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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雷锋作为城市文化品牌，抚顺
创造了许多个学雷锋“全国第一”，形成
了独特的“雷锋文化效应”。近年来，抚
顺又推出了“百姓雷锋”评选表彰等品
牌活动，并在国家工商总局进行了注
册。“百姓雷锋”，让广大市民看到了
身边活生生的雷锋，在榜样的引领下，

全市涌现出市级以上学雷锋标兵和个
人400多名，学雷锋先进单位400多家。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先后树立了
全国学雷锋标兵邓凤兰、全国爱国拥
军模范胡玉萍等国家、省、市级学雷
锋先进个人 1000 余人。2006 年以
来，连续13年开展“百姓雷锋”评选活

动，打造了典型评选的“最亮品牌”。
培育以全国学雷锋典型为塔尖、“百
姓雷锋”和“最美人物”为塔身、抚顺

“身边好人”和基层先进人物为塔基
的金字塔形学雷锋典型群体。同时，
注重对典型的管理培育和人文关怀，
在《抚顺市志》《抚顺年鉴》等史志专

著中设置专题，让学雷锋典型永留史
册。帮助各类学雷锋典型解决生活
困难。在政治上帮助学雷锋典型成
长进步，先后有3人成长为全国党代
会代表，两人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
数以千计的学雷锋典型遍布各条战
线，引领学雷锋活动蓬勃开展。

与时俱进选树典型引领社会风尚

本报讯 记者周明 崔振波报道
连日来，抚顺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及社会各界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活动，传承、弘扬、践行雷锋精神。
如今，抚顺的学雷锋活动参与的人员
越来越多，覆盖范围越来越大，学雷
锋活动已经在这座城市掀起新高潮。

3月5日，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由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邓凤兰，
雷锋辅导过的学生李长宁、张雅琴，
退伍老兵群体以及小学生、中学生、
大学生、外国留学生、各界青年代
表、各界妇女代表、机关工作人员、
各界群众组成的万人合唱团，共同
演唱了《如果你是一滴水》《听着你
的故事长大》《学习雷锋好榜样》《雷

锋我们的战友》《接过雷锋的枪》5首
雷锋歌曲。以此表达抚顺人民以雷
锋为榜样，人人学雷锋的决心和对
雷锋的怀念之情。

3月4日，抚顺市公安局在雷锋纪
念馆雷锋塑像前举行了由全局59名

“警营雷锋”及民警代表参加的“担当
促振兴 争做新时代警营雷锋”主题宣
誓活动。望花公安分局雷锋派出所社
区中队中队长孙晓翠代表全局59名

“警营雷锋”向全市公安民警、辅警发
出倡议，号召大家要用雷锋精神锤炼
政治品格，以实际行动助推抚顺经济
发展，以饱满的热情和振奋的精神投
入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中。
市直机关工委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开
展“岗位学雷锋、领航实好干”主题实

践活动日。活动要求，要强化政治自
觉，传承弘扬雷锋精神。

3月5日，新抚区各界学雷锋志愿
者代表齐聚儿童公园，为雷锋塑像
献花，表达对雷锋的敬意。当天，新
抚区委组织部、宣传部举行“岗位学
雷锋 建功促振兴”活动启动仪式，号
召全区党员干部要立足本职岗位，
努力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
用，建功立业，为新抚区的转型发展
助力。东洲区则以“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月”为契机，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学雷锋活动，各具特色的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亮点纷呈。广大志愿
者与雷锋同行，用实际行动传播爱
的力量，一股股爱的暖流在东洲大
地涌动，为幸福美丽新东洲集聚助

力发展的正能量。
在企业，3月6日，抚顺方大高新

公司组织2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到
雷锋纪念馆参观学习。员工李强说：

“雷锋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
承，我们在工作中也要学习雷锋的钉
子精神，善于挤、善于钻。同时，身为
一名党员，更要牢记党的宗旨，响应
党和国家的号召，在工作中发扬主人
翁精神，努力奋斗，早日实现我们的
中国梦、方大梦！”国网抚顺供电公司
组织单位下属5科室45名共产党员服
务队队员走进葛布一社会福利院进行走
访慰问，为那里的老人送去米、面、油、
水果等慰问品。

据不完全统计，连日来，全市各街
道、社区开展了百余项学雷锋主题活动。

全城行动 抚顺再掀学雷锋活动新高潮

本报讯 3月6日，记者从抚顺
市获悉，该市将用3至5年时间建设
雷锋学院，将雷锋学院打造成集党
性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雷锋研学实践为一体的新时代培
养雷锋精神的教育实践基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重要指示
精神，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做大做
强学雷锋品牌，抚顺市委决定建设
雷锋学院。抚顺市计划用3至5年
时间，将雷锋学院打造成每年培训
人员5万人次，集党性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雷锋研学实
践为一体的新时代培养雷锋精神的
教育实践基地。

雷锋学院选址在沈抚交界的抚
顺经济开发区，距离沈阳市区15公

里、抚顺市雷锋纪念馆6公里，占地
面积12.35万平方米，现有主体建筑
面积2.7万平方米。雷锋学院建设
规划为两期工程，一期工程已完成
雷锋学院整体规划设计方案、综合
教学楼装修改造等设计，综合楼包
括宿舍、教室、多功能剧场等设施。

雷锋学院的教学将立足抚顺，
链接全省文化资源，以短期培训为
主，按照30%理论、70%互动和现场
教学的比例，形成可满足不同群体
的菜单式课程体系。主要课程为雷
锋文化，辅助课程为历史文化、革命
文化、工业文化、典型文化。通过专
家解读雷锋精神，亲历者讲述雷锋
故事，参与者体验雷锋文化，凸显雷
锋学院弘扬雷锋精神的办学特色。

刘思波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抚顺建设雷锋学院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2月
28日，记者从抚顺市雷锋纪念馆获
悉，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第五
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
雷锋标兵，抚顺市雷锋纪念馆荣获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荣誉称号。

近年来，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充
分发挥传播雷锋精神的主阵地作
用，不断创新学雷锋活动载体。开
展雷锋精神进校园、进机关、进军
营、进社区、进乡村活动，通过展览、
宣讲、论坛、党课等多种形式凝聚全

社会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同时，
设立“雷锋讲坛”，开展讲解员培训
系列活动，重点打造小志愿者讲述
雷锋故事和亲历者讲述雷锋故事两
个重要品牌，并成立全市首家志愿
服务中心。积极参与雷锋学院建
设，编写雷锋精神党员干部读本和
课件，主办全国雷锋主题展馆暨新
时代雷锋学校创建研学会议，组建
全国“雷”字号单位大联盟，不断探
索全国雷锋精神研究和学雷锋活动
新途径。

雷锋纪念馆
荣获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称号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2
月27日，2019年“踏着雷锋足迹，弘
扬雷锋精神”网络媒体辽宁行活动
走进抚顺，先后来到雷锋纪念馆，抚
顺供电公司、抚顺雷锋文化传承中
心、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雷锋精神育人
展馆和雷锋派出所，在雷锋城里追忆
雷锋往事，了解这座城市里更多的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典型事迹。

此次网络媒体辽宁行活动有来
自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易等各大
知名网络媒体的采编人员，也有网络
达人。他们深入基层一线采访，大力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
雷锋精神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宣传雷
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大力宣传近年来
辽宁涌现的学雷锋模范人物和典型
事迹。

“网络媒体辽宁行”走进抚顺

3月1日，抚顺市望花区创业园
区党工委组织了“弘扬雷锋精神，争
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500 余名
党员志愿者兵分九路，来到创业园
区各养老院、车站、广场开展清洁家
园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进社区、结对
帮扶送关爱等志愿服务活动，大力
宣传、践行、传承雷锋精神。

志愿者有的来到公交车站、社区
卫生死角等处，开展清洁家园活动；有
的来到养老院、广场，开展健康检查、

义务理发、免费维修小家电等便民
服务活动，并向广大居民发放宣传
单……据介绍，9个志愿者服务队各
具特色，500多名志愿者各有所长。
园区在本次活动中，进一步整合了志
愿服务资源，搭建了制度化、规范化志
愿服务平台，为居民提供更加系统、全
面、常态化的服务。图为创业园区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文
朱冰洋 摄

志愿服务传承雷锋精神

3月1日，抚顺市望花区工农街
道八纬路社区“指尖上的服务站”正
式启动,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微
信群享受各项社区服务。

当天，八纬路社区巴塞罗那小
区内人头攒动，社区党员、志愿者和
驻区单位志愿者组建了服务台，搭
建在小区广场中央。一块块展板
前,居民拿着手机进行扫码，争先恐

后地加入社区“指尖上的服务站”。
“指尖上的服务站”包括巾帼爱心
群、暖心民政群、热心就业群等6个
微信群，每个微信群设立一名站长
和两名志愿者进行管理,居民可以
通过微信群了解最新的就业信息、
熟知国家政策、请求爱心帮扶等，还
可以预约办理失业证等证件。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摄

指尖上的服务站

“春玲可是个好姑娘，帮我洗衣服、
做饭、看病，这些年多亏她了。”孤寡老人
夏云香逢人就说，佟春玲比亲人还亲，就
是自己的亲女儿。十几年间，抚顺“百姓
雷锋”佟春玲义务照顾孤寡老人和孩子
十余人，曾为7位老人送终。

“雷锋城”里“雷锋”多，在抚顺有无
数个像佟春玲这样的普通人，在平凡的
生活中续写着自己的“雷锋故事”。50
多年来抚顺人民“一杆大旗扛到底”，
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和传承，实现了
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如今，学雷锋、
做雷锋已成为抚顺人的自觉行动和道
德行为规范。

图说 TUSHUO

与“雷锋”一路同行
——聚焦抚顺市雷锋城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周 明 崔振波

抚顺学雷锋活动每推进一步，理
论研究就紧跟进一步。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正是循着这条颠扑不
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路线，抚顺以
矢志不渝的坚守和追求，确保了学雷
锋活动持续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始
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988 年，抚顺市望花区成立了全
国最早的学雷锋研究会；1990 年，抚顺
市成立学雷锋研究会，创办《雷锋论
坛》杂志。2004 年，抚顺市成立了雷锋
精神研究所，出版了《雷锋精神研究》
期刊。在不同时期开展有针对性的理
论研究，引导学雷锋活动科学发展。
抚顺先后举办了 20 多次跨地区的学雷
锋理论研讨会，紧紧围绕“雷锋精神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雷锋精神与跨世
纪中国”“雷锋精神与民族精神”“雷锋
精神与保持党的先进性”“雷锋精神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问题开
展研究，出版理论专著 30 多部。这些
理论成果，为全国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
供了有益借鉴。今年初，抚顺市委中心
组成立“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理论与实
践”课题组，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重要指示
精神，深化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

与此同时，抚顺还推出了一系列紧贴
时代的学雷锋创新举措，使得学雷锋活动
有了持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不断赋予
雷锋精神时代内涵

在主题策划上，抚顺市年年都
有紧贴时代的学雷锋主题。上世纪
60年代，深入开展“学雷锋做革命事
业接班人”活动；80年代，提出“人人
学雷锋，创建文明城”的响亮口号；90
年代，倡导“发扬雷锋精神，争做四有
新人”。进入新世纪开展“跨世纪雷
锋在行动”“人人学雷锋，建设雷锋
城”等活动，这些主题活动串联半个

世纪，始终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在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过程中，

抚顺把弘扬雷锋精神融入市情厂情、
爱岗敬业、自立创业的教育实践；在
培育城市精神过程中，抚顺广泛开展
雷锋文化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
社区、进村镇、进楼院活动；在推进公
民道德建设过程中，抚顺大力开展

“雷锋号”评比、“小雷锋在行动”等活

动，把雷锋精神融入到各项道德实
践。

抚顺在全国最早提出并实践“学
雷锋活动日”，举办雷锋事迹全国巡
展、编写学生教材、设立传播雷锋精
神的平台——“雷锋讲坛”和“雷锋精
神论坛”。全市以学雷锋为题材创作
的曲艺、故事、诗歌、散文和歌曲数以
千计。

创新载体营造浓郁持久的学雷锋氛围

志愿者到社区为贫困户包饺子。 本报特约记者 门 莹 摄

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学雷锋宣传。 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志愿服务。

“爱比教育更重要。没有爱，就
谈不上特殊教育；没有爱，就不配做
特教老师。”这是抚顺市“百姓雷锋”、
市特殊教育学校特教老师周静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35 年来，周静只教过 50 余名学生。
虽然她不会收获正常学校学生毕业
后桃李满天下的那份喜悦，但增多的
银发中却记录下陪伴这些“折翼天
使”成长的艰辛历程。

面对这些特殊的孩子，周静不仅
有专业的教育方法，更有对待儿女一
样的情感。她发现班里有一名全盲
女生有自杀倾向，便格外关注她、鼓
励她，让她每天站在讲台上为全班同
学说评书，带头给她鼓掌，多加表扬，
使她逐渐恢复了自信。班里有一名
患天生椎管裂的学生，经常大小便失

禁，周静几乎每天都要为他清洗裤
子。有一名患全盲伴癫痫的学生，由
于学习压力大经常抽搐，周静把她搂
在怀里补课，孩子发生抽搐的情况越
来越少，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升入初
中后再也没有发病。一位姓宫的孤
儿 9 岁入学后，周静像照顾自己孩子
一样照顾他9年，如今小宫已长成阳光
少年。孩子们毕业了，周静也牵挂着
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找工
作，如今每到周末自己开车将4名毕业
生从沈阳盲校接回抚顺送到家里。有
的孩子还专程回来看望周静，和她一
起过生日。

周静深知，残疾人要想立足于社
会，必须掌握一技之长。她从培养学
生日常生活技能入手，逐步传授他们
按摩技术，使许多盲、聋的孩子掌握

了比较过硬的按摩技术，毕业后能够
到外边打工赚钱独立生活。参加工
作35年来，她始终与盲、聋、智障学生
相伴。其他班主任只教授自己的专
长课程，周静面对学校教师短缺的局
面，先后自学并教授了手语、盲文、按
摩、针灸、笛子、二胡、非洲鼓、花样跳绳
等多门课程，成为难得的复合型教师。

2008 届盲班学生小军，家住农
村，父母因智力障碍基本没有打工挣
钱的能力，经济十分困难，小军上学
时已经18岁了，每周回家一次的往返
车费都拿不出来。上到第二学期时
他不愿意让父母为难，含泪提出退
学。为了能让小军继续读书，周静来
到他家进行家访，鼓励小军继续读
书，并说：“只要你上学，今后的零用
钱我负责了。”从此以后，小军每月的

生活费和其他需要个人承担的费用
都是由周静支付的。在周静的资助
下，小军不但完成了学业，还学到了
按摩技术，两年后被一家按摩院选中
做按摩师，现在他挣钱养家，也为家
里翻建了砖瓦房。

站在特教三尺讲台上，周静是妈
妈、是挚友、是雷锋，多种角色的担当，
使她感受到了工作的充实。几年来，
周静先后获得了辽宁省“优秀母亲”、
辽宁省“学生眼中最美教师”、感动抚
顺十大女性、抚顺市“巾帼雷锋”、抚顺
市师德标兵、抚顺市优秀班主任等荣
誉称号，还获得抚顺市五一劳动奖
章。“在未来的特教生涯中，我愿成为
聋人的耳朵、盲人的眼睛，尽我所能服
务于残障儿童，用特别的爱去成就他
们更加幸福的人生！”周静说。

周静用爱守护“折翼天使”
本报记者 周 明 崔振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