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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陶克将军以

真实的史料和人物事迹为载体，全方

位、多角度还原了一个助人为乐、勤俭

节约、青春朝气、勤奋好学、真实可感、

可学可爱的雷锋形象，并指出弘扬雷锋

精神的过程，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过程。

雷锋的一生并不长，仅仅 22年，但

雷锋精神却在中国人身上不断延续。

他用平凡而伟大的感人事迹，回答了

“人为什么活着，怎么做人”的人生命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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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

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雷锋日记中

的这三句话，道出了雷锋向上的人生姿

态和向善的价值追求。

雷锋何以能够一直被传颂？一句

话：因为雷锋精神。雷锋精神的核心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

无私奉献。弘扬雷锋精神的过程，就是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

内容。雷锋把德、善、孝、行、礼、义，用

自己的行动做了最精准的诠释。几十

年来，从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

的”，半个世纪的传承，雷锋精神早已深

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做人法

则，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建设新

中国时期有欧阳海、王杰、刘英俊、苏

宁、林俊德、张超等道德标杆；新时代又

出现了郭明义、郑培民、杨善洲、沈浩，

以及各类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一大

批雷锋式的模范人物。可以说，他们都

是雷锋精神的传承者、实践者。

雷锋精神不仅需要学习，也需要传

承。雷锋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是一面永

不褪色的旗帜。我们要学习雷锋的做

法，把崇高理想信念体现在平凡的工作

生活中，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一点一滴

去奉献。我们也要充分发挥雷锋的榜

样作用，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要

大力弘扬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

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弘扬

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大爱精神；

弘扬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的敬业精神；弘扬雷锋锐意进取、自强

不息的创新精神；弘扬雷锋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弘扬雷锋精神，有助于激发人们思

想道德建设热情。改革开放 40多年来，

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某些利己主义

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还侵蚀着人们的思

想。弘扬雷锋精神，一方面可以倡导文

明新风，匡正道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

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引导人们做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社会主义道德规

范的实践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创造者；另

一方面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

量，进而可以凝聚干部群众的意志和力

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起强

大的精神力量。

雷锋和雷锋精

神是我国文

化软实力的代表之一。就国内来说，无

论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雷锋及“活雷锋”

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人民服务

的大爱情怀、艰苦奋斗的拼搏劲头、爱

岗敬业的螺丝钉精神、言行一致的高尚

品质，永远不会过时，雷锋精神早已在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土壤里扎下了深根，

开出了新花。就国际来说，雷锋事迹的

宣扬和雷锋精神的国际传播，可以促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为

一个阳光亲和的形象走向世界。正如

英国汉学家米兰·卡佩汤所说：“中国的

雷锋，为人类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意

义的探索。雷锋从苦难孤儿成长为一

个伟大的好人，非常不易。从心理学角

度，他的这不同寻常的经历为社会教育

孤儿，促进孤儿健康成长提供了借鉴意

义。他可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榜样。”

今年，我们迎来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让我们共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大力弘扬雷锋精

神，传播雷锋文化，让

雷锋精神的根扎得

更深、花开得更

香，让人民生

活更美好！

在全国学雷锋纪念日当天，中宣部

宣教局将“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85
场宣讲活动选在邓州，由陶克将军作报

告《永恒的雷锋》，因为邓州是“中国第

一雷锋城”，有全国最大的学雷锋志愿

服务组织“编外雷锋团”。2014年 6月，

“编外雷锋团”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荣誉称号。2018年 4月，“编外雷锋

团”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授予“全国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1960 年 8 月，历史的机缘巧合，邓

州市 560 名青年应征入伍到原沈阳军

区工程兵工兵第十团，恰好和比他们早

入伍 8 个月的雷锋同志在一个团服

役。在全团军人大会上，他们都亲耳聆

听过雷锋的忆苦思甜报告、学习毛主席

著作经验介绍和先进事迹报告。其中，

有 32 名同志还与雷锋同在一个连队，

和雷锋朝夕相处生活、学习和工作，得

到过雷锋的真诚帮助和热情关怀，亲身

感受到了平凡而伟大的雷锋精神。

从 1964 年到 1985 年，邓州 560 名

雷锋生前战友相继复转回乡，他们把对

雷锋的印记、连同雷锋精神一起打进背

包，带回了家乡，用默默行动诠释了雷

锋精神的伟大。

1997年 4月，邓州市委、市政府、市

人武部领导经过审慎论证、研究，决定

成立群众性学雷锋组织邓州“编外雷锋

团”，下发“红头文件”，在民政部门正式

注册。宋清梅任团长，姚德奇任政委，

邓州市市长、市人武部部长担任名誉团

长，市委书记、市人武部政委担任名誉

政委。目前，“编外雷锋团”已发展壮大

为 26个营，成员涉及工人、农民、学生、

干部、网民各个层次、各类人群 1.4万余

人，成为中原大地学习雷锋的一面旗

帜。

2014年 3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

表团全体会议，在亲切接见某工兵团

“雷锋连”指导员谢正谊时说：“雷锋精

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

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习近

平总书记还谈起“郭明义爱心团队”和

雷锋生前所在团原团长宋清梅组织的

河南邓州“编外雷锋团”。看到新闻之

后，“编外雷锋团”的老同志们内心十分

激动，联名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示

要不负厚望，一辈子传承雷锋精神。3
月 17日，信寄往北京。5月 5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调研室给“编外雷锋团”回信：

“你们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收到了。

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你们接过他的旗

帜，踏着他的足迹，创建‘邓州编外雷锋

团’，持之以恒传承雷锋精神，推动学雷

锋活动在中原大地蓬勃开展，你们的所

作所为令人感动。相信在你们的影响

下，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弘扬雷锋精神的

队伍，积极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

快。”

2018年 9月 28日上午，正在辽宁省

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乘车前往抚顺市，

向雷锋墓敬献花篮并参观雷锋纪念

馆。习近平总书记说，雷锋是一个时代

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要不断闯关夺隘，也需

要更多的时代楷模。积小善为大善，善

莫大焉，这和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做

人民勤务员”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见

贤思齐，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学

习雷锋精神，就要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

道德品质追求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

中，在自己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在雷锋帮助战友做好事的展

板前，习近平总书记问道：“这些战友

在哪里？我听说有一个‘编外雷锋

团’。”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李强补充

道：“他们当年是雷锋战友，现在不断

宣传弘扬雷锋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讲到‘编外雷锋团’，这是对我们的

最高奖励、最大肯定。”3月 5日，“编外

雷锋团”政委姚德奇在全省学雷锋活动

座谈会上激动地说道。

邓州市充分发挥“编外雷锋团”的

示范引领作用，用雷锋精神培育、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倡导奋

发向上、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涌现出

了勇救车祸现场受重伤老人的“最美路

人”张楠、29年如一日坚守在基层法医

岗位的“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李华

敏和“爱心粥铺”、邓州救援队等许多

先进典型。截至 2019 年 1 月，邓州市 1
人当选“感动中国”人物，1 人成为“感

动中国”人物候选人，2人当选“感动中

原”人物；1 人当选河南省道德模范，2
人荣获河南省道德模范提名奖；16 人

荣登“中国好人榜”，8 人荣登“河南好

人榜”。

邓州有个“编外雷锋团”

陶克讲述永恒的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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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全国第 56 个学雷锋活

动纪念日。5 日下午，由中宣部宣教

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中共邓州市

委、邓州市人民政府、光明网承办，中

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协办的“核心价值

观百场讲坛”第 85 场活动走进邓州

市，当地干部群众 300 余人在邓州职

业技术学校礼堂现场聆听了解放军报

社原副总编辑、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

克少将所作的题为《永恒的雷锋》的精

彩演讲。光明网对活动进行了直播，

来自全国的 221.5万网友收看了节目，

14.9万网友通过微博、论坛等参与交

流互动。

3月 6日，《光明日报》用半个版的篇

幅对该项活动进行了重磅报道。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解放军

报》、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河南日

报》、河南电视台、《南阳日报》、南阳广播

电视台等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陶克将军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

现场观众和网友纷纷表示，他们更深

刻懂得了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雷

锋文化的内核，要更好地弘扬雷锋精

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听了陶将军的报告，我信心倍

增。回去以后，我要带领卫生排更

好地学习、传承雷锋精神，为父老乡

亲看好病，让自己成为新时代的雷

锋。”“编外雷锋团”彭桥卫生排排

长、“感动中原”人物曾伟听了讲座，

感触颇深。从医 28年来，垫支医疗

费用，上门送医送药，连曾伟自己也

不知每年做过多少次。据不完全统

计，他已累计为患者减免医药费达

40余万元。在曾伟的带领下，彭桥

卫生排经常到敬老院免费送医送

药，逢年过节，他们还为老人们摆上

丰盛的宴席，带老人们到渠首和城

里游玩，感受新时代新变化。近年

来，彭桥卫生排组织参与公益活动

1500多次，免费义诊 1万多人次，免

费发放药品价值 20多万元。

在报告会现场，南阳引丹灌区

管理局干部、“邓州好人”张锋非常

激动：“陶克将军的报告，让我们近

距离了解了雷锋和雷锋精神。我要

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传承和发扬雷

锋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积极贡献！”

“作为新时代的中职生，我们要

以雷锋为楷模，掌握专业技能，在做

人和求知中践行雷锋精神，让人生

更出彩。”陶克将军的报告，让邓州

市职业技术学校 2016 级护理专业

学生王楠明确了人生方向。

实践证明，只要播下雷锋精神

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日前，新华

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

放军报》等媒体相继报道了武警辽

宁总队抚顺支队五中队副中队长张

光付的先进事迹。10多年来，张光

付践行雷锋精神，爱心传播全国 20
多个省市，累计资助贫困学生、困难

群众 1600 余人，先后被评为“全国

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而张光付就来自邓州，从小听

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长大后又成了

“雷锋”，在军营建功立业。

3 月 6 日，“相约春天 走近雷

锋”报告会在邓州市雷锋中学（林扒

镇中学）举行，该校 2000 余名师生

及全市各乡镇代表认真聆听了雷锋

生前辅导过的学生刘静、展世荣作

的报告。《三毛钱》、《为雷锋叔叔戴

红领巾》、《王老汉卖余粮》等诸多鲜

活的事例，赢得了与会师生雷鸣般

的掌声。“通过这次报告会，我知道

了，从小事做起每个人就能成为雷

锋精神的传承者和接班人。”雷锋

中学七八班学生周一帆说。雷锋精

神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滋润师生们的

心田。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体现，我们将以这次‘核

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走进邓州为契

机，在新时代进一步学习传承好雷锋

精神，为新时代丹江口库区现代化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

力。”邓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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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现场

3 月 5 日，邓州市城区十一小学区合唱团进行系列红歌联

唱，表达对雷锋的崇敬之情

3月 5日，邓州市思源学区学生参观编外雷锋团展览馆

3 月 6 日，雷锋辅导过的学生刘静（左一）、展世荣（左二）参

观邓州市雷锋中学雷锋精神展厅

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

陶克将军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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