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是一座丰碑，他的精神让一代代
人仰望追随。在雷锋精神的感召和指引
下，有一群人以学习雷锋为自己的精神信
仰，无私的奉献和付出让其收获“道德模
范”这一殊荣。他们身上，闪现着雷锋精
神的道德光芒，激励着更多的人见贤思
齐，让雷锋精神在一代代人的赓续传承中
开枝散叶、发扬光大。他们早已将学雷锋
活动融入日常，他们是雷锋精神的持续践
行者。《纪念》报道团队记者与多位道德模
范对话，听听他们对传承雷锋精神如何
说，如何做。

让青年锚定人生的价值坐标
曲建武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全
国优秀教师
雷锋是一个时代的楷模，他的精神是

永恒的。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要学习雷锋
的“钉子精神”，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上。

在高校将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意义
深远。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要深入挖掘雷
锋精神的内涵，要理解雷锋精神对一个人
的成长，特别是青年学生成长的意义。一
个青年学生未来能否成为国之栋梁，主要
看他们是否有思想力。雷锋精神是永远
的“精神食粮”，用雷锋精神滋养的青年学
子才能对祖国更有情感，学习更有动力，
更有责任和担当。

大学要成为将学雷锋活动化作经常
的载体，保证学雷锋活动能够经常开展。
学校应该是青年学生学雷锋活动的主阵
地，要把学雷锋活动融入教师日常的教学
环境中，以此保证学雷锋活动的日常化、
经常化。新时代学习传承雷锋精神，有助
于青年学子锚定人生的价值坐标，厚植家
国情怀，奉献祖国。

从生活中微不足道的
小事做起
陆国斌
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
第八届辽宁省道德模范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
过时。

学雷锋活动应该是一件常年做的事
情，从懂事时起，雷锋对我的影响一直持

续到今天。我每月、每天都在做，推动学
雷锋活动不断与时俱进。学雷锋活动融
入日常，要从生活中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做起。老师讲好每一节课，多关心、关
怀学生，在讲台上时刻约束言行举止，注
重师德传承，这学习的是雷锋甘当螺丝钉
的敬业态度。学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热
诚关心同学，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
质融入日常生活，这学习的是雷锋“做一
个对别人有用的人”的奉献精神。

将学雷锋融入日常，化作经常的具体
做法很多，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我
来说，就是用自己的艺术能力为国家、社
会、家乡多作贡献，用画笔传承雷锋精神，
在身边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学雷锋与志愿服务相结合
魏国升
中共朝阳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
记 第一届辽宁省道德模范

在我看来，将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
化作经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学雷锋与
志愿服务相结合，为学雷锋赋予鲜活的载
体。进一步讲，就是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志愿精神与雷锋精神深度融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拓展了雷锋精
神的价值理念，成为彰显新时代雷锋精神
的主要载体；志愿精神集中体现了雷锋精
神的价值内涵，学雷锋志愿服务成为大力
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途径。

“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就是要让学雷
锋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常态化——定期
定点开展活动，能够使学雷锋活动成为一
项经常性工作；制度化——不断建立健全
志愿服务制度，完善志愿服务体制机制，
就能使学雷锋活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进
一步增强。

学习凡人善举，
传递爱与善良
唐革军
第五届辽宁省道德模范

雷锋的每件事迹都谈不上惊天动地，
但一件件汇集，一代代传承铸就了雷锋精
神的丰碑。

学习雷锋要融入日常，普通老百姓
很难遇到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纵观雷锋
的一生，他做的事情都是很日常化的，比
如雨中送大娘，帮战友缝补衣物、理发
等，这些都是人人可学，人人可做的。新
时代学习雷锋，要学习那些令人感动的
凡人善举，传递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爱与善良。

学习雷锋活动要化作经常，不能凭一
股脑儿地热情，学雷锋就要持之以恒，一
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
事。我用微弱的力量影响了一群人，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投身志愿服务
中去，持续发扬志愿精神，形成爱的流动，
温暖了我生活的城市。

要将学雷锋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本报记者 张颖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从 2023 年 2
月 1日起，辽宁日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纪念》特刊，还原 60年间雷锋事迹
传播和雷锋精神弘扬的重要历史事件，采访亲历者和代表性人物，反映雷锋

在辽宁大地留下的印迹、60 年学雷锋活动的兴起壮大，发现老故事中的
时代价值，用好故事来激发年轻人学雷锋、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的热情，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早春三月，阳光和煦，春天如约抵达辽沈大地。
我们写雷锋，也要讲雷锋、做雷锋。从 3月

2日起，辽宁日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
锋题词 6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纪念》微思课
堂巡讲团队走进全省大中小学，走进莘莘学子
中间，开展学雷锋宣讲活动。

活动的第一站，是在 2023年辽宁省大中小
学“弘扬雷锋精神 凝聚奋斗力量”春季开学思
政第一课暨全省教育系统学雷锋活动启动仪式
的直播活动上，接下来，宣讲团队先后走进了沈
阳市铁西区文化广场、抚顺市辽宁石油化工大
学、沈阳市苏家屯区民主街小学、沈阳建筑大
学、大连庄河市海华教育集团、鞍山市高新华育
中学、营口市雷锋中学等地。活动现场，我们感
受到了莘莘学子炙热的目光，也看到他们眼角
滑落的感动的泪水。

年轻人心中的雷锋
雷锋的故事耳熟能详，他的名字伴随着一

代代人成长。那么，今天 10 后的小学生、中学
生，00后的大学生在感知雷锋的时候有“代沟”
吗？他们心中的雷锋是啥样的？

沈阳市苏家屯区民主街小学的学生在看完
雷锋生前照片后得出一个结论“雷锋叔叔笑起
来真好看”。

而沈阳建筑大学学子眼中的雷锋是坚定
的、勤恳的。外国语学院的谢欣淼听完报告后
感慨很多。她说：“雷锋一生从事过四个职业，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用
实际行动书写了不平凡的一生。新时代的大学
生与雷锋之间没有‘代沟’，雷锋的螺丝钉精神
是指引我们出色完成学业的灯塔。他曾经说过

‘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

做一颗螺丝钉。’这样坚定的精神教导我们要把
每一件小事都完成好。”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石油天然气工程学院学
生李浩然眼中的雷锋是平凡而伟大的。他说：

“从小听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长大。雷
锋离开 60多年了，但我们这些年轻人仍会被他
朴实无华的平凡善举所感动。雷锋没有做过惊
天动地的大事，但这些琐碎的小事才更彰显雷
锋的伟大，雷锋精神的种子已经在我们当代大
学生的内心深深扎根、发芽。”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这是著名的“雷锋七问”，也是雷锋精
神走进新时代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当代年
轻人面对这些提问，该如何作答？

“考研、考博继续深造，还是走进职场？”“选
择去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拼搏，还是留在家乡，为
辽宁全方位振兴出力？”……3月9日下午，辽宁
日报《纪念》微思课堂巡讲走进沈阳建筑大学，微
思课堂主讲人、辽宁日报记者高爽现场抛出的一
连串问题，引发在场大学生的深入思考与探讨。

通过对“雷锋的微笑”“雷锋的选择”“雷锋
怎么克服不足”“雷锋怎么看待荣誉”等这些与
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问题的探讨，他们
意识到——当代大学生，只有把时代的需要作
为自己的梦想，把个人的人生规划与国家的前
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时，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3 月 3 日，抚顺市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艺术
设计学院的韩依彤激动地讲述了她的选择。
通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支教活动，她成为雷
锋精神的践行者。她说：“我选择到清原满族
自治县参加支教，教那里的孩子们文化知识，
我不图回报，只想让那里的孩子快乐成长。”

创新方式学雷锋
雷锋精神被赋予时代内涵，要使其绵远流

长，只有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才能让学雷锋活动
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

共青团苏家屯区委副书记陈相儒说：“时代
在变化，学校举办的学雷锋活动要适应新时代
孩子的想法，方式和方法都要创新。除了主题
班课、校园广播、校刊校报、宣传栏等传统方式，
还要多探索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比如情景
剧展演、雷锋故事小剧场、雷锋话剧等形式鲜活
的活动，激发青少年学习雷锋的积极性，用孩子
们能接受的方式引导他们学雷锋。”

苏家屯区民主街小学校长杨亚威说，校
园是引导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阵地，也是
雷锋精神教育的重要载体。未来学校要将学
雷锋活动多融入社会实践，带着学生们走入
社区，走进敬老院等，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雷锋
精神。通过各类学雷锋活动的开展，让孩子
们由被动变为主动，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小践
行雷锋精神。

辽宁日报《纪念》微思课堂巡讲团队走进全省大中小学——

让学雷锋活动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张 颖

《纪念》特刊的另一有益探索在于，充分利
用了新的传播形态，站在新时代的视角，以年
轻人的眼光来感悟雷锋精神，体现雷锋的当代
价值。报道用了“图表+大数据”的形式来概括
描绘雷锋的成长足迹，让新一代年轻人清晰明
了雷锋的一生。报道还采用了时空对话的形
式，设立“传承者说”专栏，让新时代的雷锋传
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爱心团队负责人来
讲述自己学雷锋的体会和做法，反映雷锋传承
的时代律动，生动地表现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
放出的璀璨光芒。

特刊推出后，在社会上和网络上产生强烈
反响。《中国新闻出版报》在2月28日和3月5日
先后两次对特刊给予推介。辽宁省博物馆与辽
宁日报联合推出“永恒的雷锋”展，引用大量特

刊报道内容。报道组根据《纪念》特刊制作的
“‘纪念’微思课堂”走进大中小学课堂，广受好
评，成为省教育厅“开学第一课”全省大型直播
活动的一部分。

丹东抗美援朝博物馆副馆长特意给记者
打来电话，说从这些报道里他再次感受到雷锋
精神的伟大，这也给他们今后的宣传带来了灵
感。抚顺市雷锋派出所一位民警给记者留言
说：看了报道之后很感动，也更坚定了为人民
服务的决心。很多受访者也打来电话表达看
过报道之后的激动心情。雷锋辅导过的学生
孙桂琴看了《纪念》特刊之后说：“你们的报道
总是在不经意间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雷锋叔
叔生前的日子里，十分令人感动。看到了许多
链接，都是转发你们的特刊，为你们点赞！”著

名学者彭定安先生写信鼓励：“暮年岁月，往事
历历。风雨载途，唯一二事仍平生慰藉，雷锋
报道乃其一。承你们厚爱，秉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作出此郑重而生动的安排，从新闻工作角
度讲，这种纪念历史事件的系统报道的安排，
应是很成功之举。”

鞍山雷锋（红色）文化收藏馆馆长孙凯说，
《纪念》特刊的版面设计非常棒，他从第一期开
始，逐一收藏。第一期全景式地展示了雷锋在
辽宁的1370天，图文并茂，非常珍贵。其中每期
编发的人物专访并配图，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每期编发“雷锋的宝贝”，生动描述了雷锋故
事。自2月19日起至3月中旬，孙凯将《纪念》
特刊做成展板，带着它们走进学校、街道社区、
各类博物馆进行展示和宣讲，宣传效果显著。

反映雷锋精神折射出的时代光芒

《纪念》特刊的“纪念”之意无处不在。首先
是对雷锋的真挚感情，这种感情，透过记者细腻
的笔触，让亲历者的深情讲述更加生动立体。
其次是用了大量细节，来唤起人们的情感共
鸣。60年，雷锋的名字、雷锋的故事家喻户晓，

《纪念》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从广为人知的老故
事中发现了那些为人们所忽略的细节，用细节
传递老故事中的新感动。

比如，《近十万抚顺市民洒泪送雷锋》一文
中讲到，雷锋牺牲后，抚顺市为雷锋举办隆重

的公祭大会，市委书记沈越献出了为老母亲准
备的寿材；曾经受到雷锋照顾的大娘从外地赶
来，只为了送上几个自己新蒸好的馒头。

在《共青团抚顺市委率先发出学雷锋号
召》一文中讲到，筹备雷锋事迹巡回展时，复制
雷锋日记的时候日记本不够用了，百货公司团
委的8个青年慷慨地捐出了自己的笔记本；书
法家乔梦云在展板上书写“前言”时，生怕写错
了字弄脏展板，就用被子做垫子，跪在地上写。

老馆长张淑芬讲述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建设

始末时提到，“当时每一个路过纪念馆建设工地
的人，都会默默帮忙搬几块砖，住在附近的大娘
会带着新蒸好的馒头去给工人们加餐，工地现
场还时常有响亮的口号声传来。”

正如《纪念》特刊首期《2023，重新发现雷
锋》一文所写，“雷锋精神之所以不朽，或许就
在于此，无论我们隔多久、再读多少次他的故
事，还是会从里面读出新的感动。”“重读一遍
雷锋的故事，我们仿佛又看到一个全新的雷锋
站在面前！”

用细节传递老故事中的新感动

60年，“雷锋”这个名字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
心中。辽宁是雷锋精神发祥地、全国学雷锋活动
策源地，传承和传播雷锋精神，一直是辽宁媒体人
的高度自觉。每年的学雷锋纪念日，辽宁日报都
会推出一期以学雷锋为主题的重大新闻策划。在
今年这个特别的年份，辽宁日报更是推出了分量
更重、内容更丰富的特刊《纪念——毛泽东等老一
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系列报道》。

凡事预则立。《纪念》特刊超前策划，提前半年
启动，先后进行了5个月的调研与采访，采访了来
自北京、上海、辽宁、江苏、江西等多个省市的 56
位雷锋故事亲历者、雷锋精神研究专家、雷锋精神
传人，陆续完成24期报道，共计28个专版的稿件，
讲述大大小小有关雷锋的故事百余个。

纵观《纪念》特刊，第一个特点是聚焦在“60”这
个在中国文化中别具深意的数字上，以时间作为
脉络来回溯历史，以纪念作为主题来采写故事，“亲
历”“回顾”“传承”三个关键词贯穿了每一篇报道。

亲历者中，有雷锋当年的老连长虞仁昌，战友
乔安山、庞春学、赵明才、冷宽，雷锋当年辅导过的
学生孙桂琴，全国劳动模范邓凤兰等；回顾者中，
有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克讲述毛泽东主席为雷锋
同志题词的经过，有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的老馆长
张淑芬讲述雷锋纪念馆建设过程，等等；传承者
中，有全国数一数二的雷锋藏品收藏者禇士奇，有
一生学雷锋、一生画雷锋的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陆
国斌，有带着雷锋精神走出国门赴西非维和的雷
锋生前所在部队干部周道海，等等。

用“亲历”“回顾”
“传承”回溯60年

沈阳市苏家屯区民主街小学的师生阅读辽宁日报《纪念》特刊。

刘宇志把先进的电焊技术传授给新员工的同时也把善于钻研的钉子精神传递。

道德模范说 DAO DE M O FAN SHUO

2 月 28 日，开学不久，《纪念》特刊报
道团队走进东北大学。在东北大学浑南
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会议室中，东北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副教授曾
薇、综合办主任高青、综合办副主任崔盼
盼四位专家学者、行政干部与本报记者就
新时代学雷锋应该“学什么、谁来学、怎么
学”进行了探讨。

田鹏颖：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观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时指出：“雷锋
精神是永恒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雷
锋精神深层本质的理论概括，是对雷锋精
神演进规律的哲学把握，是对雷锋精神应
时代需要的政治自觉，是对雷锋精神传承
弘扬的历史期待。

高青：“雷锋精神是上世纪 60年代的
产物，雷锋精神已经过时。”曾几何时，社
会上也曾出现过“雷锋三月来、四月走”

“雷锋叔叔没户口”的现象，这是我们最不
愿意看到的。雷锋精神之所以永恒，是我
们在奔腾不息的精神生产实践中、在学雷
锋日常生活实践中坚定主张、不断追寻、
努力传承、普遍践行、守正创新的结果。
只有在制度的保障、榜样的引领下，雷锋精
神才能得到传承，才能永恒。

田鹏颖：习近平总书记将弘扬雷锋精
神置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
量”的重要高度，深刻阐释了雷锋精神在当
代永不褪色的重要价值以及新时代弘扬雷
锋精神的极端重要性。雷锋精神之所以永
不褪色，一方面是其内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因坚
守而历久弥坚，另一方面是其内在丰富的精
神蕴含在不断地外现、发展、创新而穿越历
史时空。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为
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供给
着浓烈的时代热情与精神动力，为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注入
精神能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丰

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精神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发挥党员、

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做新时代‘雷锋式’党
员干部，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
常。”这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雷锋精
神之所以永恒，更需要榜样的引领。中国
共产党党员应该站在学习雷锋的最前沿，
成为雷锋精神真正的传承者，这一点意义
重大。人是环境的产物，学雷锋活动只有
在社会先进分子中蔚然成风，才会带动全
社会学雷锋。

曾薇：过去很多人认为学雷锋，学的
是“雷锋叔叔”，是学生的事，有些党员干
部把自己排除在践行雷锋精神的行列之
外。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的学习，我们发现过去的认识误区，过去
一直强调学雷锋从娃娃抓起，但一琢磨，
娃娃要跟父母学，父母要跟党员干部学，
如果党员干部不学雷锋，而是将学雷锋的
历史责任和义务交给孩子们，是对历史极
不负责的表现。未来，我们在思政课堂上

引导学生学雷锋，首先我们要争当雷锋。
崔盼盼：只有党员干部学雷锋，学雷

锋活动才能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党员干
部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是带动社会发
展的攻坚力量，也是社会风气的领跑者，
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
是家人、朋友效仿的典范。只有党员干
部走在学雷锋活动的前列，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雷锋精神才会绽放出更加璀璨
的光芒。

田鹏颖：党员干部学雷锋，要实现从
学雷锋的“要求者”向“践行者”转变，确实
需要切实可行的途径和办法。我认为党
员干部要全方位学雷锋，把雷锋精神转变
为自己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交往方式，要让雷锋
精神从“形而上”走到“形而下”，让雷锋精
神在广大领导干部当中成为“既顶天又立
地”的存在，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真正
成为雷锋精神的带头践行者，才能在雷锋
精神的传承中发挥真的表率作用。

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本报记者 张晓丽

学者说 XUE ZHE SHUO

东北大学四位专家学者、行政干部与本报记者就新时代学雷锋应该“学什么、谁来
学、怎么学”进行了探讨。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大连海事大学教师曲建武与学生们一起交流。

本报大型系列报道《纪念》在辽沈大地收获万千感动，引发强烈共鸣

“雷锋精神发祥于此，要让它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本报记者 张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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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郭
明义爱心团队回信时曾指出，“我国工人阶级
应该为全社会学雷锋、树新风作出榜样，让学
习雷锋精神在祖国大地蔚然成风。”活跃在一
线的劳动模范，将雷锋不怕苦、不怕累、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的螺丝钉精神转化成为具
体行动，以点滴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展现产业
工人精气神，也诠释了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纪念》报道团队与多位劳模对话，听听他们
岗位学雷锋的感悟。

像螺丝钉一样铆在岗位上
边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
分公司 全国劳动模范

作为一名石油战线的基层员工，在我30
余年的职业生涯中，立足岗位学雷锋一直是
我至高无上的追求。雷锋对待本职工作一丝
不苟，尽职尽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践行雷
锋精神就是要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死死地铆
在岗位上，永不松懈。还要敢于钻研，敢于深
入，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不懈奋斗的雷锋
精神转化为岗位实干、建功立业的磅礴力
量。也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学雷锋”！

立足本职干出一流业绩
李大伟
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

雷锋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做人法

则。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一直坚信要在奉
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雷锋精神为我指
引了前进的方向，那就是要立足本职、爱岗敬
业，不断追求一流的技术水平，干出一流的工
作业绩，创造一流的工作效率；还要有勇于攀
登、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互帮互学、团结协
作的团队精神，用真情凝聚人心，用实干激励
人心，用先进思想鼓舞人心，心往一处想，劲
儿往一处使，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
凡的贡献。

比别人
多了一份攻坚克难的执着
刘宇志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八建设有限公司 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
首批“辽宁工匠”

我从 21 岁技校毕业开始就选定了以电
焊工作为职业，一做就是几十年。我觉得既
然选择了这个工作，就要热爱它、干好它。我
就是凭着这股劲儿，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我
想我比别人多的就是一份攻坚克难的执着。
我觉得雷锋当年也是因为有着这份执着精
神，才在平凡的岗位上完成了不平凡的事
业。60年来，工人队伍里涌现了很多的先进
集体和模范人物，他们都是和我一样，在雷锋
精神的感召下，时刻以雷锋为榜样，靠着螺丝
钉精神，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作出巨大
贡献，也燃烧了奉献之火。所以说，雷锋精神
具有永恒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的
螺丝钉精神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必
须传承下去的财富。

工人阶级应该为全社会学雷锋
树新风作出榜样

本报记者 赵 雪

劳动模范说 LAO DONG MO FAN SHUO

雷锋是我的偶像，小时候，我们都亲切地
叫他“雷锋叔叔”，他那高尚的理想、信念、道
德、情操，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影响了
几代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应该赋予雷锋
精神新的内涵。

——小飞侠

我上小学的时候，三月份那是“学雷锋
月”，学校组织下农村义务劳动学雷锋，那就
是我的童年，一个学习雷锋的时代，一颗学习
雷锋的童心。如今我长大了，但雷锋的名字
始终刻印在我心里。我将会永远追随雷锋的
脚步，奋勇前行！

——璐璐

人只有生活在充满关爱和互爱的社会
中，才能对生活对未来满怀积极和希望。雷
锋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不变的信
念。只有大家都行动起来，生活才会变得更
加温暖、幸福。愿雷锋精神世世代代在人们
的心中永驻！

——万花筒

许多年过去了，但雷锋这个名字，依然如
雷贯耳，他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他的
精神，因传承继续活着，因为我们需要。正
义、良知、善良、友爱，我们坚守着这些正能
量，因为我们需要。很多人都在用自己普通
人的行为，力证大爱和良心，因为我们需要。
雷锋从未走远，他就在我们身边，还是因为我

们需要！
——丁香花开

时代在变，我们对雷锋精神的认识也在
变化中，但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精神传
递的是爱心，一个微笑让座，一次弯腰捡起地
上的垃圾，都可以看做是雷锋精神的爱心体
现。雷锋精神不需要轰轰烈烈，从身边做起，
从小事做起，也是真谛。

——胡桃夹子

60 年来，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
事迹深入人心，他早已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标
识。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薪火相传，永不过时。

——古色古香

从小，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雷锋的无私奉
献。他自己穿着补了又补的袜子，但在别人
遇到困难时却慷慨解囊；他出差 1000 里，好
事做了一火车……许多年过去了，这些耳熟
能详的平凡故事，依然激励我一步步成长，也
是我坚持奉献的力量源泉。

——平凡老张

雷锋的无私“大爱”感染和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人，他甘愿做螺丝钉，无私地奉献自
己的一切，他将“大爱”播撒到人们的心田，
如今已经扎根、开花、结果。

——流水叮当

“雷锋叔叔”烙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

网友说 W ANG YOU SHUO

鞍山雷锋（红色）文化收藏馆馆长孙凯将《纪念》特刊带进鞍山市新陶小学。(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辽宁省博物馆与辽宁日报联合推出“永恒
的雷锋”展。

《中国新闻出版报》先后两次对特刊给予推介。

本报记者 赵 雪 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