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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 SHENG HUO
在 这 里 感 受 民 生 幸 福

“老班长，我和老伴儿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打疫苗，我们还动员身边老人一起打。有的老人有顾虑，我俩就鼓励他

们不要怕。”

“老班长，今天，前楼有两位邻居吵起来了，我和老伴儿去劝架了。”

每逢遇到大事小情，乔安山都会跟床头的雷锋铜像说会儿话，他知道雷锋肯定听得到。

雷锋像，陪伴了乔安山60年。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在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10户
2022年“最美家庭”先进事迹。倪伯苍、秦亮、陈晓冬、勉莉莎、乔安山、刘军、马学仁、顾旭
昌、蔡学岭、江来柱10户家庭光荣入选。在乔安山家庭的事迹介绍中说：“多年来，他带领
一家人走雷锋没有走完的路，做雷锋没有做完的事，用实际行动延续着雷锋的‘生命’。”

最美家庭

TU
SHUO

乔安山一家三代人传承雷锋精神
本报记者 王 坤

电影创作时，剧组来征求乔安山的意
见。让乔安山同意“出山”的理由是导演王兴
东的一番话：“你一个人学雷锋还不够，要带
动全社会一起学雷锋。”

电影唤醒了人们共同的记忆，时代需要
雷锋精神。打那以后，乔安山走上宣讲雷锋
精神之路，号召人们一起学雷锋、做雷锋。

此后的25年时间里，乔安山到全国各地
义务宣讲雷锋故事、作学雷锋报告4000多场，
被160所院校聘为校外辅导员。他宣讲雷锋
精神的同时还不忘扶贫帮困，捐资10万多元。

“宣传雷锋可以，但以雷锋名义宣传自己
或者为自己谋利的事坚决不做。”这是乔安山
宣讲雷锋精神的底线。

上世纪90年代初，为更好传播雷锋精神，抚
顺市委、市政府把乔安山接到抚顺，分给他家一
套90平方米的住房。乔家人生活条件好转后，
贷款买了商品房，将这套住房退还给了国家。

一次去企业宣讲，看到会场的横幅写着
“学习乔安山先进事迹报告会”，乔安山坚决
要求撤换，他说，“我是普通人，我的事迹没法
和雷锋比，请你们改成‘雷锋事迹报告会’。”
有企业请乔安山帮助宣传，同意给乔安山家
人解决一套别墅并每月支付1万元工资，乔安
山拒绝了。“我只学雷锋、做雷锋，宣讲雷锋、
为雷锋代言。”乔安山说。

乔伟
乔兵

从父亲手中
接过雷锋的枪

“接过雷锋的枪，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接
过雷锋的枪，千万个雷锋在成长……”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在神州大地
唱响，乔安山的儿子乔伟和乔兵在“向雷锋同
志学习”的热潮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比别人家的孩子更幸运的是，乔伟和乔
兵更早、更近距离地认识雷锋、走进雷锋。“我
记忆中这张父亲与雷锋的合影照，就镶在我
家镜框最中间位置。”乔伟心中的雷锋，不仅
是模范人物，更是他的亲人。

“先做人再做事。”乔伟坦言，小时候听父
亲讲雷锋故事不能和父亲一样感同身受，但
父亲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

“爸，你咋自己走回来了，咱家自行车
呢？”“遇见一个买年货的，拿的东西太多了，
我就把自行车借给人家了。”

“爸，大雪天去黑龙江送物资，公司为啥只派
您去？”“爸是雷锋班战士，这点事儿难不倒爸。”

在无数次这样的父子对话中，乔伟和乔
兵逐渐对雷锋精神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言传莫过于身教，“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上世纪80年代末，开货车的乔安山一家

四口仍挤在 38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乔伟想
替父亲多分担些，初中毕业后四处打零工，
后到一家轴承厂工作，业余时间蹬三轮车送
货。看身边年轻人流行穿军大衣，乔伟攒钱
也买了一件。崭新的军大衣穿在身上，他蹬
三轮车更卖力了，所有的辛酸与疲惫都抛在
了脑后。大衣还没穿上几天，乔伟在街上遇
到一名外地货车司机，因为没穿冬棉衣，浑
身冻得发抖。乔伟将车停稳，走到那人跟
前，把大衣脱下来披在那人身上，自己哆里
哆嗦地回了家。

还有一年夏天，乔伟骑着三轮车送冰棍，
看到一辆小轿车翻进沟里，他毫不犹豫跳了
进去，把一家三口从车里拽了出来。

“我也没刻意做好事，碰到了，咋能装作看
不见呢。”乔伟说，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他每
次做好事都收获了别人的感动和自己内心的
满足。

乔兵初中毕业报名参军，退伍后到工厂
工作。他看到邻居刘大娘的儿女不在身边，
生活不方便，每次下班后就替老人买菜，帮老
人收拾卫生，倒垃圾。

乔家人也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一年，
乔安山开车从沈阳返回铁岭的路上，救了一
位被车撞倒的老人，并把老人送到医院，垫
付了住院押金。可是他找到老人儿女后，不
但没听到一句感谢的话，还被对方一口咬定
他就是肇事者，要求赔偿近万元医疗费，乔安
山百口莫辩。

寻找肇事者的日子，乔安山内心无比煎
熬。他来到雷锋墓前，向老班长倾诉衷肠：

“老班长，这个时代真的就不相信雷锋精神了
吗？我不管别人信不信，我信，有人跌倒了，
就需要有人扶、敢去扶。”

乔伟和乔兵看着父亲整日闷闷不乐，晚
饭时心疼地劝父亲。

“爸，咱是不是多余管闲事？”
“碰到了，咋能见死不救。”
“爸，改革开放了，咱不能是过去的活法

了，你看家家户户一门心思忙着赚钱呢，咱学
雷锋，跟不上时代了。”

听到这话，乔安山放下碗筷，饭桌上开了
家庭会议。他从和雷锋做工友讲起，讲雷锋
助人为乐的故事，讲雷锋无私奉献的往事。
乔安山说，雷锋做过数不清的好事，是因为雷
锋爱党、爱国家、爱人民，改革开放能让家家
户户富起来，这也是雷锋希望的，越是改革开
放，越需要雷锋精神。

乔安山立下家规：“一事之前想雷锋，一事之
中做雷锋，一事之后比雷锋，一生一世学雷锋。”

不久后，乔伟在路上遇到一个临产的孕
妇，周围人都怕惹麻烦，不敢上前帮忙，乔伟没
有一丝犹豫，骑三轮车就把孕妇送到了医院。

上世纪 90 年代末，乔伟和乔兵相继下
岗。有人直接劝兄弟俩：“老爷子宣讲雷锋，
认识的人多，跟谁打个招呼，都能给个面子，
干点什么都能发财。”乔伟和乔兵坚决回绝：
我们不能让人戳脊梁骨，我们有手有脚，自己
创业。乔伟夫妇在农贸市场摆茶叶摊儿，乔
兵在铁岭火车站附近租房子开饭馆。

一家人，一个带一个，一件接一件，不知
不觉中，把做好事当成习惯、变成家风。

第二代从乔安山手中“接过雷锋的枪”。

乔婷娇
乔廷路

读懂了雷锋
也读懂了爷爷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
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
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
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站在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纪念馆，乔婷娇
声情并茂地讲解雷锋的故事：“这是雷锋1958
年6月7日写于团山湖农场的日记，阐述了生
命的价值不在于延续，而在于闪光。”

每一次讲解雷锋，乔婷娇都经历一次灵
魂的洗礼，也让她更深刻地认识雷锋、理解雷
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乔婷娇和堂哥乔廷路都是90后。乔安山
说：“雷锋班有8名战士，咱们全家现在刚好8
口人，一个家庭版的‘雷锋班’。”

当年乔安山把一本《雷锋日记》送给乔伟当
作结婚礼物。孙子、孙女出生的时候，乔安山买
来新版《雷锋日记》作为送给他们的见面礼。

“我还不认字的时候，爷爷就抱着我读
《雷锋日记》，他给我讲许许多多雷锋爷爷的
故事。”在乔婷娇的记忆里，他们家晒娃的方
式是讲雷锋故事、背《雷锋日记》。

乔婷娇看到，爷爷除了上班外，总要去帮
助别人做好事，退休后更是闲不住，到处去作
报告、宣讲雷锋事迹。爷爷去过300多个城市
和乡镇，直到有一天，他在台上累倒了。那是
2009年3月4日，乔安山在宣讲雷锋时突发脑
溢血，因抢救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

“在医院，爷爷说话很吃力，他拉着我的
手，反复地说‘3月5号’，我明白了，爷爷是在
告诉我，他心里放不下雷锋。”乔婷娇说。

“雷锋爷爷，我有个好消息向您汇报，咱
们家‘最美家庭’事迹面向全国发布了，您一
定很开心吧……”5月15日，乔安山的孙女乔
婷娇给雷锋写了一封信。

“一事之前想雷锋，一事之中做雷锋，一
事之后比雷锋，一生一世学雷锋。”乔婷娇从
有记忆开始就无数次地听到这句话，这是她
家的家训。

乔安山是雷锋的战友，雷锋是他的班
长。雷锋离开了60年，乔安山一家人想了雷
锋60年，学了雷锋60年。

在 5 月 15 日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中央
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10 户
2022年“最美家庭”先进事迹，乔安山家庭入
选，这一天刚好是乔安山81岁的生日。

两天后，记者走进位于抚顺市顺城区一栋
居民楼里乔安山的家，卧室、书房、客厅，触目
所及都是雷锋。乔安山的床头柜上摆的是雷
锋铜像，书柜里装的是有关雷锋的书籍，墙上
挂的是他与雷锋生前的合影照片，柜子上放的
是乔安山一家人宣讲雷锋精神的证书和奖章。

乔家人念兹在兹的是雷锋，在他们的内
心深处，雷锋从未离开。

乔安山
最好的怀念
是活成他的样子

“老班长，我和老伴儿响应国家号召，带
头打疫苗，我们还动员身边老人一起打。有
的老人有顾虑，我俩就鼓励他们不要怕。”

“老班长，今天，前楼有两位邻居吵起
来了，住在楼上那家在阳台晒被子遮挡楼
下的光线。我和老伴儿去劝架了，这么多
年，我俩见到事就得管，我们这么做，您一
定支持吧。”

每逢遇到大事小情，乔安山都会跟床头的
雷锋铜像说会儿话，他知道雷锋肯定听得到。

一如他与雷锋朝夕相处的两年零八个月
中，他习惯了向雷锋汇报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乔安山是雷锋的战友，1959年底，他们在
鞍钢相识。1960年1月，他们同时入伍，被分
到一个汽车班，他俩住一间宿舍，开一辆运输
车。雷锋长乔安山1岁，是他的班长。

“雷锋生前就是我学习的榜样。”乔安山说，
雷锋给他买文具，教他文化，替他读写家信。

“雷锋在给我读家信时知道我家里穷，默
默以我的名义给我家里汇钱，那时我们生活费
每月才6块钱。”提起雷锋，乔安山眼里含泪。

雷锋送大娘回家，帮扶困难儿童，帮大嫂
买车票，一件件、一桩桩写在雷锋日记里的点
滴往事，会经常浮现在乔安山的脑海里，也时
常走进他的梦里。

乔安山也想做像雷锋一样的人。他坐火
车去营口送信，一路上，他把车厢清扫干净，
看见大娘没棉衣，就把自己的棉衣送给大娘。

最好的怀念莫过于“活成雷锋的样子”。
60年里，乔安山活在对雷锋的怀念中，活

在学习、践行雷锋精神的日子里。雷锋生前
所信仰和追寻的价值观，也成为他生命航程
里的精神坐标。

“我做每一件事之前，都情不自禁地想起
他——如果老班长在，他会怎么做？”乔安山说。

救火、无偿献血、送迷路孩子回家、照顾
孤寡老人、给灾区和希望工程捐款，只要乔安
山碰到了，他都会“搭把手”。

1966年，乔安山从部队转业到机械部第五
建筑公司，后又到铁岭运输公司车队当了一名
司机。之后，他摆过地摊儿，也跑过运输。不
管日子过得如何清苦，乔安山坚守着自己的底
线，他把雷锋当作他为人处世的一面镜子。

“做好人、做好事，这样的人错不了。”张
淑芹比乔安山小 5 岁，她十几岁时就仰慕雷
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得知乔安山是雷锋
生前战友，想都没想就嫁给了他。

婚后不久，乔安山所在单位盖了个筒子楼，
分给他家一套38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房子还没
住进去，他们夫妻俩就和邻居调换了两回。第
一回是老张家分了把山的一楼，嫌位置不好，乔
安山把自家二楼中间位置让给他家住；第二回
是老闫家的大儿子要结婚，人多房间不够住，按
当时政策，把山位置可以在楼边盖个“偏厦子”，
于是，乔安山又和老闫家换了一回。

张淑芹对乔安山做好事从来不说“不”。
有一年，一个外地来铁岭贩卖茶叶的商

人要给客户送货，一时找不到装卸工，乔安山
看见了，叫来侄子帮着装货。茶商要给钱，看
到乔安山说啥也不要，感慨地说：“我咋看你和
雷锋一样呢，做好事啥也不图。”过了些日子，
乔安山收到了一批邮寄来的茶叶，随后接到了
茶商的电话：“乔师傅，你卖茶叶吧，能多收入
点。上货你不用先拿钱，卖不出去，你再给我
退回来。信得着你，因为你做人像雷锋。”

一辈子安于清贫，一辈子做好事不留
名。人们眼中那个乐于助人的乔安山是一名
客车驾驶员、货车司机、市场里摆摊儿的大
叔，也是现实版的“活雷锋”。

直到1996年，以乔安山为原型的电影《离
开雷锋的日子》在全国公映，乔安山是雷锋生前
战友的事才被人们知晓。

乔婷娇读大学一年级时，毅然报名参
军。她看到入伍通知书，把好消息第一时间
告诉了爷爷，乔安山听闻老泪纵横。

2009年12月18日，雷锋生日这一天，乔安
山把乔婷娇送到雷锋生前所在团。他来到雷
锋塑像前，眼含热泪地说：“老班长，我又来看
你了，过去我总担心有一天我走不动了，不能
再讲你的故事了，今天，我把孙女送来了，团里
安排她当雷锋纪念馆的解说员，接我的班。”

望着那一张张照片，看着那一件件文物，
爷爷给她讲过的雷锋故事一个个都鲜活起
来，爷爷一辈子学雷锋、做雷锋，一次次善举
也生动起来。

“我读懂了雷锋，也读懂了爷爷。”乔婷娇
说，她要接续走好雷锋路。

乔婷娇从部队退伍后，恰好清华大学正
在组织一个学雷锋项目，她应聘成功。在清
华园里，她策划组织清华学子为留守儿童编
辑《雷锋少年》印刷品，带领清华学子重走雷
锋路。

2019年，辽宁省在抚顺成立雷锋学院，乔婷
娇返回家乡，在雷锋学院承担对外联络工作。

“为什么要回来，清华不是很好吗？”很多
人这样问乔婷娇。她回答，“抚顺是雷锋的第
二故乡，雷锋是我的家人，我更愿意回到家乡
守着亲人、宣讲雷锋。”

几年来，乔婷娇被全国十几所学校聘为
校外辅导员，到全国26个省市作学雷锋报告
1200 场，协助广东省惠州市等地成立学雷锋
志愿者团队；个人捐款3万多元，献血3000毫
升，社会各界称赞她是“第三代雷锋传人”。

山东泰安“好妈妈”王玉萍给张淑芹打来
视频电话，说她身体很好，请老人家放心。因
为10年前乔婷娇的一次救助，王玉萍与乔安
山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我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但我收获了
婷娇女儿般的温暖，更收获了社会上太多好
心人的无私大爱。”王玉萍说。

2012年，乔婷娇在新闻里了解到，山东泰
安一名心脏不健全的女孩，在短暂的21年生
命里，为白血病患儿募捐，资助盲童，为社会
奉献爱心。女孩去世后，她的母亲王玉萍遵
其遗愿代为捐献了眼角膜。后来，王玉萍不
幸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看到报道后，乔婷娇
深受触动，她不仅自己捐了款，还联合一家网
站发起救助“好妈妈”行动。

“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
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乔廷路把雷锋
爷爷的话牢记在心，立足岗位学雷锋。他多
次获得“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成为单位里
的“学雷锋标兵”。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集中体现。雷锋精神被乔安山的第三
代传承、发扬。

离开乔安山的家，行走在返
程的路上，乔安山家三代人 60
年里的点点滴滴过电影般地在
我的脑海中浮现。我被这一家
三代学习、践行雷锋精神的生动
事迹感动着，更被他们的执着坚
守深深触动。

从一个人学雷锋、做雷锋到一
家人行小善、聚大善，从宣讲雷锋
故事到传播雷锋精神，从传统意义
上的“做好人好事”到创新形式诠
释雷锋精神的新时代内涵，透过乔
家人的60年，我深切地感受到了
雷锋精神所孕育的巨大精神力量。

乔家三代人虽对雷锋精神的
理解不同，学雷锋、做雷锋的具体
表现形式不同，但在他们血脉里
流淌着的对雷锋的敬仰、对真善
美的追寻是相同的。

事实上，雷锋从未走出我们
的精神世界，雷锋精神滋养了一
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培养了我
们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
的精神和进取的锐气。

作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符号，
“雷锋”从个体走向集体、走向社
会。在新时代，雷锋式的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先进人物等层出不穷，雷
锋般的好人好事不断上演，“雷锋
班”的队伍越来越大。据统计，随着
我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
化建设的持续推进，截至今年3月，
全省志愿服务团队超过3.5万支，
实名注册志愿者达 712 万人，较
2013 年底统计的 245 万人增加
191%。

雷锋精神是一把永不熄灭的
火炬，薪火相传。让我们每一个
人都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
精神播洒在祖国大地上。

做雷锋精神的种子
王 坤

记者手记 SHOU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