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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张喆 黄伟）“10年前， 我是你们援助的

‘海星’；今天，我想加入你们，帮助更多的
‘海星’……”今天，一位年轻人拄拐来到国
防科大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流着热泪送
来了一份申请书和爱心捐款。

他叫陈实，10年前，是该校“海星计划”
支持的第一批受益孤残儿童之一。10年后，
在深圳某动漫设计公司担任业务总监的他
终于如愿成为“海星计划”的“编外”成员。

据统计，10年来，“海星计划” 救助团队
已由最初的6人发展到数千人， 助养对象由
彩虹孤残儿童服务中心扩展到长沙市第一、

二社会福利院，森宇、晨光、万事佳等数十个
孤残儿童社区服务中心，平均每年筹集善款
20余万元，累计助养孤残儿童数万人。

2005年，6名国防科大学员怀着“为孤残
儿童做一点事”的朴实想法，与长沙市彩虹
孤残儿童服务中心启动了“手拉手”海星助
养计划。

长沙市社会福利院、长沙市残疾人医疗
康复中心……不少学员牺牲休息时间来到
这些机构学习取经，不厌其烦地当起了孤残
儿童们的课外辅导员、 知心哥哥姐姐。10年
来，点点滴滴的努力焐热了无数自卑自闭的
童心。

为使“海星计划”持续进行，他们自发形
成了“真情不断线，关爱续前缘”的“五个一”
制度：入伍第一课，请学员旅领导给新学员
介绍“海星计划”，让孝亲爱幼的传统薪火相
传；新学期第一个党日，组织新学员到服务
中心举行助养仪式；学员与每一名助养对象
签一份协议，定期书信沟通了解情况；每周
派学员代表到服务中心看望儿童，做力所能
及的服务；毕业前集体到服务中心举行助养
接力仪式，真情话别。

如今，在“海星计划”的接力助养下，孤
残儿童大多都能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考上了
重点大学，有的就业后也加入“海星计划”。

“雷锋故里”
处处见“雷锋”

吴金

望城是雷锋的故乡， 走近望城处处可见到
“雷锋”。雷锋大道口矗立的“雷锋笑脸”，是指引
人们前进的“精神路标”；纪念馆前巍峨的雷锋
雕像，是望城的“精神地标”；而“雷锋超市”、“雷
锋580热线”里活跃的一个个“活雷锋”，便是望
城雷锋传人的“精神群像”。

在望城，不仅仅是雷锋的形象，更有多种样
式的雷锋符号。 由雷锋家乡作家何宇红创作的
《雷锋在1958》日前出版，该书通过实地采访和
查阅史料， 再现了雷锋1958年在望城团山湖平
凡而感人的工作、生活经历。这是望城人对雷锋
精神资源的又一次深度整理与挖掘， 这是对雷
锋这一“精神坐标”的重校。

无论是打造“精神地标”、竖起“精神路标”，
还是寻找“精神坐标”，望城人把雷锋元素充分
运用于城市建设和文化传播领域。外化于形，内
化于心，让英模的感召力与文化的感染力合流，
形成强大的正能量洪流， 这是一种传播弘扬先
进文化的自觉担当。

五十多年来，由于话语体系的变迁，价值标
准的嬗变，对雷锋精神的解读会出现多种声音。
特别是在人们面临新的道德困惑时， 怎样理解
雷锋精神，怎样从中汲取向善向上的力量，值得
我们深思。不坚守，便会失守，便会迷失。在传承
雷锋精神的路上， 望城始终把打造精神道德高
地当作城市的最高追求，把“雷锋故里”这张城
市名片越擦越亮。

人要有精神追求，城市要有精神地标。雷锋
不只属于望城，他也属于长沙、属于湖南，更属
于中国。 除了雷锋， 我们湖南还有很多先贤往
哲、道德楷模，在城市建设与文明整理中，我们
应珍视这宝贵的精神资源，多一点担当、多一分
坚守。在大搞经济开发时，莫忘了身后的精神富
矿；在大建楼宇式地标时，也应高高竖起一个城
市、一个区域的精神地标。

洪战辉在长沙县宣讲雷锋精神吐心声:

“做好事，
不应图回报”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陶芳芳 孙应德 陈展 ）今
天，长沙县邀请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全国文明单位代
表人、辖区社区志愿者等齐聚一堂，开展学雷锋志愿
服务经验交流会。 全国道德模范洪战辉的宣讲引起
与会者强烈共鸣。

“做好事，不应图回报，不应在乎外界评价。”洪
战辉以“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主题展开演讲。他介绍
了自己的学雷锋感受与经验。“在践行学习雷锋过程
中，应当把握三点。做好自己该做的，这是基本责任
和义务；做到自己能做的，这将丰富和扩大内涵，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做自己想做的，这将有助于找
到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将个人行为与社会紧密相结
合，为社会做贡献。”

国防科大“海星计划”每年筹资捐助20余万元

10年助养孤残儿童数万人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司念
伟）今晚，湖南理工学院韩国教师李光世家里热闹非
凡， 提前到校的外语学院学生李玉虎和3个同学一
起，受邀参加一场家庭元宵喜乐会。吃着李光世端上
的香甜元宵， 李玉虎俏皮地用东北话说：“能够和李
老师一家过元宵，欧巴（韩语中‘哥哥’的昵称）真是
‘活雷锋’。”

李光世2003年来到岳阳， 在湖南理工学院担任
朝鲜语教研室主任。为了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李
光世每年从自己工资中拿出6000元设立“希望之光”
奖学金，迄今为止，奖学金已经颁发9届，先后有40多
名学生接受了资助。李光世成了校园人人皆知的“洋
雷锋”。

在湖南理工学院，有来自美国、韩国、俄罗斯等
10多个国家的外籍教师19名。 在学校无微不至关怀
下，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外籍教师，把湖南当成第二
故乡，个个成为校园内外的“洋雷锋”。

来自德国的教师卫和平，针对校园交通状况，提
出了“设置校园减速带”的建议，得到学校采纳，全校
目前共安装10条减速带； 结合学校开展的节约型校
园建设情况，他提出学校能源节约方案，根据这一提
议开展的校园节水节电活动，2013至2014年为学校
节约水电费60余万元。他还乐当学校基建维修的“编
外监理”，在学校外籍教师宿舍装修过程中，他按照
实用、美观、节能的原则提出合理化建议，目前新装
修的外教宿舍楼卫浴、厨房全部是由他设计的。

为了让这些“洋雷锋”干得起劲，学校还与岳阳
市儿童福利院、郭镇敬老院等结对子，不定期组织
外籍教师参加公益活动。春节期间，俄罗斯钢琴家
迈克尔·阿卡德夫主动报名参加环保志愿者， 到洞
庭湖捡拾垃圾，还兴奋地到处宣传：“当‘雷锋’的感
觉真是好极了！ 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学雷锋的
行列中来。”

“洋雷锋”活跃校园内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
致点赞。近年来，湖南理工学院外籍教师中有1人获
“国家友谊奖”，5人获省政府“潇湘友谊奖”，学校还
被评为“国家引进外国智力先进单位”。

湖南理工学院
有群“洋雷锋”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郭飞 肖梅

3月4日上午，怀化市鹤城区城北街道茅
谷冲社区79岁的空巢老人王靖家很热闹，当
地陈芙蓉、张卫红等6名志愿者来到他家中，
为他打扫卫生、理发，陪他聊天。老人开心地
说：“周三、周日他们上门服务，我就像吃了

‘开心果’。”
在鹤城区城北街道，这样的公益服务每

天都在上演。
2013年4月， 城北街道宝家山社区发起

成立怀化市首家“时间银行”，组织开展互助
式志愿服务，其做法已推广到街道所辖9个社
区。目前，已有5900余名志愿者在“时间银行”
注册，彼此交换志愿服务已达1.6万多个小时。

据了解，“时间银行” 存入的是志愿者参
与公益服务的时间， 志愿者遇到困难需要帮
助时，便可从中支取，换得其他志愿者的服务。

城北街道总人口10.2万人，以铁路单位
居多，服务铁路居民是街道工作一大重点。

城北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刚告诉记者，许
多铁路上退休的老年人住在辖区，他们的儿
女或忙于工作，或生活在其他城市，让老年
人在需要帮助时能及时得到帮助，成为街道
工作人员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起初成立

“时间银行”，就是想用居民群众自己支付的
时间来换取别人的帮助。加入“时间银行”的
志愿者，在需要时可拿出自己的时间和其他
成员交换服务，既解决了一时困难，又彼此
联络了感情。

住在宝家山社区的退休职工唐雪芳说，
她一个人生活，收拾房间、清洁冰箱都十分
困难。如果雇人服务，一个月至少要600元，
对依靠退休金生活的她来说是笔不小的开
销。去年11月，她在“时间银行”开设了账户，
为附近学校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这样，她
既能“发挥余热”，又储存了“时间积分”，可
通过“时间银行”换取所需的家政服务。

为唐雪芳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的志愿者
芦俊告诉记者，他所学的专业是社会服务与
老年护理，很希望学以致用。除了帮助唐雪
芳老人做家政服务，他还通过“时间银行”提

供其他志愿服务，每天忙碌充实。
加入“时间银行”需在网站上注册、开通

个人账户，通过提供整理家务、维修电脑等志
愿服务，就可以获得“时间积分”，存储在个人
账户里。一旦在网站上找到需要的服务，就可
提取相应的“时间积分”，换取所需服务。

“许多人更愿意奉献而不求索取，他们
把‘时间银行’中的积分捐献出来，让真正有
需要的人及时获得帮助。” 周刚说，“时间银
行”是一个开放的项目，学生、退休老人、当
地其他民众及暂住在此的外地人，都可以成
为志愿者，自愿提供自己所擅长的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张微渺

“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前，让我们
这些留守人员方便多了。”3月3日， 看着当
天建成通车的水泥路， 溆浦县沿溪乡青坡
村2组村民张建文高兴地说。

青坡村2组共有30户121人， 农历马年
腊月初五， 组里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大多回
来了，看着组里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心里很
不是滋味。这天晚上，常年在外打工的党员
张名生邀请组里外出人员到家里摆“龙门
阵”。说起组里的路，张名生说，等上面出钱

修路，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春节期
间，大家一起当回“雷锋”，捐资出力自己修
水泥路，“让留守乡亲有一脚好路走”。

“这个倡议好，大家都来当雷锋！”同是
党员的外出务工人员贺利平第一个表态，
其他人纷纷响应。当晚，组里返乡的外出务
工人员就捐资2万多元。第二天，按照各自

分工，租机械，买砂石、水泥，平整路面。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里50多位返乡人

员自发修路，他们的行为感动着乡亲们。腊月
里，全组男女老少齐上阵，装运砂石、水泥，搅拌
砂浆，平整路面，干得热火朝天。施工队伍中，有
一个女孩格外卖力，她叫张蓉，是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的学生，放寒假返乡后，一直在工地义

务劳动。她说：“这是我出生以来见过的组里最
大的公益事业，这个寒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返乡人员好热心，留守老幼好温馨，这
是献给乡亲们最好的新年礼物！”张建文说。

大年三十，耗资2.8万元、全长200多米
的水泥路竣工。 经过10多天养护，3月3日，
水泥路正式通车。

春节回家当“雷锋”，捐资出力修路忙———

“让留守乡亲有一脚好路走”

2013年3月21日，国防科大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组织学员赴长沙雷锋纪念馆参观，向雷锋
塑像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学员在“知雷锋、学雷锋”中感悟雷锋精神、弘扬优良传统。

欧阳登轶 苏保华 摄影报道

� 怀化市鹤城区城北街道成立“时间银行”，开展互助式志愿服务，目前已有
5900余名志愿者在“银行”注册，彼此交换志愿服务1.6万多个小时———

存储时间，传递爱心

画家段江华跳湖救起昏迷女童
段江华（左一）不顾寒冷跳入水中将落

水儿童救起，并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图为落
水儿童被救上岸。 奉甜 摄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苏莉 李国
斌）今天下午，一名女童在长沙市后湖岳麓
渔场不慎落水， 路过此地的画家段江华跳
入冰冷的湖水中救起落水女童， 段江华夫
人吴涛和青年艺术家肖彬立即对已经昏迷
的女童紧急实施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抢
救，随后立即送长沙市四医院抢救。截至记
者发稿时，女童已脱离生命危险。

记者多方获悉，勇救落水女童的段江华，
是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副教授、湖南省美协副
主席，我省知名油画家。4日晚，记者电话采访
段江华。段江华向记者描述了4日下午救人的
经过：当天下午3时多，段江华和夫人吴涛驾
车经过后湖岳麓渔场时，被一群小学生拦住。
“叔叔，救人！”听到孩子们的呼救，段江华立
即下车。跑到湖边，段江华只看到一个书包漂
浮在离岸边十来米的水面上，见不到人影。来

不及思考，段江华脱下外套、皮鞋，立刻跳入
冰冷刺骨的湖中， 熟悉水性的他很快找到了
落水女童， 并把她拖回岸边。“我找到她的时
候，人已经昏迷了。”段江华告诉记者，孩子被
抱上岸时，脸色发乌，已经完全没有意识。此
时， 同行的夫人吴涛和青年艺术家肖彬立即
对女童实施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的抢救。“大
概过了五六分钟左右， 小女孩哇的一声哭出
来了。”段江华说，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浑身
湿透，冻得直哆嗦。随后，肖彬和好心的路人
将衣服脱下温暖落水女童， 并立即送往长沙
市四医院救治。段江华说，医生告诉肖彬，如
果当时没有采取急救措施， 小女孩很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

4日晚22时，记者从长沙市四医院儿科
获悉，这名陈姓女童7岁，是杜家塘小学一
年级学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图 为 段 江 华
水中救人。

奉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