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个世纪以来，湖南雷锋纪念馆像一块穿
越时空的巨大磁石，吸引、接待了来自全国各
地和世界 50 多个国家（地区）的参观者 4000
多万人次，在宣传和弘扬雷锋精神、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雷锋纪念馆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省、市、
区各级党委政府对学雷锋活动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纪念馆工作的大力支持。 在省市区开
展的各类学雷锋活动中，纪念馆始终充当先
锋角色。

作为雷锋精神的宣传阵地，纪念馆根据
时代所需，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如开办流动
展馆，先后与上海陈云纪念馆、天津平津战
役纪念馆、广州番禹星海青少年宫等单位联

合办展；开设中国雷锋网、纪念馆微信公
众号，建立网上展馆；与链景 APP 合作，
为游客提供手机终端听取景区语音讲

解体验； 还与中国传媒大学等 200
多家单位合作共建，培训大学生
义务讲解员数百名，进一步扩大
了雷锋精神的影响面。

作为雷锋精神的研究阵地，
纪念馆先后主办、承办、协办了
多届“雷锋精神论坛”，丰硕了雷
锋精神的研究成果；与湖南省雷

锋精神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雷锋精神研究》
杂志、《当代雷锋》红皮书；聘请省社科院、省
委党校专家等担任编外“雷锋精神研究员”，
积极参与省、市课题研究，组织撰写了《浅析
新媒体对雷锋精神的影响》、《雷锋的人生哲
学》、《雷锋与张兴玉》、《爱： 雷锋精神的源动
力》等大批高质量理论文章。

作为雷锋精神的文化阵地，纪念馆引导
创作、征集了大量雷锋主题文艺作品，举办了
“中国梦·雷锋情·指尖艺”雷锋主题剪纸作品
展、全国“雷锋杯”公益书画展等一系列雷锋
主题文化作品展， 编辑出版了《光辉的榜
样———雷锋》、《走进雷锋》、《雷锋日记》 等书
籍，协助拍摄了电影《青春雷锋》和纪录片《中
国雷锋》，成立了雷锋精神公益广告基地。

接下来，雷锋馆人将以“把雷锋纪念馆建
设成为全国一流的雷锋精神宣传阵地、 文化
高地和道德殿堂”为奋斗目标，通过目标式带
动、项目化管理的方式，大力实施对雷锋精神
研究和传播能力的提升、 对雷锋元素和文化
内涵表达的提升、馆区承载功能的提升、馆区
服务质量的提升、 雷锋馆人全面发展的提升
“五大工程”，助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始
终走在全国前列。

50 年前，湖南雷锋纪念馆应人民学雷锋
的需要而生；50 年来， 它伴随人民
学雷锋的步履茁壮成长；
将来，它也将跟随时代和
人民的脚步，永远与雷锋
精神同行！

时间的指针拨回至 1963 年 3 月 5 日。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主席的题词
手迹同时在《人民日报》 等各大报刊刊
发，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相继发表，在
春寒料峭的祖国大地上迅速掀起了学习
雷锋的热潮。

消息传至雷锋家乡，乡亲们才知道，
“这个牺牲的年轻战士就是大家喜爱的
‘庚伢子’雷正兴啊！ ”县委做出在全县人
民中深入开展学习雷锋的决定，一时间，
附近群众都自发来到雷锋母校荷叶坝完
小（今长沙市雷锋学校）参观学习，由此
催生了“雷锋生平事迹展览室”，即雷锋
纪念馆的前身。

“那是由荷叶坝完小里两间教室布
置而成的。 ”参与展览室筹备工作的时任
县文化馆美工童曼之娓娓道来， 陈列内
容除介绍雷锋光辉一生的图片和剪报以

外，还有雷锋亲友捐赠的实物，如雷锋的
叔祖父送来的雷锋使用过的铁锅、竹床，
雷锋的邻居老大爷陈玉林捐献的雷锋经
常帮他砍柴、挑水用的柴刀、扁担等。 展
览虽然简陋，也没有宣传报道，仍接待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参观者，仅 8天参观
人数就达 2.6万人次，41 本留言簿写满了
观众的深情赞语和学习誓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展览室参观学
习的学生越来越多， 学校接待能力无法
满足需要， 各界要求建立雷锋纪念馆的
呼声也越来越高。 于是，湖南省长沙市革
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决定建设“湖南省长
沙市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纪念馆”，从 40
个单位调集来 60多名建馆人员， 涉及书
法、美术、雕塑、资料等各领域。 1966 年
冬，雷锋纪念馆正式破土动工。

“整个建馆过程，让我深深感受到了
家乡人民对雷锋的热爱。 ”全程参与建馆

工作的望城区工商局退休干部刘炳炎
（时任长沙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干事）曾
回忆。 选址征用土地，坪山公社长城大队
柳塘湾生产队负责人和社员群众异口同
声：“雷锋在这里土改时分得有一份土地，
随选哪里，只要适合！ ”平整地基时，乡亲
们都来挖土、挑土、抬土，缺少工具就用手
搬， 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大多是义务劳动
的群众。 基建期间，白箬区的泥木工自觉
组织成立基建队承担工程， 建筑材料自
购， 来雷锋故乡参观的学生都积极参加
建馆劳动，来了就干上几天。建馆两年中，
有 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大、 中学生奉
献了自己的汗水。

与此同时， 陈展工作也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 工作人员遍访了雷锋生前的亲
友、老师、同学、领导、同事，竭尽全力征集
文物与资料。 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筹备
建馆的雷孟宣得知雷锋姑妈家有一床雷
锋曾用过的棉絮， 但其姑妈想留着以解
思念之苦， 他多次上门做工作：“在族谱
上， 我跟雷锋是本家， 雷锋也是我的亲

人，我理解您的心情，可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让雷锋精神传播得更广， 让更多人向
雷锋学习。 ” 雷锋姑妈终于被他说服，将
棉絮捐给了纪念馆， 这后来也成为了国
家三级文物。

为了征集到更丰富、 更有价值的素
材和实物，经研究抽调 8人组成北上采访
组， 先后走访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沈阳军区、鞍山钢铁公司、抚顺市雷锋
生前所在部队等单位， 收集了大量史料、
实物、 图片、 书籍与雷锋讲话原声音频。
“当时还没有先进的打印、复印设备，在军
事博物馆， 我们一笔一划抄录了 20 万字
的雷锋日记手稿。 ”刘炳炎曾在回忆手迹
中写道：“60 多名建馆人员自觉自愿团结
合作，一心一意以建馆为荣，自己掏粮票
吃饭，来回的路费回各自单位报销，不谋
荣誉、不求表彰，内心却充实得很。 ”

1968 年 11 月 20 日， 雷锋纪念馆正
式落成开馆， 近万名工农商学兵群众参
加了典礼大会， 八一电影制片厂记录下
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谢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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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雷锋纪念馆建馆故事

它坚如磐石
托起雷锋精神的丰碑

———记湖南雷锋纪念馆茁壮成长 50年

■ 谢 璐 陈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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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人到中年。 同样是 50 年，湖南雷锋纪念馆依然青春焕发、蓬勃生长。
早晨，长沙的雷锋街道，阳光洒进一处依山而建的院落，院落里江南风格的民居白壁飞檐与典雅大气的现代化场馆交错点

缀，在绿树红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广场上，在冬日颇有些寒意的空气里，人们静静驻足、仰望，眼前这座用麻石雕刻
成的雷锋塑像脚下，整齐摆放的鲜花默默传递着人们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战士的敬意与缅怀。 在雷锋的家乡，湖南雷锋纪念馆
虽不是海拔的最高点，却已成为人们心中最尊崇的道德高地。 半个世纪以来，它见证了湖南人民对雷锋同志的追慕、对雷锋精神
的坚守，见证了这片红色土地上文明美德血脉的蓬勃奔涌。

50 年来，它穿越峥嵘岁月，接纳了一批又一批参观学习者，多少人来到这里，接受雷锋精神的洗礼，找寻到生命存在的真谛。
50 年来，它沐浴时代阳光，启动了一项又一项志愿服务活动，多少人从这里起步，汲取榜样力量的营养，将雷锋精

神的种子播撒到更广阔的地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伟大的时代需要

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需要坚强的载体。秉承“播雷锋精神，做雷锋传人”的理念，在全省人民 50 多年学
雷锋的历史进程中，雷锋纪念馆始终坚如磐石，托起了雷锋精神的丰碑！

走进湖南雷锋纪念馆， 只见两厢枫林夹道，
花坛青草如茵。 以雷锋原名命名的正兴广场上，
灰、红相间的门楼呈八字形展开，像一列长长的
火车，寓意“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门楼上方的银色螺丝钉，犹如一排忠诚的士兵坚
守岗位，象征雷锋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

正对宽敞的门楼，是一面高 11 米、宽 12 米
的汉白玉浮雕艺术墙，毛泽东、刘少奇等六位湘
籍领袖英姿飒爽地走来，构成一幅《湖湘魂》。 右
边是湖南党史陈列馆， 左边是今年 3 月对外开
放的新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馆体直连一块 216
平方米的电子屏，滚动播放雷锋故事、新时代学
雷锋模范、雷锋公益广告等。 雄伟开阔的广场配
上大气恢弘的建筑，令人肃然起敬。

初建时， 雷锋纪念馆占地面积仅 7240平方
米， 如今全馆总面积 10.4 万平方米， 陈展面积
1.19万平方米， 除 3881平方米的雷锋生平事迹
陈列馆，还囊括雷锋塑像广场、雷锋故居、长沙
国防人防教育馆、当代雷锋·长沙好人事迹展览
馆等多个景点，能让参观者更加全面、深刻地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

巨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来的。 50年间，纪念馆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提
质改造———

1990 年， 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发出向雷锋同
志学习的号召，全国再掀学雷锋高潮。 这一年纪
念馆接待观众 85 万人次，面对如潮的观众和排
起长龙的车辆，小小的纪念馆显得十分拥挤。 望
城县委、县政府大力扩建纪念馆，使参观环境得
到较大改善。

2002 年，为适应新形势和发展要求，纪念馆
再次改扩建。 这一次的陈展开始摆脱旧思维影
响，更加注重突显雷锋的生活细节，展出了他曾
穿戴过的皮夹克、手表等物件，让雷锋走下了神
坛，成为大家身边一个更加有血有肉、可亲可敬
的鲜活形象。

2014 至 2018 年，雷锋纪念馆进行了新一轮
提质改造，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新建了雷锋生
平事迹陈列馆、 当代雷锋·长沙好人事迹展览
馆、游客服务中心、出入口门楼，改建了中央广

场、停车场、馆内游步道等。 建设完成后，
雷锋馆用了一年多时间精心陈列布展。

“望城区委要求，陈展要深入挖掘雷
锋同志在家乡十八年生活、工作的文物和
史料，突出雷锋精神在望城的起源、发展
和形成过程。”雷锋纪念馆负责人介绍，按
此要求，纪念馆通过组织雷锋生前亲友召
开座谈会、调档查询、北上走访、网络
征集金点子等方式， 共征集有关雷锋
的文物、史料 500多件。 同时邀请名家
创作主题作品， 如请国家一级美
术师、 湖南省雕塑院院长雷宜锌
以雷锋 18 岁时在望城县委当通
讯员的形象为蓝本创作了雕塑作
品《榜样》，请著名油画家李自健
创作了油画作品《晨光———团山
湖的雷锋》，展现了雷锋在团山湖
参与治沩时青春活力、朝气蓬勃、
积极向上的形象。

在陈列布展上， 大家更是集思广
益、别具匠心，实现了声光电多媒体形
式与内容实质的完美融合。在“毕业誓言”
场景中，幻影成像技术为参观者展现出动
态、真实的荷叶坝小学教室，小雷锋站在讲台
前，用亲切的家乡话说出要成为“好农民、好工
人、好战士”的人生目标；而在“耕耘大地”场景
处，雷锋的诗作《南来的燕子》化作优美的朗诵音
频，雷锋曾为工友解闷唱的花鼓戏《儿要治沩娘
也忙》录成老戏骨的高水准唱段，结合雷锋驾驶
拖拉机耕耘在祖国大地上的布景，充分展示出雷
锋多才多艺的文学青年形象。

如今的湖南雷锋纪念馆环境优雅、 设备一
流、功能齐全，集参观学习、观光旅游、实践体验
于一体，有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
青少年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等荣耀， 俨然已成为一座道德殿
堂。

雷锋精神是崇高美德的火种，需要持续
传递、悉心呵护，才能越燃越旺，催生出千簇
万簇精神文明的火花。 雷锋馆人，甘当传递
精神的火炬手。

今年 85 岁的雷孟宣，是一位“从嘴巴到
脑子到脚板从没离开过雷锋的人”，20 多次
北上搜集珍贵史料，整理了大量雷锋相关资
料， 发表文章 50 余篇， 外出作报告 2000 余
场。 退休后，他在社区办起“老馆长故事吧”，
为居民义务讲雷锋故事，外出时还时常带着
自己所画竹子图，赠与遇到的做好事的人。

出生在北大荒的谭荒芳，幼年因事故截
除双手，被安排到纪念馆工作后，主动接手
档案整理工作， 整理完善雷锋相关文物、实
物近百件。 剪贴时，她用手腕夹着剪刀，用胳
膊压住报刊，一下一下细细剪；装订时，她用
两个手腕夹住针，再用双膝固定卷宗，将线
穿进针眼；电子存档，她硬是从一点下去就
同时碰到几个键，反复练习到能熟练操作电
脑。 退休后，作为长沙市“五老宣讲团”金牌
讲师之一，仍坚持宣讲雷锋精神。

上个世纪 80年代，学雷锋活动曾受到怀
疑，雷锋纪念馆也曾门庭冷落。 冷风没有吹
凉雷锋馆人的信仰热度，一个大胆的决定飞
出：创办流动展馆，把雷锋精神送上门！ 于
是，纪念馆的宣讲员们，背着“复制”的“展
馆”，跋山涉水，走村串户，深入机关学校、田
间地头，为群众带去更“接地气”的宣讲。 宣
讲战线从最初的望城县各村镇，逐渐拉至长
沙、浏阳、宁乡、株洲、沅陵、平江各市县，一
趟下来常常是大半个月。 没有交通工具，他
们就靠双脚行走；没有旅馆，他们就睡在四
面通风的教室里。

几十年间，纪念馆的宣讲员们足迹遍及
全国 20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 80 多个县

（市），外出作报告、举办流动展览 5000 余场，
听众达 300万人次， 发放各类有关雷锋的宣
传资料 300余万册。今天，他们仍在持续开展
雷锋精神进校园、进部队等“六进”活动，带着
制作精美的 PPT 及动画视频，把雷锋精神送
到百姓心中。

为给参观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纪念馆提
供免费参观、免费讲解、免费茶水等“八项免
费服务”，同时因人施讲，如针对青少年群体
偏重讲雷锋求学的故事，针对党政团体则偏
重廉政教育，力求做到每一次讲解都不是简
单的重复。一次，一名小男孩问讲解员：“雷锋
叔叔是什么星座？”讲解员立马答道：“雷锋叔
叔是射手座，射手座的人性格开朗，喜欢追求
梦想，所以雷锋叔叔才对梦想这么执着。 ”正
是用这样生动的语言， 让孩子们很快就理解
了雷锋的精神世界。

对待群众，雷锋馆人始终如春天般温暖。
一个寒冷的冬夜， 长沙县某村支部组织党员
外出学习，来到纪念馆时已是晚上 8时多，已
经下班的讲解员们又重新打开灯光音响，穿
上工作服、佩戴好工作证，在馆内声情并茂地
开始了讲解工作。 一个雨天， 一名学生不慎
跌进附近池塘，被救起后，值班宣讲员当即冒
雨跑回家，拿出自己小孩的衣服给学生换上，
将其衣服烘干， 还为其熬煮了祛寒的姜汤。
2016 年，馆里的扶贫队员主动帮助白箬铺镇
贫困户李军祥，大胆提出产业扶贫思路，帮他
贷款 4万元发展家庭养殖业， 之后又利用微
信多方宣传、牵线搭桥、开车运输，帮其成功
销售鸡蛋 5000 多个、肉猪 12 头，毛收入近 3
万元……

神圣的火炬在雷锋馆人手上代代相传，
雷锋精神在雷锋馆人身上闪耀出灼灼光辉。

一 座 闪 闪 发 光 的 殿 堂

一 批 传 递 精 神 的 火 炬 手

一 道 引 领 时 代 的 风 景

1968 年 11 月 20 日，湖南雷锋纪念馆建成开放。

2018 年 3 月开放的新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

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南省雕
塑院院长雷宜锌为湖南雷锋纪
念馆创作的雕塑作品《榜样》。

（本版图片由湖南雷锋纪念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