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阳雷锋纪念馆
雷锋送给工友解生宽的手表／雷锋送给义母宫玉芝的铝饭盒
雷锋送给义弟吕学广的文具盒、钢笔、湘绣荷包等／雷锋送给义父吕长太的棉衣
雷锋送给解生宽的书籍／雷锋送给工友易秀珍的书籍《刘胡兰小传》《汉语语法常识》
……

铁岭雷锋纪念馆
雷锋送给村民常庆仕的鸽子摆件
雷锋写给李维英的赠言／雷锋送给田清的歌片儿《九九艳阳天》《上甘岭》
……

抚顺雷锋纪念馆
雷锋送给驻地附近村民田大娘的冻疮膏、手帕
雷锋给潘智昌、张玄、王玉祥、齐正莲的赠言

雷锋送给他人的物品
辽阳雷锋纪念馆
雷锋与辽阳战友在一起的原照／与战友们欢送部队汽车排胜利归队留念的合照
雷锋战友崔荣轩珍藏的雷锋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
雷锋送给战友张计春的立姿原照／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门形吊车组的师徒合影
……

铁岭雷锋纪念馆
雷锋转赠给村民刘东林的照片

抚顺雷锋纪念馆

雷锋送给县委书记张兴玉妻子郑桂仙的照片／雷锋所在吊车组师徒合影照片
雷锋与工友的合影照片／雷锋被批准入伍后的留影照片／雷锋与战友的合影照片（3张）
欢送7458/7083部队汽车排临别留影照片／少先队员邹静坤为雷锋戴红领巾的照片
雷锋和战友乔安山在车中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雷锋与小学生陈亚娟一起看画报的照片
……

雷锋的照片雷锋的劳动工具

鞍钢雷锋纪念馆
节约箱／螺丝刀／扳子／推土机

辽阳雷锋纪念馆
大秤／工具箱／摩电灯／安全带

抚顺雷锋纪念馆
推土机
扁担／木锨／锄头
修车工具

鞍钢雷锋纪念馆
工作服／饭盒／漱口杯／毛巾／秋衣／军装／军鞋／手电筒／挎包

辽阳雷锋纪念馆
白帆布劳动服（上衣）／白帆布劳动服（裤子）
白帆布帽子／白毛巾／胶手套（一副）／棉褥子／棉被

抚顺雷锋纪念馆
送机要公文用的小皮包
印有“治沩模范”的绒衣
料子裤／皮箱／毛衣
工装上衣／手表
挎包／鞋
水壶／肥皂盒／推子／笔
教练手榴弹／子弹带

雷锋用过的衣物
鞍钢雷锋纪念馆
《可爱的中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辽阳雷锋纪念馆
《斯大林80拖拉机》
《дT—54拖拉机的构造和使用》
《刘胡兰小传》
《汉语语法常识》

抚顺雷锋纪念馆
《毛泽东选集》（1-4卷）（4本）
《把一切献给党》
《黄继光》《实践论》
《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

雷锋阅读过的书籍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处处真实
场景复原……

在辽宁，坐落在各地的雷锋主题展陈
场所中，大大小小的展品用无声的方式讲
述着关于雷锋的记忆。

在此次“辽宁学雷锋大数据普查”活动
中，项目组对雷锋主题展陈场所在辽宁的
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全省14
个地级市均建有不同规模的雷锋主题展馆
或展室，有的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大型公共
文化场所，有的是民间收藏家个人建设的
小型展览展示园地，但无论大小，都已成为
宣传雷锋故事、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阵地。

刚刚过去的5月，项目组以抚顺、鞍
山、辽阳、营口、铁岭五座城市的雷锋主题
展馆为主要调查目标，通过大量检索藏品、
广泛阅读资料以及与研究人员深入交流等
方式，系统了解了目前藏于辽宁的雷锋相
关文物的情况。

根据统计，抚顺雷锋纪念馆、雷锋生
前所在部队雷锋纪念馆、鞍钢雷锋纪念
馆、辽阳雷锋纪念馆、铁岭雷锋纪念馆
和营口雷锋文化展览馆六座大型展馆
的馆藏总量万余件，每件展品的故事都
值得细细探寻——

在抚顺雷锋纪念馆，打满补丁的袜子
和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还原着每个人都熟
悉的那个雷锋；

在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纪念馆，摆
放在展厅显眼位置的一台汽车，因为是雷
锋驾驶过的原物而集聚着参观者的目光；

在鞍钢雷锋纪念馆，雷锋从湖南老家
带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躺”在
展台中；

在辽阳雷锋纪念馆，雷锋抢救水泥时
用过的一床棉被被视为镇馆之宝；

在铁岭雷锋纪念馆，雷锋转赠给当地
村民的照片、摆件、赠言，使雷锋在铁岭工
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依旧清晰；

在营口雷锋文化展览馆，3200多件
展品让这座刚刚成立3个多月的新馆，也
相当有看头；

……
小到一支笔、一个文具盒、一张照片，

大到一台推土机、一台汽车，又或是一段声
音、几段文字，共同托起了一个完整的雷锋
形象。

本期报告就以热度地图、音轨线、词
云、KPI指标卡、相格等可视化方式将主要
藏品做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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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锋的职工卡片
2 雷锋的工人登记表
3 雷锋的在籍工人登记表
4 雷锋的工会会员证
5 雷锋的安全操作允许证
6 雷锋的入伍通知书
7 雷锋的入党志愿书
8 雷锋的决心书
9 雷锋的节约箱
10 雷锋用过的钢笔
11 雷锋穿过的工作服
12 雷锋用过的饭盒

13 雷锋用过的漱口杯
14 雷锋用过的手巾
15 雷锋用过的工具
16 雷锋穿过的秋衣
17 雷锋穿过的军装、军鞋
18 雷锋用过的手电筒
19 雷锋用过的挎包
20 雷锋驾驶过的推土机
21 雷锋的书籍
22 雷锋班锦旗
23 领导题词（铜制）
24 学雷锋报刊

成立于2003年，2012年改扩建后重新开馆，展馆面积10080平方米。
藏有3888件实物和照片。

1 雷锋送给工友解生宽的手表
2 雷锋用过的大秤
3 雷锋在焦化厂使用过的工具箱
4 雷锋送给义母宫玉芝的铝饭盒（2件）
5 雷锋用过的摩电灯
6 雷锋送给义弟吕学广的文具盒
7 雷锋送给义弟吕学广的钢笔
8 雷锋用过的棉褥子
9 雷锋用过的安全带
10 雷锋抢救水泥时所用的棉被
11 雷锋送给义父吕长太的棉衣
12 雷锋入伍前送给义弟吕学广的湘绣荷包
13 雷锋送给工友石惠卿的棉袄
14 雷锋在鞍钢工作期间穿过的白帆布劳动服（上衣）
15 雷锋穿过的白帆布劳动服（裤子）
16 雷锋戴过的白帆布帽子
17 雷锋工作用的白毛巾

18 弓长岭焦化厂出具的雷锋入伍鉴定
19 雷锋为战友张天生填写的入团申请书鉴定
20 雷锋与辽阳战友在一起的照片
21 雷锋战友崔荣轩珍藏的雷锋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
22 雷锋与战友们欢送部队汽车排的留念合照
23 雷锋送给战友张计春的立姿原照
24 雷锋送给解生宽的书籍《斯大林80拖拉机》
25 雷锋送给解生宽的书籍《дT—54拖拉机的构造和使用》
26 雷锋送给同乡工友易秀珍的书籍《刘胡兰小传》
27 雷锋送给同乡工友易秀珍的书籍《汉语语法常识》
28 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二三高产周连评

北甲吊车组红旗组的合影
29 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门形吊车组的师徒合影
30 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北甲吊车

第5高产周评为红旗组全体合影
31 雷锋送给义弟吕学广的铅笔
32 雷锋在弓长岭焦化厂使用的胶手套（一副）

2016年10月20日正式开馆，展馆占地1万平方米，展陈面积1000平方米。
馆藏77件藏品。

1 雷锋写给李维英的赠言
2 雷锋送给田清的歌片儿《九九艳阳天》《上甘岭》
3 雷锋赠给伙房房东常庆仕的鸽子摆件
4 雷锋车历记录簿（2张）
5 雷锋手绘的道路勘察情况图
6 雷锋转赠给房东刘东林的照片

铁岭雷锋纪念馆

重点实物列表

2019年3月5日正式开馆，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展厅面积1600平方米。
馆藏展品3200件。
独家藏品为雷锋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青年品质修养的几个问题》。

1 《解放军战士》杂志1960年第13-24期、1961年第
1-2期合订本

2 《苦孩子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
部1961年出版）

3 《中国青年报》1961年4月19日一版《苦孩子好战
士》（雷锋牺牲前的宣传文章）4份

4 《解放军画报》1961年第2期《苦孩子好战士》图文
报道

5 《解放军画报》1962年第6期（内有《雷锋和红领巾》）
6 《解放军报》1960年12月26日二版《一株茁壮的新

苗——新战士雷锋光荣入伍的经历》
7 《解放军报》1961年2月2日三版《苦孩子好战士》

连环画13幅

8 《解放军报》1962年5月30日一版（雷锋和抚顺
市本溪路小学学生陈亚娟看《解放军画报》的照片）

9 《人民日报》1961年5月5日四版《苦孩子成长为
优秀人民战士》

10 《儿童时代》1961年第6期《毛主席的好战士》
彩色连环画两页14幅

11 1961年8月出版的《青年榜样》
12 1963年各地剧团排演的雷锋主题剧目节目单
13 雷锋主题电影拷贝、海报、幻灯片
14 1963年3月5日刊登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报纸原件
15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雷锋主题文化、生活用品等
16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学雷锋原版照片

营口雷锋文化展览馆

重点实物列表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纪念馆于1992年9月开馆，2003年改建。
展馆占地面积4120平方米，建筑面积1670平方米。
展品总数为796件，其中照片380张，实物416件。

1 雷锋用过的冲锋枪
2 雷锋穿过的皮夹克
3 雷锋穿过的料子裤
4 雷锋戴过的手表
5 雷锋用过的皮箱
6 雷锋驾驶过的汽车

抚顺雷锋纪念馆始建于1964年，经过1969年、1992年、2002年和2014年4次改扩建。
2015年3月2日重新开馆。展馆建筑面积7800平方米，展厅面积4100平方米。
现有馆藏2096件，包括照片、实物、文献、艺术品和形象类展品等。

1 雷锋读过的《毛泽东选集》（1-4卷）
2 雷锋读过的《把一切献给党》
3 雷锋读过的《黄继光》
4 雷锋读过的《实践论》
5 雷锋读过的《矛盾论》
6 雷锋读过的《改造我们的学习》
7 雷锋送机要公文用的小皮包
8 雷锋穿过的印有“治沩模范”的绒衣
9 雷锋穿过的皮夹克
10 雷锋穿过的料子裤
11 雷锋用过的皮箱
12 雷锋穿过的毛衣
13 雷锋在鞍钢工作期间穿过的工装上衣
14 雷锋戴过的手表
15 雷锋在部队时用过的挎包
16 雷锋用过的水壶、肥皂盒、推子
17 雷锋用过的教练手榴弹

18 雷锋用过的子弹带
19 雷锋驾驶过的推土机
20 雷锋用过的扁担、木锨、锄头
21 雷锋送给县委书记张兴玉妻子郑桂仙的照片
22 雷锋所在吊车组的师徒合影
23 雷锋与工友的合影
24 雷锋被批准入伍后的留影
25 雷锋与战友的合影
26 雷锋与战友在文艺演出队的合影
27 雷锋在铁岭下石碑村参加生产劳动的照片
28 雷锋帮助战友缝被褥的照片
29 雷锋给战友送饭盒的照片
30 雷锋和战友乔安山在车中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
31 少先队员邹静坤为雷锋戴红领巾的照片
32 雷锋与小学生陈亚娟一起看画报的照片
33 雷锋送给驻地附近田大娘的冻疮膏、手帕
34 雷锋给潘智昌、张玄、王玉祥、齐正莲的赠言

总建筑面积为36200平方米
其中辽阳雷锋纪念馆建筑面积最大

展馆面积

抚顺雷锋纪念馆

7800
平方米

辽阳雷锋纪念馆

10080
平方米

铁岭雷锋纪念馆

10000
平方米

营口雷锋文化展览馆

3800
平方米

鞍钢雷锋纪念馆

400
平方米

鞍钢雷锋
纪念馆

藏品数量

总馆藏数量为10385件
其中辽阳雷锋纪念馆馆藏数量最多

32
8
件

辽阳雷锋
纪念馆

铁岭雷锋
纪念馆

营口雷锋
文化展览馆

抚顺雷锋
纪念馆

38
88

件

77
件

32
00

件

20
96

件

79
6
件

雷锋生前
所在部队
雷锋纪念馆

重要实物展品

鞍钢雷锋纪念馆

始建于1971年，坐落在当时的鞍钢化工总厂北洗煤车间。
占地约280平方米，展馆面积为400平方米。
收藏有图片248幅，实物80件。
独家实物藏品是雷锋的两本书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爱的中国》。
藏有雷锋驾驶过的斯大林80号推土机。

重点实物列表

辽阳雷锋纪念馆

重点实物列表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纪念馆

重点实物列表

抚顺雷锋纪念馆

重点实物列表

主要馆藏

重要实物展品共118件
其中抚顺雷锋纪念馆数量最多

鞍钢雷锋纪念馆
24件

辽阳雷锋纪念馆
32件

铁岭雷锋纪念馆
6件

营口雷锋文化展览馆
16件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纪念馆
6件

镇馆之宝

抚顺雷锋纪念馆

2016年10月20日正式开馆，每年接待3万人次

每年三、四、六、七月接待人数最多，约5000人次

铁岭雷锋
纪念馆

共接待
国内外观众
7000多万

人次
其中包括

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友人

港澳同胞
共计5万
多人次

每年
参观人数在
100余万
人次 一年中

三、四月
参观人数
较多

最多
一个月可达
20余万
人次

该馆是在1971年建立的“雷锋纪念馆”和1987年
建立的“雷锋纪念室”的基础上移建的
每年参观者数量在5000人次左右

鞍钢雷锋
纪念馆

2018年全年参观量1.3万余人次，地方观众参观者1万余人次

平时3月份参观者最多，12月份最少

辽阳雷锋
纪念馆

营口雷锋
文化展览馆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雷锋纪念馆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参观量
34万余人次
接待团体
8144个

总参观量
35万余人次
接待团体
8295个

总参观量
37万余人次
接待团体
8681个

2003年-2019年2月

共对外开放4094天，日参观量为499人次
总参观量为204万余人次
接待团体2.3万余个、137万余人次

自1992年开馆至今，总
参观量约50万人次

2019年
3月5日
正式开馆

参观者
数量为

9200余人次

当月接待
机关、企业、学校
社区、部队等
团体50多支

该馆为中国第一座雷锋事迹
陈列馆。据资料记载，为加
快建设速度，抚顺市各界群
众6万余人次参加了建馆义
务劳动。

4120
平方米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雷锋纪念馆

抚顺雷锋纪念馆
34件

“22岁的出发”主题活动即将启动

22岁，在生命最光华
璀璨的时刻，他，成为中
国人共同的榜样；

22岁，在人生即将开
启的新途中，我们，一起
出发。

六月毕业季，辽宁日
报融媒体项目《雷锋地
图》主题活动“22 岁的出
发”即将开始。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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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鞍钢雷锋纪念馆接待参观团队。

本世纪初,鞍钢职工参观鞍钢雷锋纪念馆的场景。

2016年3月5日，辽阳市弓长岭区雷锋小学在
辽阳雷锋纪念馆举行主题教育活动。

1965年，参加雷锋纪念馆落成仪式的参观者们。

上世纪70年代，参观者正认真观看鞍钢雷锋
纪念馆内的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