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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8 月，邓州 560 名

热血青年怀揣保国戍边之志，

走进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工兵第

十团军营，机缘巧合，他们与早

8个月入伍的雷锋成为同团战

友。入伍后，在全团军人大会

上，战友们聆听雷锋忆苦思甜

的报告；生活中，有 30多名同

志与雷锋同分在一个连队，彼

此朝夕相处，一起站岗，共同学

习，许多邓州战友耳闻目睹了

雷锋的先进事迹，得到过雷锋

的热情帮助，亲身感受到了雷

锋精神的可贵。

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他

们中有 313 人入了党，216 人

当上班长，成为部队骨干。自

1964年至 1985年，当年的560

名战友相继退伍。临走时，他

们将雷锋日记、照片装进背包，

一起“背”回家乡邓州的，还有

雷锋精神。

抱定“无愧雷锋战友，誓为

雷锋争光”的信念，几十年来，

他们始终保持雷锋战友本色，

持续书写着新时代雷锋故事。

先后有318人担任了基层民兵

连、中小学校国防教育辅导员，

40 多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和“先进工作者。”

如今，这群老兵虽然已是

古稀之年，但大家依旧保持着

雷锋战友本色，在家乡传播雷

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不但实

现了自发到组织、个体到群体

的转变，还逐渐发展成中原大

地学习、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

最大志愿者团体。

这是一种信念，
在偶然相逢中经受道德洗礼

在中原大地，有一支拥有 15000余名成员的全国最大学雷锋志愿者团体——邓州“编外雷锋
团”，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壮大，已成为全国学习雷锋精神的一面旗帜和“时代楷模”——

闪耀新时代 薪火永相传
□本报记者 杨天骄

在全国上下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建

军92周年之际，7月 29日晚，根据中宣部授予“时

代楷模”称号的邓州编外雷锋团先进事迹创编的大

型话剧《编外雷锋团》在北京“梦想剧场”拉开帷

幕。社会各界群众冒雨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动人

的故事让观众不时报以阵阵掌声。首演引起社会

强烈反响，先后有100余家新闻网络媒体进行报道

和转发。

7月 31日，记者赶赴邓州，实地探访这块持续

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和出彩人生，坚守思想道德高

地，传承红色基因的土地。

2014 年 3 月 5 日，“编外

雷锋团”在报纸上看到习近平

总书记给郭明义爱心团队的

回信，大家深受鼓舞，遂萌发

了给习总书记写信的念头，经

再三推敲斟酌，3月 17日，大

家把信发往北京。5月 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给“编

外雷锋团”回了信，希望他们

接过雷锋的旗帜，踏着雷锋的

足迹，持之以恒地传承雷锋精

神，推动学雷锋活动在中原大

地蓬勃发展。

谈及此事，姚德奇很激

动，“这是对我们几十年学雷

锋的最大肯定和期盼，我们决

心把学雷锋这面大旗一扛到

底。”

今年是邓州编外雷锋团

被中宣部授称“时代楷模”五

周年，也是中央办公厅调研室

给团队回信五周年。为此，该

团 特 地 从 各 营 各 连 选 派 了

1300余名代表在展览馆前集

会，重温入团誓词、参观展馆，

以表达团队成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谈及五年来的发展，姚德

奇深有感触，“我们最初的

560名战友，已有 318人离开

了我们”，健在的 242 人都年

近八旬，但他们壮心不已、初

心依旧。这五年来，他们的团

队先后新建 8个营，吸纳新成

员 3500 余人，团队总人数超

过15000人，辐射我省多个地

市县，涵盖工、农、商、学、警等

多个领域，而且他们还借助互

联网成立“吧友营”在网络上

传播雷锋精神；五年来，该团

大学生雷锋营、南阳幼师雷锋

营，每年都有 3000 多名成员

学成奔赴工作岗位，他们如金

色种子在祖国大地播散和传

承雷锋精神；五年来，团队的

“义工雷锋营”“回民支队”“厨

师雷锋营”常年活跃在城市乡

村，带动一家又一家企业商户

做好事、行善举，更有一大批

“雷锋家庭”举家学雷锋，爱心

送孝、爱心助学。

去年 9 月 28 日，习总书

记在参观辽宁抚顺雷锋纪念

馆时，讲道：“雷锋的战友现在

都在哪里，我听说有个编外雷

锋团”。每当提起这句话，姚

德奇都格外激动，“这是对我

们‘编外雷锋团’的最高褒奖，

作为团里一员，我们深感光

荣、骄傲和自豪，同时更深切

感 悟 到 它 是 一 种 责 任 和 担

当”。他坚定地说：“过去学雷

锋，现在学雷锋，将来永远都

要学雷锋，誓做雷锋精神传

人，世世代代把雷锋精神传承

下去。”②1

这是一种荣耀，在牢记使命中始终不忘初心

有道是：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

中，邓州“编外雷锋团”用自己

的点滴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情演绎着真善

美永恒不灭、雷锋精神跨越时

空的不朽传奇。

如今，在雷锋精神的感召

下，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正在

充实进来。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

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在“编外雷锋团”的影响下，南

阳好人、南阳英雄层出不穷。

被誉为“不跪的中国人”的邓

州籍青年孙天帅、做好事不计

报酬的“京城活雷锋”孙天丛、

汶川大地震中累死一线的“铁

军”武文斌、三次勇闯火海“感

动中国”的王锋……

“编外雷锋团”成立 20年

多来，先后“扩编”20 多次，

“薪火营”“交警营”“义工营”

“吧友营”等纷纷组建，成员从

最初的 3 个营发展到如今的

26 个营，人员超过 1.5 万人，

遍布全市各行各业。他们在

积极服务社会、助人为乐中，

让雷锋精神实现薪火相传。

7月 31日下午，记者见到

义工营二连连长宋国杰时，只

见他满头大汗，原来他刚跟队

友一起到邓州构林镇郭庄村

看望一个贫困户绳平心，现场

捐助 10734元，帮助这个父母

刚去世、儿子得了白血病的家

庭。他的媳妇万小英正在对

口 帮 扶 小 杨 营 村 一 个 贫 困

户。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他

的儿子宋万增小小年轻就知

道帮助别人，“只要别人有困

难，我们就要多帮助。”身为退

伍军人的宋国杰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帮助别人，快乐

自己。今年，邓州首届“雷锋

家庭”评选，他们一家光荣入

选。他自豪地说：“能够有能

力帮助他人，不仅提高了自己

和家人的思想觉悟，更提升了

我们家庭的幸福指数。”

如今，广大群众也在无数

次的感动中被感染，助人为

乐、无私奉献正成为邓州社会

一道美丽风景线。

这是一种传承，在精神感召中你我薪火相传

在邓州市城区东入口处，

“编外雷锋团”展览馆格外醒

目，酷似帆船的造型寓意着“编

外雷锋团”正乘风破浪，阔步前

行。一旁经过的洒水车一遍遍

播放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

曲，将雷锋精神遍“洒”这座有

着红色基因的“雷锋城”。

邓州“编外雷锋团”建团伊

始，便参照部队编制序列，入团

有仪式，活动有《章程》，同时还

建立了例会、值班、奖惩等管理

制度。“我们始终要像雷锋那

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奉献社会，

不求索取。”邓州“编外雷锋团”

政委姚德奇的话，道出了所有

雷锋团老兵的心声。

“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

1985年转业回到地方后，任邓

州市文明办副主任，有人为他

打抱不平：“凭你‘雷锋团’团长

这块响当当的牌子，找找人。”

宋清梅诚恳地说：“我愿像雷锋

那样，当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不好吗？”为此，他不计名利得

失，文明办主任换了 6任，他却

在副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十几年。

姚德奇1984年转业时，写

了一副对联自勉：在军营学雷

锋奋战二十四年春秋年华，回

故里继精神谱写后半生岁月新

章，横批：奋斗不止。以此表明

心志。他担任邓州市房管局局

长期间，立下一条“铁规”：不管

来客是谁，都是一碗羊肉汤、两

个油馍，为此被人笑称“一碗

端”；亲戚朋友找他办事帮忙，

统统一口回绝。他常说的一句

话是：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发展

事业上，把心操在干事创业上。

近年来，“编外雷锋团”成

员因年龄偏大下岗的有110多

人，其中有 80多人到乡镇企业

去应聘，有 30多人到农村从事

养殖和农产品加工，没有一个

人向组织提条件、讲价钱。

“只要是介绍雷锋、宣传雷

锋，不管路途远近，不管条件好

坏，都是有求必应。”几十年来，

“编外雷锋团”应邀到全国 48

个县区和济南等部队，先后开

展宣讲1800余场次，成为宣传

弘扬雷锋精神的一张响当当名

片。

这是一种信仰，
在矢志不渝中坚持无私奉献

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 全媒体记者 崔培林 实习生 韦虎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