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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文成、刘良恒、帅才

每年 3 月 5 日，人们总是自发地学习雷锋，缅怀他———
听他的故事，读他的日记，唱他的歌曲。

60 年前，青年雷锋离开了家乡湖南省长沙市远赴东
北。60 年来，在雷锋的家乡，他的名字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
而褪色。雷锋精神像一颗种子，在长沙生根发芽，长成了参
天大树。“播雷锋精神，做雷锋传人”，人们用不断涌现的学
雷锋实际行动，向这位伟大的乡亲和先贤致敬。

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

走进湖南雷锋纪念馆的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与一般
印象中头戴雷锋帽、身穿军大衣不同，眼前的雷锋塑像头上
蓄着刘海、跨上挂着公文包，这是雷锋 60 多年前在家
乡——— 长沙望城当公职人员时的形象。

在湖南雷锋纪念馆工作 26 年的郑惠君到省外宣讲雷
锋精神，一听她是雷锋家乡人，常被留下来再多讲几场，她
发现：很多人认为雷锋是东北人，不知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
“湖南伢子”。

郑惠君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在贫苦家庭的孤儿
雷正兴有机会读书了。在毕业典礼上，当时年仅 16 岁的
雷正兴主动发言，立志做一个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后
来，他的愿望一一实现。

家乡开发建设团山湖农场时，雷锋实现了第一个理想，
当上了拖拉机手。当鞍钢到望城招工，雷锋积极填表报名，

把名字从“雷正兴”改成了“雷锋”。

今年 82 岁的冯健年轻时是劳动模范，与雷锋在家乡建
立了友谊。雷锋在参军后给她寄来的一张照片背面写道：“冯
健姐姐：我永远向你学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她总结道：
雷锋从家乡起步，当时就显现出了人生追求和优秀品格，后
来鞍钢把他锻炼为“精钢”，部队最终把他淬炼为“利剑”。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
活的岗位上？”雷锋把祖国与人民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志愿。

半个多世纪以来，诞生和养育了雷锋的长沙，扩建
湖南雷锋纪念馆，修缮雷锋故居、雷锋生平陈列馆，人们
到处可以看到用雷锋的形象、雷锋日记摘抄以及雷锋精
神创作的标语和宣传画；而且，雷锋学校、雷锋大道、雷
锋路、雷锋桥、雷锋电影院、雷锋超市……众多公共设施
都以雷锋来冠名。雷锋，既是长沙城市地理的坐标，更是
信仰的方向。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锋的精神在长沙超越感动，成为让
平凡提升平凡、让生活引领生活的阳光雨露，长久滋润着这
里的每一寸土地。

去年岁末年初，湖南出现多年来罕见暴雪。成千上万雷
锋家乡人主动走出家门加入除冰保畅大军，人们用行动汇
聚出一句话：“我们多一分付出，群众多一分平安。”

雪花纷飞，江水湿冷。长沙航道管理局铁角嘴航道处的
航道工蔡立新发现，有航标被移位至浅滩，如果航标不及时
复位，船舶航行看不到边界，冬季容易搁浅。可此时水浅，巡
航艇无法靠岸，年过五旬的蔡立新跳入了水中。

水下行进步步艰难，蔡立新挪到了航标前，又全力从标
石中扯出了航标链。当 200 多斤重的航标被成功移送至巡
航艇边时，蔡立新在水下待了足足 20 分钟。

2017 年夏天，在人与洪水的决战中，湖南一个个基层
干部冲在抗洪最前线。在雷锋家乡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苏
蓼垸堤委会主任姚建刚 5 天 5 夜没有下堤，处理了 100 多
处险情，每天只睡 1 个小时左右，由于疲劳过度诱发高血
压、肾炎，突然晕倒在了湘江大堤上。

醒过来没两天，姚建刚就申请出院，医生不允许，他立

下了“后果自负”的“生死状”，急匆匆地赶回了大堤。“退
水时更容易垮堤，躺在病床上怎么都不安心……”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
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
锋曾在日记里这样谈生命价值的延伸。

在长沙，雷锋已经成为城市的集体记忆和学习楷模。
长沙人带着深厚的感情在传颂着雷锋的故事、传唱着雷
锋的赞歌、传承着雷锋的精神。学雷锋、当雷锋更是成为
全市人民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雷锋牺牲 50 多年后，16 岁长沙少年叶沙(化名)去
世后的心、肺、肝、两个肾、一对眼角膜，分别捐献给了 7
个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留在”
了人世间。叶沙肺移植受益者写道：谢谢你陪伴我每一
次呼吸！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心愿，就是希望所有器官移植的
人都健康。”叶沙爸爸说，“每次通过别人得知他们身体健
康的消息，我和叶沙妈妈都非常安慰，觉得儿子的心脏还
在跳动……”

学雷锋，做好事，“好事”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
延展，带来的“正能量”在持续甚至循环传递。叶沙去世
后，为了帮助他父母走出丧子之痛，小区志愿者们自发
到他家去，开始陪他妈妈种花，后来他家办起了“烘焙
坊”，大家又一起学习制作面食。

“有个伴，日子就容易过了。”志愿者们的初衷有了效
果。家里人来人往，厨房里热气腾腾，叶沙父母感觉家又
像家了。

积小善为大善，磅礴暖流的背后是“雷锋精神，人人
可学”。目前，长沙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达 700 多家，实名
注册志愿者突破 80 万人，公共设施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点
1387 家。

在望城区家馨园小区，胡亦明是这里的“雷锋百姓城

管”志愿小组组长。修剪树枝、拔除杂草、修垃圾池、更新路
灯……老旧小区大变样，“原来想搬走的人不走了。”胡亦明
笑着说：“让大家过得更好，我心里甜！”望城区如今有近 30
万名志愿者“百姓城管”。

一滴水放进大海才永不干涸

雷锋曾写道：“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
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最有力量。”

为鼓励学雷锋行动，长沙还用机制助推志愿者服务活
动的常态化、系统化。去年学雷锋纪念日，望城区出台了

《长沙市望城区学雷锋鼓励保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全面提升学雷锋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水平。

学雷锋光荣，当先进自豪。学雷锋的人是“钉子”，有人把
这《办法》比作“锤子”，“锤子”能让“钉子”扎得更深、更牢。

近日，中宣部命名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
位学雷锋标兵，其中少不了雷锋家乡长沙的人和事。

湖南巴士三分公司五车队驾驶员袁亮坤，人称“雷锋
哥”，荣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他就像一颗“螺丝
钉”，在岗位上 35 年，累计安全行车 156 万公里，无违章、无
事故、无投诉。10 多年来，袁亮坤义务献血 36 次，累计献血
10000 多毫升，从事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时间超 5000 小时。

湖南雷锋纪念馆，开馆 50 多年来累计接待参观者
4200 多万人次，获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现任馆长
余旭阳就是望城人，他从学生时代到五保户家里学雷锋、
送温暖，到工作后组织号召学雷锋活动，如今又“有幸守护
雷锋精神的宣传阵地”。让他欣喜的是，馆里年轻讲解员们
正在准备排演雷锋故事，每天申请来纪念馆里参与志愿
讲解的学生都排得满满的。

世事沧桑，长沙人对雷锋精神坚守不改，对雷锋的景
仰坚定不移，雷锋的道路在延伸，雷锋的传人在壮大。“向雷
锋同志学习！”“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城市的流行语，更是城
市不断向前推进的共同事业。

学雷锋当雷锋，用行动致敬乡贤
来自雷锋家乡长沙的“学雷锋”报告

新华社沈阳 3 月 4 日电(王玉山、杨启鹏、陈宇)
他是抚顺市中和村贫困户公认的好儿子，是云南省
云旅希望小学孩子们眼中的好叔叔，是身边战友纷
纷点赞的好榜样。

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他累计资助贫困学生、困
难群众 1600 余人，捐款 30 多万元，被誉为“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

张光付，是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队五中队副中
队长，这个 32 岁的年轻军官，宛如平凡生活中的一
束暖光，用 10 余载的奉献与爱心，照亮了千百人，感
动了一座城。

这束光，给人以贴心的温暖

“爸妈在世时，我这个亲女儿没做到的，光付哥
都做到了……”刚一开口，申洋就禁不住热泪盈眶。

2009 年的一天，张光付陪战友到抚顺市中医院
看病，看到一位老人背着老伴步履踉跄地上楼，他赶
紧跑过去背起患病的老人，并排队挂号、交费看病。

老人叫申家福，孩子在外打工，老伴赵淑芬患
有股骨头坏死，治病吃药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临别时，张光付要了老人的住址，没多久就
买了些营养品到中和村去探望老人。

干农活、买粮食、收拾院落……寒来暑往，张光
付一有空就来看望二老，还给他们换了台新电视、找
来治疗股骨头坏死的偏方。邻居都夸老两口有福气，
添了个这么孝顺的“好儿子”。

去中和村的次数多了，“见不得别人有难处”的
张光付决定尽力把村里的贫困户都“管”上，他制订
了一本《帮扶计划本》，详细记录着每个受助对象的
情况：张明辉，患有软骨病，卧病在床；特困户霍树
林，患脑血栓，儿子先天性脑瘫；大学生韩志家每学
期学费、生活费 4500 元……

这束光，给人以奋进的力量

2013 年，张光付在外学习期间，接触到云南省
丽江市“云旅希望小学”。

那天，看到孩子们用小兜子提着课本去上学，张
光付难受了一晚上。

第二天，他给全校 290 个孩子每人买了一个新
书包，一共 8000 元钱，相当于他当时近 5 个月的工
资。

在把自己每月工资仔细算了一遍又一遍后，他
又决定与学校 14 名特困生结成帮扶对子，每人每月
资助 100 元。

“云旅希望小学”学生李占兰，成绩特别突出，却
因家庭变故在外打工一年了。受益于张光付的资助，2014 年 9 月，重返
课堂的李占兰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

“哥，下个月不要给我寄钱了，我已经找到工作，马上就能领工资
了……”2018 年 7 月，李占兰大学毕业。她说，这些年，每当看到穿军装
的兵哥哥，就觉得特别亲切，同时提醒自己要珍惜时光，刻苦学习。

作为一个普通农家孩子，待人慷慨大方的张光付，对自己却是省了
又省：一身便装，他从入伍穿到提干；读军校时每月 600 元钱的伙食费，
别人不够花，他却能省下一半用来捐资助学。

这束光，汇聚起更多的光芒

2013 年 3 月 5 日，张光付和战友们发起成立了“光付之光”爱心团
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帮贫济困的队伍中。

今年 64 岁的杨俊清是这个团队中年纪最大的成员。10 年前，老人
退休后不愿在家闲着，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拉点小活。

“我是赶集的时候认识的光付，那时候经常拉着他去村里看望贫困
户。但从 2011 年后，我就不收他的车费了，我这也是向他学习。”杨俊清
说。

2016 年冬天，20 名志愿者在张光付的带领下，到抚顺市幸福养
老院义务除雪，但因天气恶劣，加钱都打不到出租车。听到消息后，杨
俊清带着 5 辆出租车迅速赶去。“司机师傅听说光付的善举后，都想
帮着做些事情。大家都说，以后只要是做好事献爱心需要用车，都愿
意义务出车。”杨俊清说。

“6 年来，‘光付之光’爱心团队成员由最初的 7 人，发展到现在的千
余人，部队官兵、地方大学生以及社会爱心人士陆续加入。”中共抚顺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戴小梅说，“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是雷锋精神的
发祥地。如今，和张光付一起学雷锋，已成为抚顺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05 年，张光付的新兵第一堂“必修课”，是参观抚顺市雷锋纪念
馆。那天，他牢牢记住了《雷锋日记》中的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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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张光付被评为抚顺市第六届“百姓雷锋”，颁奖词这样写
道：“无上光荣的光，无悔付出的付，他以爱心为柴，让名字有了暖人的
温度。”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
张光付说，自己只是万千雷锋传人中最普通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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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张光付，会发现这个青年军人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平静、
正直、善良。

这种气质，尤其在他微微一笑的时候，愈发显现。

面对他的故事，你可能下意识地会产生那么一丝疑惑：10 多年来，
他几乎捐出了自己所有的收入，把大量业余时间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
驻地群众，为什么？图什么？

在抚顺市幸福养老院，张光付从 2010 年第一次去探望起，每年至
少去七八趟，每次都要买上米面粮油和水果，还要给生病的老人带上药
品。即使当年他在外地读军校，也不忘把钱转给朋友，请人代为探望。
“光付每次到养老院拖地、擦桌、喂饭，捡着啥就干啥。”幸福养老院院长
崔英姬说。

在武警抚顺支队，听说战士张梦寒的父亲生病后，张光付专门托外地
战友买来特效药，并从自己工资中拿出 2000 元，一并给寄了过去。

……
在张光付身上，这样的小故事很多很多。可每当被问起为什么这么做

时，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不得别人有难处。”

就是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感支撑，让张光付在寒来暑往间向善向上、
步履不停。

他偶尔也会有自己的烦恼。他曾在微博里感慨：“别太容易为别人
掏心掏肺。”却又很快在评论里回复：“做好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
看。”

在军校时，为了省钱做公益，他基本不参加战友们的周末聚餐。
“这样不会觉得不合群吗？”
“不会。他们知道我留钱是为了什么。不过，我也没多想过。”
“把工资都捐了，有人说过你傻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傻。”

许多人行善时的种种顾虑，在他这里如同云烟一样。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采访过程

中，张光付在每一个故事中的出现，总能触碰人心最柔软之处，让你
禁不住为之动容，为之落泪，为之赞叹。

这，就是爱的力量！
(记者王玉山)新华社沈阳 3 月 4 日电

爱是一种力量

新华社长沙 3 月 4 日电(记者柳王敏)“我比雷锋早出
生 10 年，上世纪 60 年代听说他的事迹后特别感动，那时候
我就决心向雷锋学习，多做好事，要坚持做一辈子。”

在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城区东新路一户普通的居民楼
里，89 岁的老人钟挺华精神矍铄，向记者讲起了自己学雷
锋的经历。

钟挺华 1930 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父母是广东人，4
岁时他回国后居住在广东梅州市的外婆家。19 岁时钟挺华
入伍参加解放战争，直到 1954 年从部队转业后到湖南，
1958 年到东安县工作，1986 年离休。

东安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湘江上游，以山地、丘陵为
主。“我对东安县有很深厚的情感，一直从事教育和宣传工
作，我一边学雷锋，一边宣传雷锋。”钟挺华说。

创办 3 个助学基金会，累计资助 700 余名优秀贫困学

生；在东安县中小学捐赠雷锋雕像 44 尊；编写倡导青少年
遵纪守法的快板诗、顺口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编成学
生课间演示操，并在全县推广……一辈子坚持学雷锋的钟
挺华，2017 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工作者”。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像刚出生的幼苗，需要我们
呵护和栽培。”说到捐赠雷锋雕像的初衷，钟挺华说，“把雕
像放在学校里，孩子们每天都能看见，雷锋的精神也能对他
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把手往上举，寓意蒸蒸日上，表达“富强”；两手展开平
直，像个天平，表达“公正”；两个人拍手，转身跟其他同伴拍
手，表达“友善”……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在
学生中传播，钟挺华和几位好友想出了做成课间演示操的
点子，如今已在东安县 20 多所中小学推广。

“钟挺华首创的演示操，用孩子们喜欢的肢体动作
去表达，孩子们很喜欢，也爱学，能够明白其中的内涵。”
东安县舜德学校校长蒋旭玲告诉记者，舜德作为一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生都学习了这种演示
操。

2018 年 10 月，“钟挺华党员学雷锋工作室”在舜德
学校成立并投入使用。雷锋生平介绍、东安学雷锋志愿者
照片、钟挺华学雷锋事迹等一一陈列，成为学校的德育基
地和党员活动中心。

3 月伊始，东安县部分学生和志愿者到“钟挺华党
员学雷锋工作室”参观和学习，现场聆听钟挺华讲雷锋
的故事。“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他平凡而伟大，我们要
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常怀感恩之心。”钟
挺华说。

89 岁印尼归侨：“学雷锋”是一辈子的事

▲ 2018 年 5 月举办的文博会上，一
组“雷小锋”文创人偶走红湖南馆。

新华社记者高文成摄

▲ 2018 年寒假，“小小志愿者”在湖南雷锋纪念馆开展文明劝导活动，背景是以雷锋在家乡长沙望城当公职人员的
形象为原型的塑像。 （湖南雷锋纪念馆供图）

▲雷锋在参军后给冯健寄来的这张照片背面写道：
“冯健姐姐：我永远向你学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湖南雷锋纪念馆供图）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锋的

精神在他的家乡长沙超越感

动，成为让平凡提升平凡、让生

活引领生活的阳光雨露，长久

滋润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雷锋，既是长沙城市地理

的坐标，更是信仰的方向

在长沙，雷锋已经成为城

市的集体记忆和学习楷模。长

沙人带着深厚的感情在传颂着

雷锋的故事 、传唱着雷锋的赞

歌 、传承着雷锋的精神。学雷

锋 、当雷锋更是成为全市人民

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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