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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真茂

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电
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编剧 王兴东

【讲述】
编写《离开雷锋的日子》剧本前，我到辽宁

省铁岭市找到雷锋同志曾经的战友乔安山。他
告诉我，有一次跟雷锋坐火车，只见班长上了火
车，还没坐下就找笤帚扫地，抓过水壶就给乘客
倒开水。班里有个战士，修车时不小心让硫酸把
棉裤给烫了个窟窿，晚上也没太在乎就睡了。第
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裤子已补好了。原来，是雷
锋晚上趁大家都睡了后， 从自己的棉帽子里抽
出棉花，堵塞在裤子的窟窿眼里，给战友补好了
裤子。

乔安山从雷锋的一言一行中， 耳濡目染雷
锋为人处事的品质。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他30
多年坚持给班长争光，做了许多好事。于是，我
对准了乔安山，以他为主人公来结构故事，以侧
面进攻代替正面表现， 从雷锋身边的人乔安山
的角度去写雷锋精神，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

【感言】
如何创作弘扬雷锋精神的文艺作品？ 那就

是：像他那样真诚地爱国爱民，以情动人，不搞
忽悠，去浮夸；像他那样真心地钻研规律，用钉
子精神去突破，不随人后，去浮躁；像他那样勤
奋节俭不图形式，注重内容，去浮丽；像他那样
真正地敬业从艺，深入实际，精益求精，去浮漂。

雷锋精神伴我走向世界
省美协副主席、省画院副院长、省雕塑院
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雷宜锌

【讲述】
我和雷锋的渊源来自于创作过的雕像。

1991年， 长沙团市委决定竖立一尊雷锋同
志雕像，我的方案《雷锋向我们走来》有幸被选
中，成为雕像的执刀主创人。当时，经费与铜铸
雕像所需成本有很大距离， 怀揣着对雷锋的无
限崇敬， 我在最简陋艰苦的创作条件下完成了
一件最荣尚的作品。 正因为这次艰苦的创作让
我了解了雷锋， 更感受到了为理想而工作的快
乐！

怀揣着这份理想，我带领我的团队一刀刀、
一敲敲，挥洒了上千个日夜的汗水，让马丁·路
德·金雕像这一伟大的“中国制造”永久矗立于
华盛顿国家广场，把“中国”这个词刻在了美国
“心脏”。

【感言】
雷锋影响着我的人生，雷锋精神伴随着我走

向了世界。想想当年自己倾注了满腔热忱和无限
崇拜创作的有关雷锋的作品，我明白了他时刻伴
随着我，不断给我动力。他告诉我们：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只有这样，生活才能真正眷顾你，
才能真正留下属于你的艺术生命和价值！

践行“雷锋精神”先进模范
与优秀志愿者论坛

永远做一个雷锋那样的好兵
宜章县长策乡武装部原部长 刘真茂

【讲述】
美丽的狮子口大山吸引了不少人去游玩。前

年春天，一群学生进山迷了路，我找到他们，将他
们安全送下山。 一个大型户外活动团体临时帐篷
无法搭建，又下大雨，我将他们全部安顿在哨所，
把床铺腾给他们睡， 自己则坐了一个通宵……30
年来，我到底救助了多少人，我自己也记不清。有
的因为大雪封山， 下不了山在我哨所一住就是一
个星期、半个月。我从来不收他们的钱。有的客人
临走时，把钱悄悄塞在枕头下、茶壶底下，我发现
后都一一退还给他们。

我长期坚持在狮子口大山看护山林， 连续19
年没回家过一个春节。儿子结婚，我没有下山；岳
父去世，我好不容易请朋友代了两天班，匆匆料理
了一下丧事又回到山上。这么多年来，我过得很艰
辛，但一想到山林得到保护，我就很高兴。

【感言】
身为一名党员， 成为一名像雷锋那样的好战

士，是我在部队的理想。转业到地方以后，做像雷
锋那样对人民有益的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是我的追求。在学雷锋的路
上，我永远是一个小兵。我要努力再努力，永远做
一个雷锋那样的好兵！

雷锋精神属于世界
澳大利亚人、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工
江思远

【讲述】
1999年， 我和妻子参加了由慈善机构国际关

心中国慈善协会组织的义工团队， 来到了中国湖
南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看望和帮助生活在这
里的孤残儿童。和这些孩子相处了一些日子，我对
他们产生了强烈感情。 第二年， 我们双双辞去工
作，变卖了房产，在福利院正式开始了我们的义工
生涯。

我发挥个人专长，为孩子们设计、施工建造了
适合残疾人生活和学习、设施齐全的住所、学校、
电脑室和娱乐场地，开展了特殊教育课程。后来，
我们在市内购买了公寓房、独栋小楼，配备了电梯
等设施，安置了部分身体条件相对较好的儿童，让
他们有机会更多地接触、融入社会。

我与义工团队还设立了社区拓展项目， 为社
区中有残疾儿童的家庭提供特殊教育和康复治
疗，目前已经服务了245户残疾人家庭。其中有户
贫穷家庭， 他们因无法支付高达20多万元的手术
费，一筹莫展。为此，我们四处募集资金，努力给予
他们生活、精神上的帮助。在我们的协助下，孩子
得以在南京成功完成手术，现在已能正常行走了。

【感言】
雷锋精神属于世界。在中国这些年，我常听人

们提起雷锋这个名字， 这反映了人们对乐于助人
精神的肯定和内心希望帮助他人的愿望。 只有全
社会的人都乐于帮助别人， 乐于与有需要的人共
享自己所拥有的， 无论帮助者和被帮助者都会感
觉到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雷锋精神就是对工作极端负责
解放军报政工部主任编辑 卜金宝

从某种意义上说， 雷锋精神就是对工作极端
负责，就是对他人对社会充满爱心。我深深地感受
到：只要我们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并一以贯之地
坚持下去， 就会找到工作的快乐， 实现人生的价
值。

每个人都能做到
个体经营者、慈善志愿者 阿里木江·哈力克
我认为，雷锋精神是一种爱国、奉献的精神，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虽然我没什么文化，但我依
然能够理解雷锋精神的内涵，并一直激励着自己，
在生活中用实际行动践行。

生命在于闪光
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解说员 乔婷娇

雷锋的一生很短暂，但在解说雷锋的事迹时，
我明白，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延续，而在于闪光。
我会永远坚守在解说员岗位上， 把美好的青春年
华融入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时代潮流。

通往理想圣地的漫长旅程
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教导员 黄黔湘
学习雷锋， 就像一个通往理想圣地的漫长旅

程，不到达目的地，我们就会像虔诚的信徒那样，
始终充满热忱、始终满怀激情、始终不抛弃不放弃
我们的信仰， 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中去。

愿做一名永远快乐的义工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中华慈善人物 孟繁英

雷锋事迹承载着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
是超越时空永恒的精神。 如果说完善自我和奉献
社会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 学雷锋做义
工，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业。我愿做一名永远快
乐的义工。

志愿者的微笑是最美的名片
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杨长江

让积极的情感释放、善意的行为表达、和谐的
文化认同从潜在变为现实，是“雷锋号”志愿者工
作站表现出的重要作用。现在，拥有一本志愿者服
务证，在社区、在学校、在机关成为一种时尚，志愿
者的微笑是长沙最美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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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在长沙举办的“雷锋精神论坛”活动，分别进行了
“研究‘雷锋精神’理论与实际工作者论坛”、“颂扬‘雷锋精神’
文艺与新闻工作者论坛” 和“践行‘雷锋精神’ 先进模范与
优秀志愿者论坛” 3个分论坛活动。 与会嘉宾结合实际， 畅谈
了弘扬雷锋精神的心得体会。 本报特将嘉宾发言予以摘登。

“学习雷锋好榜样”传唱不衰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颜晓峰

【讲述】
1997年，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仅北

京的观众就达128万多人次， 说明了广大群众无
比渴望雷锋精神的复兴。

说到底，人民群众渴望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得以实现、普及和持久。雷锋精神之所以具有
这样强大的感召力，来自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感召力。

雷锋生于旧中国，长于新中国，无论是在农
村、工厂和部队，无论是当通讯员、推土机手还是
汽车驾驶员，无论是出名前还是出名后，雷锋充
满了真诚之情、上进之心、奉献之意，总是竭尽所
能，为党的事业多作贡献，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
在本职工作中当好螺丝钉。

雷锋去世后， 全国性的学雷锋活动兴起高
潮，雷锋精神蔚然成风。雷锋精神已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的重要标志，“学习雷锋好榜样”传唱不衰。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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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家乡人民的时尚追求
长沙市望城区委书记、区长 谭小平

【讲述】
长期以来，我们视雷锋精神为“区魂”，把学

雷锋活动融入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不断提高
人民道德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

我们致力于把“人人学雷锋”培育成为一种
社会时尚。不断创新载体和形式，使学雷锋活动
更便于人们参与、更富时代气息、更能打动人心。
以“雷锋家乡学雷锋、唱响时代主旋律”为主题，
通过创作文艺节目、印发雷锋挂历、制作雷锋动
漫、建立雷锋微博、开通“雷锋网”，推广“这是我
应该做的”流行语，让学雷锋活动植根群众、愉悦
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以“我是雷锋家乡人、我
为雷锋添光彩”为主题，组建志愿服务队和学雷
锋小组，广泛开展各类志愿活动，让学雷锋活动
走进城镇乡村、融入日常生活、引领社会风尚。

目前， 望城已有学雷锋活动小组3000多个、
青年志愿者10000多名，关注雷锋、热爱雷锋、倡
导雷锋精神逐渐成为雷锋家乡人民的时尚追求。

【感言】
望城作为雷锋家乡，在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上，始终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必须走在时
代的前列。我们将顺应时代的潮流，大力推动学
雷锋活动常态化，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
大，成为加快雷锋家乡发展的不竭动力。

王兴东

雷宜锌

谭小平

颜晓峰

研究“雷锋精神”理论与实际工作者论坛

本报记者 刘文韬 苏莉 张斌 孙敏坚 周小雷 乔伊蕾 整理

———雷锋精神论坛
分论坛发言摘登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中央编译局秘书长 杨金海

要使学雷锋活动常态化，需要大力推进雷锋
精神的时代化，应当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入学习
和弘扬雷锋精神。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转
变学习雷锋精神的方式方法，实现雷锋精神传承
的持久化。

学习雷锋精神从感恩报德开始
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 陈瑛

雷锋精神的支撑点和出发点，来自他感恩报
德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学习雷锋精神也应该从感
恩报德开始， 增强我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感情，
提升我们的道德境界， 让我们像雷锋那样做人，
那样生活，做一个像雷锋那样的人。

学习雷锋精神力戒言行不一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 韩庆祥

学习雷锋精神要做到常态化， 其中最关键
的，是既要反对形式主义，力戒言行不一，又要把
雷锋精神体现到价值导向、制度安排、政策制定、
榜样示范和实际行动中，进而营造一个健康向上
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

建立学雷锋长效机制
湖南城市学院院长 李建华

只有建立长期、 有效的学习雷锋活动机制，
使这一活动常态化，才能将雷锋精神贯彻到人们
的现实生活之中，最有效地发挥学雷锋活动对于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推动促进作
用。

两种精神 同一种力量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政研室主任 乐正
新的历史时期，雷锋精神与深圳精神的融合

提升，将形成中国青年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
未来的新的道德力量， 是中国青年探索求知、自
强自立、求实创新的品格创造，更是科学发展、和
谐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力量
提升。

将雷锋精神精髓融入企业文化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傅胜龙

雷锋精神在全国的推广，不仅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
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方向。将雷锋精神的
精髓融入到企业文化中，为企业文化与管理机制
的创新找到了新的出路。

●嘉宾发言

●观点集萃

颂扬“雷锋精神”文艺与新闻工作者论坛
●嘉宾发言

“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
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 谭仲池

雷锋精神所抵达的高度，正是新中
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风采的集中
体现和典型表达。因而他生命的崇高便
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 ”；这火花 “同
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

雷锋形象代表一种精神表述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黄亚洲
文学解读雷锋的实质 ， 是精神解

读。雷锋这个年轻形象代表了一种完整
的精神表述，雷锋精神的时空穿透力确
实不曾中断 ， 这种利他主义的灯塔意
义，是我们这个注重集体利益的东方民
族不可抛弃的。

雷锋精神与时代同行
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原主任 邹友开

做到雷锋精神与时代同行，要把阶
段性的学雷锋活动与常态化的工作生
活结合起来。阶段性是让学雷锋活动保
持一定的温度。常态化是让雷锋精神成
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深入到本职工作和
日常生活中去。

用雷锋精神重塑企业文化
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所长 翟元斌

雷锋精神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和无私奉献，与当前市场经济条
件下讲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经营文化
并不矛盾。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在保证不
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努力增加企业
效益。

每个官兵成为传播雷锋精神的“种子”
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 陶克

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官兵的心
灵，时刻焕发着蓬勃向上的力量 。让雷
锋精神薪火相传，每个官兵既要甘当践
行雷锋精神的“傻子”，又要成为传播雷
锋精神的“种子”，以自身示范作用和良
好形象引领社会道德风尚。

坚守为本创新为翼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龚政文
我们总结， 做好雷锋精神的宣传，

一是坚守，二是创新 。坚守雷锋精神的
基本价值，坚信雷锋精神的普遍和恒久
意义；创新雷锋精神的解读 、表达和传
播方式。

●观点集萃

▲ 5月14日， 研究 “雷锋精神”
理论与实际工作者论坛在湖南师
大举行。 图为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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