县１８个乡镇
的中心小学和部分乡镇中学，
都张挂了新宁县环保志愿者
协会统一印制的环保宣传牌，
青少年环保意识普遍得到提
升 。 协会还组织环保文艺队
走进农村 、 走进崀山自然风
景区巡回宣传， “不环保” 的
陋习在当地居民和游客中大
为减少。

【志愿者感言】
蒋科 ：明知桑榆晚 ，偏绘

夕阳红。 守望山水，关爱家园，
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信仰。
环保志愿者的路上 ， 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

续写雷锋日记 争当雷锋传人
研究“雷锋精神”理论与实际工作者论坛举行

雷锋精神是一面镜子
颂扬“雷锋精神”文艺与新闻工作者论坛举行

在帮助他人中感受快乐
践行“雷锋精神”先进模范与优秀志愿者论坛举行

我是雷锋家乡人
———2012志愿行动

一场环保教育“马拉松”

� � � � 5月12日， 龙山县农技人员在进行水稻机
械化插秧演示。 当天，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在龙山县苗儿滩镇黎明村举办水稻机械化
插秧现场演示活动， 吸引了500余名农技人员
和水稻种植大户前来参观学习。

田志波 胡域 摄影报道

� � � � 本报 5月 14日讯 （记者
熊远帆 ）今天下午 ，中国社会
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
长王伟光与共青团中央书记
处书记周长奎、求是杂志社副
总编辑黄中平等出席“雷锋精
神论坛”的领导和嘉宾在长沙
市进行考察。 省委常委、长沙
市委书记陈润儿陪同考察。

王伟光 、周长奎 、黄中平
等嘉宾先后考察了中联重科、
橘子洲生态文化公园、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雷锋超市和廖家
湾社区雷锋号青年志愿者服
务站。 嘉宾们表示，长沙的发
展日新月异，无论是两型社会
建设，还是新型工业及文化旅

游产业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

在看完“雷锋超市”和“雷
锋号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后，
嘉宾们对长沙市学雷锋活动
连连称赞，认为长沙学雷锋活
动开展得深入而有成效，值得
在全国进行推广和学习 。 首
先，党团员带头学雷锋起到了
良好的示范作用 ；第二 ，学雷
锋活动普遍化，从机关到企业、
从社区到学校学雷锋活动开展
得如火如荼；第三，将学雷锋活
动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结合
到了一起；第四，学雷锋活动的
日常化和常态化， 让雷锋不再
“三月来，四月走”。

“雷锋精神论坛”
嘉宾在长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