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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 做好事，
时时可学， 处处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院长 王伟光

【精彩语录】
学雷锋， 做好事， 时时可学， 处处可为， 有心者信手拈来， 有志者

随时而做， 一个美好的历史记忆就转化成了亿万群众自觉行动的壮观现
实。

【论坛发声】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是党中央依据于科学分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

的新形势、 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而作出的重
大举措， 既有强烈的时代召唤， 更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学雷锋活动重在参与， 强在成效， 贵在坚持。 我们要以创新精神推
进活动方式， 拓展活动内容， 创新活动载体， 突出活动特色， 不断增强
学雷锋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力戒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 防止走过场
和 “一阵风”。

要坚持先进性和群众性的有机统一。 既不能要求所有人、 所有群体
都同步达到高标准， 又不能迁就和纵容群众中的落后元素。 只有鼓励先
进， 催促后进， 带动中间， 才能形成有利于学雷锋活动的文化自觉。 党
员干部要在学雷锋活动中带头起好示范作用。 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 党
员干部一定要首先做到、 带头做到、 模范做到， 这样群众才能真信真学
真做。 要建立常态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展开
新视角， 挖掘新价值， 不断弘扬和光大雷锋精神的当代意义， 采取有力
措施， 建立健全总体安排的规章制度， 确保学雷锋活动深入持久、 扎实
有效地开展下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永不变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吴昌德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杨定宇代为宣读）

【精彩语录】
学习雷锋精神， 当代革命军人就要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 重于一

切， 与人民群众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

【论坛发声】
雷锋是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成长起来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 雷锋的

一生， 是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丰富内涵的生动诠释， 雷锋精神是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宝贵教材。

新形势下，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对于促进官兵更好地理解认同和培
养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具有重要的感召激励作用， 就是要引
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军魂意识； 矢志爱军精武、 忠实履行使命；
纯洁道德情操、 珍惜军人荣誉； 竭诚服务人民、 真诚奉献社会。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 我国经济成分、 组织形式、 就
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 但不管形势任务如何变化， 坚持我军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任何时候都不变， 雷锋学人民、 爱人民、
为人民的精神也永远不会过时。 学习雷锋精神， 当代革命军人就是要像
雷锋那样， 继承和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 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新形势、 人民群众利益新需求、 我军使命任务新拓展， 不断丰富服务
人民的内容形式， 多做科技帮扶、 文化帮扶、 智力帮扶， 以及法律援
助、 心理服务等群众欢迎的实事好事。 充分发挥军队优势， 坚决完成抢
险救灾、 维稳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 踊跃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
和谐创建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国兴利、 为民造福。

学习雷锋如何正确认识
人生根本问题

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伦理学会顾问 徐惟诚

【精彩语录】
学习雷锋不是简单地模仿他的某些行为， 而是要学习他正确地认识

一些人生的根本问题， 按照这种认识去做人、 做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承了雷锋的精神， 雷锋式的人物就可以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论坛发声】
任何杰出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 之所以有雷锋精神， 这与雷锋所处

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首先， 雷锋切身体会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取得革命

斗争的胜利， 他的生存都会随时发生问题。 因此， 雷锋理解到了个人与
他人、 与集体、 与社会、 与国家的关系， 从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在当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亿万人
每日每时都在作出平凡的劳动， 汇成蓬勃发展的力量， 推动整个社会克
服种种困难向前奋进， 这也成为了雷锋精神在当代不断焕发光彩的不竭
源泉。

雷锋所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劳动的态度。
雷锋认识到， 自己每一天的劳动都和新政权的巩固分不开， 自己已

经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中的一员。 因此， 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平凡的、 琐碎
的， 仍能感觉到巨大的乐趣， 仍有不竭的动力。 当前， 市场经济使得劳
动提供的使用价值往往处于不可知或者不确定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帮助劳动者认识劳动的意义， 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普及雷锋这种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正确认识 ， 不仅要靠讲道理 ， 更
要结合每个人对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的感知体会才能形成 ， 这就需要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来做许多扎实的工作才
会真有成效。

推动学雷锋载体大众化
湖南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 陈润儿

【精彩语录】
让雷锋精神真正转化为人们思想的罗盘和坐标、 心灵的寄托和归

宿、 行动的指南和遵循。

【论坛发声】
多年来， 长沙市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顺应各个时

期的要求， 适应不同群体的特点， 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搭建群众

广泛参与的平台， 开辟群众乐于接受的渠道， 推动学雷锋载体大众化， 使学雷锋活动经
久不衰、 历久弥新。

我们坚持把雷锋家乡学雷锋作为广大市民自我学习、 自我教育、 自我提高的大课
堂。 精心组织了全民唱雷锋歌曲、 读雷锋日记、 讲雷锋故事、 传雷锋箴言； 部署开展市
民素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和 “学雷锋、 讲文明、 树新风”、 “做文明有礼的长沙人” 等
系列活动。

我们结合各类志愿活动、 主题活动， 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见难就解、 见危就帮、 见弱
就扶、 见贫就济的良好风尚。 雷锋最朴实的一句话就是 “这是我应该做的”。 由此切入，
我们开展了 “当文明长沙志愿者、 做学习雷锋排头兵” 暨 “推广雷锋故乡流行语———这
是我应该做的” 主题活动， 强化全市人民 “向雷锋同志学习、 为雷锋故乡争光” 的自
觉。 如今， 在长沙机场、 车站、 社区、 街头的志愿者服务当中， “这是我应该做的” 已
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我们还借鉴银行和超市的运行模式， 在全国率先创办了以好人好事为 “存款” 的
“道德银行”， 推出了以捐款救助为 “营业” 的 “雷锋超市”， 启动了 “雷锋超市进校园”
活动。 “道德银行” 与 “雷锋超市” 不仅是有价的物质帮扶， 更是无形的精神力量， 已
成为雷锋家乡学雷锋的靓丽名片。

发挥青少年在学雷锋中的骨干作用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周长奎

【精彩语录】
在当代青少年中弘扬雷锋精神， 就是要引导孩子们坚持远大理想、

坚持刻苦学习、 坚持艰苦奋斗、 坚持开拓创新、 坚持高尚品行。

【论坛发声】
自上世纪60年代起，各级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持续开展了“学雷锋活动

月”、“学雷锋、树新风”、“学雷锋精神，做四有青年”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
及青年志愿者行动，使雷锋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发扬光大。

雷锋精神所蕴含的宝贵价值， 必须借助富有时代感的工作载体， 才
能有效传递到青少年中去。 共青团组织将着力推动学雷锋活动在青少年
中广泛、 深入、 持久开展， 充分发挥广大青少年在学雷锋中的骨干作用。
一是充分运用互联网、 手机等新媒体手段和图书、 电影、 动漫等文化艺
术载体， 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 更加生动地刻画雷锋形象、 诠释雷
锋精神， 增强雷锋和雷锋精神对当代青少年的亲和力、 吸引力。 二是大
力推进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活
动， 继续深化青年文明号、 保护母亲河、 希望工程、 手拉手等团的各项
品牌活动。 三是努力推动青少年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长效化、 机制化。
全团将在每年3月5日 （学雷锋纪念日） 和9月20日 （公民道德宣传日） 集
中开展两次学雷锋主题团、 队日活动； 不断完善 “结对+接力” 的青少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长效工作机制。

赋予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 黄中平

【精彩语录】
50年来， 学雷锋活动中涌现出了大批先进人物， 他们不断赋予雷锋

精神新内涵， 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取向的铿锵作答。

【论坛发声】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雷锋精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

需要。 要不断推进雷锋精神时代化， 不断赋予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才能真正提高学习雷锋精神的效果。

雷锋精神时代化， 既要有内容的时代化， 深刻揭示其时代的新内涵、
新特征， 又要有形式的时代化， 包括语言和话语体系的时代化。 要用富
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 用适合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 更好地学习实践
雷锋精神。 要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 创新活动载体和形式。

比如， 把学习雷锋敬业奉献精神与各行各业的文化建设和岗位责任
制进行对接， 把学习雷锋无私奉献、 乐于助人的高尚情操与现代志愿者
活动进行对接， 推动建立参与广泛、 形式多样、 活动经常、 机制健全的
社会志愿服务体系， 努力使扶贫助学、 慈善捐助、 环境保护、 科学普及、
无偿献血、 人文关怀、 应急救助、 重大活动等志愿服务活动向深度和广
度拓展。

通过这些有利于吸引群众广泛参与而又特色鲜明、 简单易行的新载
体，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使学雷锋活动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让雷锋精神永远焕发时代光彩。

大力宣传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道德楷模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 何东平

【精彩语录】
雷锋身上这种平凡而伟大的特质， 在当前愈发凸显其生命力。 要大

力宣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道德楷模， 让老百姓看得见、 摸得着， 可以学、
可以做。

【论坛发声】
雷锋的名字响彻神州大地， 雷锋精神就像一颗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种

子， 以生生不息、 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为建设家乡、 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采取措
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 湖南是雷锋同志的故乡。 50年来， 湖南开展的
群众性学雷锋活动蓬勃开展， 在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 机制化方面走在
全国的前列， 三湘大地涌现出了袁隆平、 洪战辉、 文花枝、 刘真茂等一
大批锐意进取、 艰苦创业、 勤奋实干、 竭诚奉献的先进典型和雷锋式的
模范人物。

湖南近年来涌现出的道德楷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 光明日报
近期接连刊发了 “刘真茂守护山林30年”、 “乡政府炊事员陈飞清坚守最
偏远乡村24年” 等数十篇报道， 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这就是道德楷
模的力量。

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曾说过： “雷锋同志是平凡的， 任何人都可以
学到； 雷锋同志是伟大的， 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能学到。” 当前， 我们大力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落实 “三贴近”， 践行 “走转改”， 要
求我们必须大力宣传像雷锋这样可感、 可学、 可依循的先进典型， 大力
宣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道德楷模， 树立更多可供人民群众学习借鉴的道
德标杆， 才能让雷锋精神绽放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

开绚丽之花花花 结丰硕之果果果
———雷锋精神论坛主论坛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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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3月23日，“学雷锋·在行
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2012年启动仪式”在
岳阳举行。 图为青少年代表在宣
誓向雷锋学习。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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