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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影文

学学会会长王兴东： 如果我们继续

坚持把雷锋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英

雄人物， 只会让现代人对学雷锋和

雷锋精神望而却步， 让雷锋回归那

个具体的人， 那个平凡的个体， 应

该更加有助于人们理解和传承雷锋

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副

校长蔡达峰： 从我做起， 让不良现

象因人们对学雷锋的坚守而改变，

否则谁来扶起明天摔倒的我们？ 事

实上， 从我做起， 做到自我负责。

被帮助的要自律、 诚信、 感恩； 帮

助人的要无私、 奉献、 纯粹。

@全国政协委员、 大成律师事

务所主任彭雪峰： 学雷锋不是“一

阵风”，也不是高不可攀，我们应该

少点“冷眼旁观”，多点身体力行。说

到底，学雷锋，做好人，我们只需要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让雷锋精神一

点一滴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每

个人都能成为“活雷锋”。

@朱继东： 经过50年传颂， 雷

锋的名字更加响亮。 一个只有22年

短暂生命的普通共产党员能够赢得

亿万人民群众如此崇高和长久的敬

意， 就是因为他身上蕴含着值得人

们敬仰和追寻的真善美的精神。 雷

锋精神具有穿越时代的能量， 不会

因历史发展而过时。

@赵芬芬： 其实雷锋就是我们

身边的一个普通好人， 有血有肉，

有情有感。 他是雷锋， 也可以是我

们身边的任何一个好人。 学习雷锋

精神， 就是日常生活里一件普普通

通的小事， 大爱从小事开始， 润物

细无声。

@欣欣笑容smile： 随着时代

的发展， 新时期的雷锋精神也被赋

予了新的含义， 有可能只是简单一

件力所能及的事。 哪怕只是看见老

爷爷艰难推车前行， 你的一手推

行， 便是对雷锋精神的最好诠释。

雷锋精神50年， 让我们继续传承。

@馨鹿： 对普通人来说， 雷锋

精神是颗默默奉献的平常心， 每个

人都有一颗助人的善心， 感恩的

心， 互帮互助， 营造一个良好的氛

围， 让伸出援手的人没有后顾之

忧， 让助人的心不会受到伤害， 更

让帮助他人的不孤单， 不寂寞。

@小小手心xj： 我想， 这便是

雷锋精神最简单最质朴的延续与升

华！ 对身边的人， 一个真诚的微

笑、 一声温暖的问候、 一句简单的

肯定、 一个相信的眼神……用自己

的力量感染身边的人， 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 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雷锋（1940—1962）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战士，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 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 毛泽东主席于1963

年3月5日亲笔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每年的3月5日被定为学雷锋纪念日，雷

锋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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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学雷锋

■本报记者 王强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雷锋

同志学习”的亲笔题词发表，全国上下掀起

了学雷锋的热潮。 50年来，雷锋精神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奋发向上。

然而，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精神，走进

新时代，一定会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时至今

日，学雷锋活动已经走过整整50年，我们

不禁想问：今天，我们还要不要学雷锋？ 今

天，我们又该如何学雷锋？

雷锋精神从未离开

每年的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各地

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学雷锋活动， 弘扬雷

锋精神，争做雷锋传人。 然而，随着时代的

变迁，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与上个

世纪60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

化，雷锋精神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学

雷锋做好事不求回报”， 不符合市场规律；

甚至出现了“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

月走”的说法。

那么，在道德多元的当下，我们还需不

需要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

有媒体在杭州市10所中小学开展调

查显示，超过九成学生表示，雷锋精神不过

时。 天津市对10所高校500名学生学习雷

锋精神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2%的被调查

者认为，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是依然要学习

雷锋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水泉认为， 随着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

的新形势，社会的道德状况呈现出多元、多

样、多变的特点。 提倡学习雷锋，就是鲜明

地树立我们社会的道德标杆、道德目标。从

这个意义上讲，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学雷锋是一项常态化工作

雷锋精神是博大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解读。但不管怎么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 学雷锋的人多了，做好事的人多了，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国民个人

品德建设的水平提升了， 这个社会的道德

境界自然就提高了。

获得“雷锋奖”、被网民赞为“最美女教

师” 的黑龙江教师张丽莉， 为救自己的学

生，在车祸来临前的一瞬间，一把推开学生，

自己却被车轮碾轧， 造成双腿高位截肢；57

岁的河北农民高淑珍，14年来用自己的爱心

帮助近百名残疾儿童走上求学的道路……雷

锋精神正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亲和剂”。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王兴东认为，学雷锋要常态化。 首先，雷锋是

个平常人，不是精神圣人。 其次，学雷锋要有

正确的心态，而不能摆形式。 再其次，做寻常

的小事。 最后，就是经常做。

2012 年3月，教育部出台了《教育系统深

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地教育

部门及各级各类学校建立长效机制， 将学雷

锋活动当作一项常态的工作来抓， 并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50年，雷锋在校园里扎根

学校是学雷锋活动的重要阵地， 而青少

年学生是学雷锋活动的重要主体。新形势下，

在校园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 对于加强青少

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实施方

案》提出，教育系统要紧密结合全面实施教育

规划纲要，以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以

青少年学生为重点，以社会志愿服务为载体，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化，引导广大师

生员工努力成为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弘扬者和践行者。

实际上，在践行雷锋精神过程中，校园里

已涌现出不少雷锋式的人物和故事。

“只要在这里一天，我就想多教给孩子们

一点知识。”双腿残疾的四川省巴东县教师谭

定才用质朴的话语和28年独自坚守山村小

学的行动，诠释着雷锋的“螺丝钉精神”。

北京大学的“爱心社”、清华大学的“紫荆

服务总队”、 北京师范大学的“白鸽志愿者总

队”、东北林业大学的“绿色使者志愿者协会”，

一批志愿服务团体活跃在高校及社区……据

2011 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滚动调查数据显

示，84.1%的大学生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

这一切不是偶然，在雷锋精神的激励下，

50 年来，雷锋一直在校园里扎根，学雷锋的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

天津市静海县中旺镇姚庄子小学：

一所村小50年的学雷锋接力

■本报记者 纪秀君 通讯员 宋顺田

“我们学校旁边有条河， 去年12

月， 有个一年级男孩掉进了冰窟窿，

危急时刻， 被一个三年级男孩拽上来

了。 我说这个事儿， 是想说孩子的善

举， 跟学校多年来学雷锋的氛围是分

不开的。 ”3月4日，天津市静海县教育

系统举行了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

学习”题词发表50周年暨中旺镇姚庄

子小学学雷锋活动50周年纪念大会，

姚庄子小学校长张宝剑用这个例子向

记者表示， 学雷锋非常必要和重要。

1963年3月5日， 毛泽东发出了

“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伟大号召。 从

此， 姚庄子小学踏上了学雷锋的历

程， 迄今已整整走过了50年。 40多

年前 在那里上学的静海县工业

经委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刘振东向记者

描述了当时学雷锋的情景： “《学习雷

锋好榜样》 这首歌， 我们唱得滚瓜烂

熟。 在学校， 我们比谁做的好事多， 比

谁写的日记多。 学校外， 我们比谁拾

粪、 打草贡献大。 至于帮邻居干农活，

帮助孤寡老人， 是常有的事儿。”

有一个情景让刘振东记忆犹新：

“那时， 村里条件比较艰苦， 条件好的

人家， ‘夏天喝雨水， 冬天喝冰水’，

为了使五保户王玉田老人喝上甜水， 农

历腊月， 我和同学一起去后坑砸冰块，

冰块放在筐里， 一个人背不动， 两个人

抬。 寒冬腊月， 小手似乎冻僵了， 脸刀

割般疼， 在冰上一走一滑， 几步一个跟

头。 忙活一上午才把水缸填满， 看到老

人能喝上甜水， 我们心里无比高兴。”

姚庄子小学栉风沐雨、 沧桑巨变的

50年， 也是永学雷锋、 续写感动的50

年。 50年里， 学校始终恪守“用雷锋

精神建校育人” 的办学理念， 健全了学

雷锋活动的机制， 把学雷锋活动纳入年

度工作计划， 纳入师生和班级考核， 做

到日有检查、 周有反馈、 月有评比、 年

有总结。 学校坚持“内化养成”， 抓住

了学雷锋活动的根本。 学生进校第一件

事是向雷锋塑像行队礼； 新生入学第一

课是参观雷锋展室； 学生学唱的第一首

歌是 《学习雷锋好榜样》； 学生讲的第

一个故事是雷锋故事； 学生写的第一篇

作文是 《续写雷锋日记》。

50年来， 学校紧跟时代发展， 不

断深化学雷锋内涵， 创新学雷锋形式。

上世纪70年代，倡导“学工、学农兼学别

样”；上世纪80年代，开展“五讲、四美、

三热爱”教育；上世纪90年代，开展“学

赖宁、挂奖章、争做好少年”活动。进入新

世纪，学校以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为

核心， 全面深化学雷锋活动， 正秉持

“践行立德树人， 构建和谐校园” 的治

校方略， 努力把姚庄子小学打造成学雷

锋特 色名校。

微博网友话

回望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用雷锋精神建校育人50载

■本报记者 宗河

在全国， 没有一所高校像辽宁石

油化工大学一样和雷锋有缘： 坐落在

雷锋精神发祥地的抚顺， 毗邻雷锋当

年战斗和生活的军营。 在这所大学的

讲台，留下雷锋作报告的身影。雷锋生

前就是师生心中的偶像。

50年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接过

雷锋精神的旗帜从未放下过， 创新学

雷锋活动的实践从未间断过， 坚定用

雷锋精神建校育人的信念从未动摇

过， 雷锋精神已深深融入师生的灵魂

和血脉。该校党委书记、校长李平告诉

记者，50年来，学校数易其名，但以雷

锋精神建校育人的理念一直没有变。

上世纪60年代， 该校就把雷锋日

记和事迹列入语文课、政治课的教学内

容，近年来又创建了全国高校首家“雷

锋精神在线”网站，编写了《雷锋精神教

程》，并将“雷锋精神概论”定为必修课。

新生入学、 毕业生离校， 参观校史

馆、参观雷锋纪念馆、参观雷锋生前所在

团，已成为“必修科目”；新生军训、军民

共建，必请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战士；学雷

锋先进集体、“十大学雷锋标兵”等评比，

一年一度，雷打不动。

“一颗钉” 的爱岗敬业精神、“一滴

水”的团结协作精神、“一团火”的无私奉

献精神、“一块砖” 的普通劳动者精神、

“一片叶”的感恩反哺精神，雷锋的“五个

一” 精神已成为培育师生成长成才的强

大精神动力。

目前，该校共有学雷锋基地51个，校

院两级学雷锋志愿服务类社团21个，会

员8000余人，定期开展学雷锋活动。 毕

业生中有100多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和国家级、省级“五一劳动奖章”。

江苏省扬州商务高职学校：

“小红帽”50年不褪色

本报讯 （记者 陈瑞昌） “践行雷

锋精神、 照耀青春航向”， 进入3月以

来， 这一主题教育月活动在江苏省扬州

商务高等职业学校陆续展开。 系列活动

中除了国旗下讲话、 征文比赛、 主题团

日活动等内容外， 最令人瞩目的还是

“小红帽” 社会服务。

在扬州的大街小巷， 人们经常能看

到身穿白色校服、 头戴红色小帽、 臂套

红色袖章的志愿服务者。 扬州商务高等

职业学校校长周俊介绍说： “雷锋精神

宣扬了50年， 我们学校的‘小红帽’ 志

愿者也服务了50年。”

该校的“小红帽” 学雷锋志愿者协

会成立于1963年， 至今已走过了整整

50年历程。 “在平凡中学雷锋， 于细

微处见精神” 是“小红帽学雷锋志愿者

协会” 的原则。 50年来， 该校的志愿者

们结合自身专业， 走进社区， 走进福利

院、 走进聋哑学校， 为人们送去精湛的

技艺、 良好的服务、 贴心的关爱。

他们有的学习烹饪，有的学习美发，

有的学习美容， 有的学习计算机……依

托专业技能， 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的志愿者服务。 旅游专业的学生定期来

到瘦西湖等景点， 担任免费导游； 工艺

系的学生经常给幼儿园、 特殊教育学校

的孩子们带去亲手制作的剪纸和泥塑，

带领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烹饪专

业的“小红帽” 经常为社区、 福利院老

人们送去自己制作的点心、 烹调的可口

佳肴； 美容美发专业的“小红帽” 长期

为老人们修理发鬓、 修剪指甲。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 服务人民、

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 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都值得我们学

习、 践行。” 该校学生吴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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