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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有7000名“雷锋”
长沙市咸嘉新村社区党总支书记 刘焕鑫

我们社区有常住人口1.2万人，其中学雷锋志愿者
就达到了7000人。

“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站长由社区党总支书记
担任，配备有指导员、联络员，形成了一个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志愿者工作组织网络。 志愿者队伍中，有
热心公益的企业家，有发挥余热的老同志，更多的是
立足本职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市民，涌现出了红叶艺
术团团长张红、义务宣讲员王庆平、义务调解员陈厚
明、爱心楼栋长黄兰香等一大批优秀志愿者代表。

社区的企业家志愿者连续两年共捐赠100万元给
社区“道德银行”，并承诺每年拿出50万元资助社区的
困难居民；来自湖南商学院的学生志愿者，组建了“爱
心帮教队”，为未成年残疾人提供免费上门助教；老党
员王崇萍多年来义务照顾残疾人曾继伟，不仅上门帮
忙护理，逢年过节还送去钱物……随着社区学雷锋志
愿服务的深入开展，志愿者们纷纷与社区群众结成对
子，提供帮教谈心、困难扶助、就业推荐、义诊义卖等
服务，受到帮扶的群众又纷纷投身志愿者队伍，以此
感恩社会、回报社会。

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社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下一步，社区将继续加大力度，促
进学雷锋志愿活动 “全民化”， 做到帮扶形式不断创
新、便民服务处处皆是，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作
出积极贡献。

“孟妈妈”、“鲁爷爷”
领衔社区学雷锋

长沙市侯家塘街道工委书记 余伟军

长沙市侯家塘街道廖家湾社区近年来积极创建“雷
锋号社区志愿者工作站”，涌现出了“孟妈妈青少年保护
家园”、“鲁爷爷会客室”等品牌项目，孟繁英被评为全国
百名优秀志愿者，鲁遐龄被评为全国“奉献之星”优秀社
区志愿者，成为了国内知名的明星志愿者。

在“孟妈妈”、“鲁爷爷”的示范带动下，社区掀起
了一波又一波的志愿服务热潮，自2006年起，共引导
居民参与服务3万余人次。 因为服务项目多、 工作量
大，工作站特意安排专人，通过手机、QQ群、公示栏等
收集和发布志愿服务供求信息，实现志愿工作运转规
范化、日常化、便利化；开展“干部认亲”活动，组织党
员加入志愿者队伍，对困难群众、家庭开展长期帮扶；
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与邵阳200多名留守儿童开
展 “六一”、“中秋”等节日结对活动，募集爱心款项3
万元；建立“群众文化协会”，由有文娱特长的志愿者
担纲，邀请居民共同参与表演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宣传科学知识、弘扬传统美德，营造出团结互
助、平等友爱的良好社区氛围。

今后，社区将继续加强学习和交流，努力探索志
愿服务、志愿者管理新模式，做到“人人都是义工、处
处都有岗位、时时都讲奉献”，让鲜艳的志愿者旗帜不
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雷锋精神融入官兵血脉
长沙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 洪军

多年来，长沙警备区持之以恒在部队和民兵预备
役人员中开展“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把学雷锋活动
融入部队政治教育和国防教育、融入双拥共建、融入
岗位实践，实现了学雷锋活动由时段性开展向常态化
践行的转变。

雷锋精神已经融入了官兵血脉。望城区人武部政委
丁光辉在小孩患病四处求医的情况下，依然省吃俭用资
助寒门学子完成学业；长沙县金井镇武装部干部汤杨在
扑救山火中，为通知身处险境的10名民兵撤退，不幸被
火魔吞噬，献出了年仅27岁的生命……近5年来，先后有
80多名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被地方表彰为“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精神文明建设标兵”、“道德模范”等。

长沙警备区将继续立足实际、整合资源，把一系
列学雷锋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下去。 开展“春风送
暖”行动，组织驻长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到全
市五所敬老院“一对一”认亲，使百位孤寡老人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开展“大手牵小手”活动，组织部队团以
上干部与贫困学生结对帮扶；开展“共建样板社区”活
动，帮助社区改善交通、道路、办公等基础设施，帮助
社区维护治安，促进形成和谐邻里风气。

车厢里每天都在
上演感人故事

长沙市出租汽车 （蓝灯） 公司雷锋车队
驾驶员 彭友良

长沙市出租汽车（蓝灯）公司雷锋车队由驾驶员自发
自愿组成，成立2年来已发展队员50人，去年，因为立足本
职工作、默默回报社会的感人事迹荣登“中国好人榜”。

刘国莲老人家住长沙郊区，患尿毒症多年，每隔几
天就必须到距家很远的医院做透析。车队得知这一情况
后，坚持常年免费接送老人。老人临终前，大家去见了她
最后一面， 她的老伴紧紧抓着车队队员的手激动地说：
“是你们给了她生活下去的勇气，让她走得十分安详。 ”

今年元月，驾驶员刘小聪在营运过程中捡到15万
元现金，他丝毫没有犹豫，立即把钱送到了公司。 失主
报案时，他已经在失物招领中心等候多时。

2年多来， 还有很多温馨的回忆———四胞胎宝宝
的父母接过爱心捐款时泪流满面、贫困儿童背上新书
包时露出的笑脸、每一个接受过免费接送的老弱妇幼
乘客的致谢……这样的感人片段在雷锋车队数不胜
数，车厢里每天都在上演活雷锋的故事。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
本报记者 张目 通讯员 易振君 摄

“让雷锋精神深深扎根湖湘大地”
———雷锋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

� � � � 2月13日，长沙市开福区学雷锋活动启动仪式暨“续写雷锋日记，争当时代先锋”宣誓大会在湘江风光带滨江剧场举行。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洪军 彭友良

曹再兴 余伟军刘焕鑫

本报记者 陈亚静 整理

雷锋精神就是
一个字——爱
雷锋纪念馆原馆长 雷孟宣

雷锋离开我们50年了。 50年来雷锋家乡
人民一直坚持学雷锋， 用雷锋精神和行动去
感动影响所有的同志， 我身边每个人的心都
是热乎乎的。

我今年80岁了，每次一说起雷锋，劲就来
了。 50年来我一直坚持，我的坚持也是我们家
乡学雷锋做表率的体现。我依然清楚地记得，
1990年，全社会掀起了学雷锋的高潮，那一年
雷锋纪念馆接待了超过100万名参观者，纪念
馆四周被围得水泄不通。当时，美国纽约时报
驻北京分社社长专程来到这里， 说要找一个
雷锋生前熟识的人，最后推荐了我与他见面，
我俩聊了很久， 后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半
个版的文章 ， 开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
新———“雷锋家乡人民学雷锋是欣喜若狂”。

这几十年来，我学习、宣传、研究雷锋精
神，最大的感受是，雷锋精神就是一个字———
爱。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在家里，爱父母、
长辈；在学校，爱老师、同学；在工作单位，爱
同事、领导，爱你的事业，当你做到了这些，就
能更好地爱党、爱国、爱人民。 所以雷锋在日
记中这样写道：“我从阶级友爱出发， 爱全国
人民，也爱全世界劳苦大众，他们都是我的亲
人，我要为他们的幸福、自由、解放而贡献我
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 ”现在我们开展
和谐社会建设，什么是和谐？彼此要有爱心才
叫和谐。从小爱到大爱，把这个爱字大大地写
起来，我们就幸福了。

雷锋精神不能丢
退休干部、雷锋生前故旧 黄菊芳

1956年下半年， 望城县委机关准备从农
村招收一名交通员。 我当时在县委组织部任
干事， 县委领导把物色交通员的任务交给了
我。

一天，我来到安庆乡政府，机关院内一名
正在造秋征花名册的男青年引起了我的注
意，圆脸蛋、个头不高，举止中透出几分机灵，
他就是雷锋。经过多方调查，我了解到了雷锋
苦命的身世，也了解到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
充满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我把雷锋的情况向
县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 并建议录用他。 由
此，我成为了雷锋的考察人，也有幸与他共同
工作了一年多。到机关之后，雷锋的工作十分
繁杂，但无论大事小事、分内分外，只要他知
道了，就抢着去干，从无怨言。

在与雷锋的接触中， 他曾经说过：“在旧
社会，我和所有的穷苦人一样受气挨饿，是新
社会给了我新生，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就没
有我雷锋的今天，我要报答党的恩情。 ”这种
质朴真挚的感情， 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地升
华，最终铸造出他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人格。
在雷锋的人生履历中，没有叱咤风云的一页，
他的伟大都是由一件件平凡细小的事聚集而
成的，是平凡凝成的伟大，矢志铸成的必然。

转眼50年过去了， 社会上常常听到一些
人议论，说现在搞市场经济，讲求的是按价值
规律办事， 仿佛雷锋那种不计个人得失的精
神行不通了。 我绝不苟同，相反，我觉得当前
更应该提倡学习雷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在市场经济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决不
能让金钱至上、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自由滋
生。现在，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逐步发达起来
了， 这就更加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 更加需要全体人民构筑起坚定的社
会主义理想信念。 所以，我发言的结束语是：
雷锋精神不能丢！

学习雷锋
更要研究好雷锋

省社科院院长 朱有志

雷锋的家乡学习雷锋， 雷锋家乡宣传雷
锋，雷锋家乡研究雷锋。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
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为推广宣传雷锋做好理论
研究。

这些年来，我有3点体会：一是针对学习
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模糊认识， 进行说服性的
研究。 比方说，市场经济来了，还要不要雷锋
精神？雷锋精神是不是大家都应该学？对这些
问题，社会科学院都进行了理论性的论证。我
们的研究结论是，市场经济呼唤雷锋精神，同
时雷锋精神也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也就是具
有普适价值。 二是针对新的学习平台进行论
证性研究。 这些年来全省上下建设了不少新
的学习平台， 比如 “雷锋银行”、“雷锋超市”
等，我们从社会科学领域论证了“雷锋银行”、
“雷锋超市”的合理性、如何开展。 研究表明，
学雷锋要与市场经济结合， 这些新的学习平
台与我们要弘扬的雷锋精神具有内在的紧密
联系。 三是针对新的学习典型进行推广性研
究。在省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们每
年出版一本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红
皮书，把全省的典型通过理论的形式积攒、推
广好。

通过这些研究表明， 我们一定要大胆创
新学雷锋、持之以恒学雷锋，也就是说雷锋的
家乡不仅仅要学习雷锋，还要宣传雷锋，更要
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雷锋。

� � � � 9年前，我们在救灾捐赠接收点的基础
上， 面向社会募集物资， 救助各类困难群
众， 建设了经常性的捐赠救助平台———雷
锋超市。 9年过去了， 已经形成了由1家市
级、9家县（市、区）级、71家街道（乡镇 ）级 、
160家社区级“雷锋超市”组成的互助帮扶
四级网络平台，实现了长沙城区的全覆盖。
去年，全市共有8万多名残疾人，9万多名空
巢老人、2万多名寒门学子得到救助， 各类
困难群众累计受助超过30万人次。

“雷锋超市”建设唤起了社会各界的爱
心， 涌现出了一大批事迹感人的爱心模范，

互帮互助的浓厚氛围也感染了受助群众，如
聋哑人肖卓卓在受助后，就制作手工艺品开
展爱心义卖，形成了爱心接力。 去年，长沙市
各级“雷锋超市”登记在册的爱心义工近3万
人，提供各类服务14万余次。 “雷锋超市”真
正成为了邻里联系、 互助互惠的爱心纽带，
学雷锋活动成为了一种追求、一种时尚。

9年多“雷锋超市”建设的历程，就是一
场爱心火炬的接力。 下一阶段，我们将逐步
建立以区为单位的统一接收、 发放物资的
子平台，整合爱心资源，提升服务水平，丰
富“学雷锋”活动的内涵，让“雷锋超市”成
为开展活动的爱心平台， 成为社区群众的
温馨家园。

9年“雷锋超市”建设 9年爱心火炬接力
长沙市民政局局长 曹再兴

雷孟宣 朱有志黄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