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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动漫版的“雷锋叔叔”吗？
他爱时尚而且是运动达人。 今年，长
沙将启动“雷锋动漫”创作推介工程，
收集雷锋故事，创作雷锋动漫和卡通
形象，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他
们进行雷锋精神教育。 （2月21日《长
沙晚报》）

雷锋时尚？ 2010年3月，一本名为
《雷锋1940———1962》 的传记面世，颇
带些 “颠覆 ”色彩 ：雷锋穿皮夹克 ，戴
瑞士手表 ，爱留长发 ，骑着摩托车在
天安门照相，甚至朦胧中喜欢过异性
朋友……

一时舆论哗然。 然而，雷锋作为
英雄人物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坍塌。
媒体几乎一边倒的叫好声———人们
欢迎这个有血有肉、生动而平凡的雷
锋。

的确 ，“雷锋 ” 已经跨过新的世
纪。 时代化、时尚化和大众化，决定了
持久的“后劲”，展示着雷锋精神与时
代共进的容量与能力。

雷锋精神的内涵不断扩大。 “雷
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
与今天倡导的 “微公益 ”、 “随手公

益”，相互印证、互通精神；雷锋锐意进
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些品质中
蕴含的敬业 、创新和创业精神 ，无疑
是当下每一个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最
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学雷锋的形式也不断创新。扶贫、
赈灾、助学、助老、植树……所有在奉
献社会、关爱他人中寻找人生意义的
态度与行为，都在为雷锋精神提供与
时俱进的注解。

学雷锋的态度更开放。 长沙率先
实施“学雷锋先进集体、个人有奖励”、
“学雷锋者招考住房可优先”，赋予了
大众学习雷锋更可操作的平台。

学雷锋的人文环境更完善。 像上
世纪80年代， 救火小英雄赖宁被广为
传颂 ，但今天 ，让不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参与救灾、 救火，
已经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文化观念多元，个人价值凸显，生
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厌倦了特
定语境下“高大全”式的说教。 雷锋精
神 ，不是死板的教条 ，而是具有开放
性的价值系统———内涵丰富，面向未
来。 且正因为新的内涵，才可与时俱
进，使学雷锋活动从“3·5”到“365”，进
行得更常态、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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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杨东方

雷锋艺术团， 用雷锋精神铸就
艺术团的“团魂”，执着地学雷锋、演
雷锋、做雷锋，在望城大地精心耕作
艺术这块田土，播种文化的种子。

“将舞台搭建到
老百姓家门口”

龙年元宵刚过， 黑麋峰脚下的
洞阳村还笼罩在料峭的春寒中。

正月十七晚上， 雷锋艺术团的
演出，让寂寞的山村沸腾了，寒冷的
春夜热潮滚滚。

月明星稀的蓝天下， 土砖搭起
的临时舞台， 台上一个个精彩的节
目，让山旮旯的村民看得如醉如痴。

送戏下乡， 将舞台搭建到老百
姓家门口， 这是雷锋艺术团自讨苦
吃的选择。

雷锋艺术团前身为1958年成立
的望城县花鼓戏剧团，2001年更名为
雷锋艺术团。剧团有着辉煌的历史和
优良的传统。 1979年，剧团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创新编排了花鼓戏《春
草闯堂》， 在长沙市文化宫首场演出
一炮打响，在这里连续演出45天、130
场，场场爆满，刷新地方戏曲舞台演
出的记录。

1999年10月， 为抢排大型现代
花鼓戏 《黄泥坳 》，剧团停止了一切
营业性演出， 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
资。 在长沙演出时，演员们只能睡地
板、吃盒饭。 团长易辉洪说：“演员大
部分是年轻小伙子， 一餐能吃几个
盒饭 ，可是 ，由于剧团没有钱 ，每餐
只有一个盒饭吃， 大家饿着肚子上
台！ ”

咽下的泪水没有浇灭心之火
花 ， 辛勤的汗水浇开了成功之花 。
《黄泥坳》在全国第五届映山红民间
戏剧节演出时 ， 一举夺得创作 、导
演、演员、演出4个一等奖！

然而，仅凭辉煌的历史，不能自
动赢得市场。 像许多县级剧团一样，
该团也逐渐走入困境。

2004年，雷锋艺术团在县委、县
政府的支持下重组， 率先提出：“将
舞台搭建到老百姓家门口”。

随着电视普及，网络兴起，传统
的地方戏曲在城市已门庭冷落 ，而
在农村，因交通不便，看戏成为一种
奢侈。 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偶尔上省
城过过戏瘾。

送戏下乡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
生活，沸腾了寂寥的乡村，更滋润了
老百姓那渴盼精神营养的心田。

剧团以望城15个乡镇为主要演
出场点，结合党和政府的政策与市场
需求及观众口味，编排了很多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既有笑料又有生活哲理
的节目呈献给观众。 寓教于乐、雅俗
共赏的节目获得了村民们的交口称
赞，每一次演出，都人山人海，到处挤
满了乐不思归、喜赴“文化盛宴”的观
众。

剧团以无私奉献精神及执着追
求真正走进了人民群众的心中 ，大
家都说：“没想到雷锋艺术团给我们
大家带来了这么高质量的节目 ，以
前我们想看这样的节目得在电视
里 ， 没想到现在能看到真人表演
了。 ”

“我们不仅要爱自己，
更要爱他人”

“为了爱 ，我们才存在 ，这是宇

宙的法则，有爱慰藉的人，无惧于任
何事物任何人。 我们不仅要爱自己，
更要爱他人。 ”

这是艺术团职工的肺腑之言 ，
也是10年巡回田间地头、车间班组、
军营哨所的动力之源。

雷锋艺术团一直心怀他人 ，将
“大爱 ”巡演到底 ，将 “大爱 ”播种人
间，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每年抗洪救灾， 雷锋艺术团都
走到最前线，搭上最简易的舞台，冒
雨为抗洪勇士们送上精彩的节目。

汶川地震与玉树地震发生后的
第一时间内， 剧团领导马上组织全
体演职人员救灾义演。

2008年湖南冰灾时， 因道路冰
冻，车辆无法出行，很多在外的农民
工回不了家。 为了不能回家团圆的
农民工，演员们来到一个个工棚，送
去精神食粮。 演出途中路滑难行，全
体演职人员自发扛起铁铲， 铲除厚
厚的冰块， 让演出之旅按时到达彼
岸！

演出之旅，是播撒文明之旅，也
是学雷锋之旅！

每到一处演出结束后， 剧团还
下乡走访，伸出爱心之手，帮扶有难
之人。 有一次送戏下乡，演出队伍刚
刚到达目的地， 团领导听当地群众
说附近有位90多岁的五保老人 ，因
病瘫痪在床多年， 马上发动演职员
们献爱心， 给老人家送去慰问品及
慰问金， 并帮老人家打扫卫生整理
房间。

胡小平是雷锋艺术团党支部书
记， 几十年来， 他带领演员们学雷
锋、演雷锋、做雷锋。 一次外出演出，
剧团演出车在码头等汽渡时， 后面
一辆货车刹车失灵， 将演出车撞入
江中，车内人员及设备都沉入水中。

胡小平不顾自身安危， 从车窗内爬
出并与大家一起搭救落水人员及车
内设备， 直到将设备一一清点没有
遗失、 人员都安全的情况下他才松
口气。

学习“钉子”精神
善于挤和钻

剧团的全体演职人员学习雷锋
的 “钉子 ”精神 ，在扩展业务能力和
水平上善于挤和善于钻。

刘赛波从观众反馈的意见中了
解到他们想看魔术表演， 为满足观
众的需求，与魔术无缘的刘赛波，决
定自学魔术。 他自费订购道具，对照
视频练习动作，整整4个月他待在宿
舍苦苦练习。 现在，他的魔术已成为
观众喜爱的节目。

彭木善于寻求突破。 当他了解
到观众对变脸节目情有独钟时 ，他
辗转寻到川剧变脸特级演员刘宪斌
门下，请求拜师。 一次次的失败并没
击溃他的信心。 他一直坚持刻苦练
习。 学成后首次登场，便大获掌声。
变脸节目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肯
定。

雷锋艺术团精心打造雷锋的品
牌，用心传播文化的种子，上下一条
心，在近10年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
风雨无阻地送戏下乡2172场次。 为
此，望城区人民政府授予剧团“望城
首届劳动模范集体”； 长沙市委、市
政府、长沙警备处授予“学雷锋十佳
集体”；湖南省文化厅授予“省2003-
2005年好剧团”光荣称号。

团长易辉洪说， 望城是雷锋的
家乡，雷锋是我们身边的人，我团理
应扛起雷锋这面大旗， 传播文化的
种子，无愧于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

雷锋精神铸“团魂”
———雷锋艺术团的故事

学雷锋，从“3·5”到“365”
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具有开放性的价值系统———内涵丰富， 面向未来

雷锋故乡行⑤

2月21日，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社区养绿护绿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在绿地清
理垃圾。 当天， 该社区围绕 “践行雷锋精神， 传递榜样力量” 主题开展一系列
活动， 以实际行动传承雷锋精神。 梁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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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1日讯 （通讯员 王明
义 简云勇 龚文君） “感谢医院培
养出了雷锋式的好医生好护士！” 2
月20日清晨， 临澧县中医院院长办
公室， 骨伤患者杨桂芳的爱人胡达
宏， 将一封感谢信交到该院党委书
记、 院长乔玉山的手中。

2011年12月14日 ， 杨桂芳因意
外导致双脚及大腿严重骨折， 多处
软组织挫伤， 来到临澧县中医院骨

伤二科手术。 该科医务人员不仅在
医疗服务上兢兢业业， 还贴心地在
生活上给予照顾， 带给她希望和温
暖。 在院方悉心照料下， 杨桂芳身
体恢复得很快。

为弘扬雷锋精神， 该院从2月1
日起开展 “学习雷锋 ， 天使在行

动” 的 “三好一满意” 活动， 各科
室自发成立学雷锋志愿小分队， 涌
现出皮肤科张勇医生拾金不昧、 医
务人员巧退红包3万元 、 医务人员
利用休息时间为群众免费普查健康
等先进事例。 据统计， 至目前， 全
院职工为困难患者捐款18420元， 为

群众免费进行健康体检839人。
春节期间 ， 由于饮食的关系 ，

牙痛患者很多。 牙科医师张美华放
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整天坚守在
医院为病人排忧解难。 陈二乡百草
村63岁的农民田木林农历正月初六
来院换假牙， 在乘车途中不小心丢
失了2000元现金。 张美华见老人家
境贫困， 便赠与老人2000元， 令老
人非常感激。

感谢这样的好医生好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