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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是时代精神的一面旗帜，是公民道德的一
座丰碑，是人民群众心中学习的榜样，是一位既平凡又伟大的英雄。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雷锋是
一个普通士兵，但他始终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追求。不管是对自己认识的人还是对陌
生人，他都始终保持一颗大爱之心；在所做的一件件或大或小的好事
中，他都在不断彰显自己的大爱胸怀。

雷锋牺牲的第三天，即1962年8月17日，在军方和抚顺市地方政
府的精心安排下，举行“公祭雷锋大会”。

1963年 3月 5日，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词“向雷锋
同志学习”。

在征召并培养了雷锋的工兵十团，团党委认真研究，一致认为：
雷锋是全军区的典型，生前多次立功受奖，又是地方上的人大代表，
身上处处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应该加以宣传。于是，他们开
始筹办一个“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室”。

1962年 10月 23日，（抚顺）团市委即下发了《关于组织全市广大
青少年参观雷锋烈士展览室、开展好阶级教育的通知》的文件，12万
官兵、工人、干部、学生参观了展览。

据举办展览的军中同志回忆：这些展品包括了雷锋生前所有的
衣物、照片、日记本和其他生活用品。在鞍钢时期购置的皮夹克和料
子裤也入展室，以做到客观、真实。

据原雷锋所在团政治处秘书、时任东海舰队的副政委冷宽将军
回忆，是他跟随韩万金政委，对雷锋的遗物进行了细致清理，并选出
了最具代表性的十件遗物，作为雷锋的传家之宝。这“十件宝”是：
雷锋生前学习过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驾驶过的“13号嘎
斯”车；他手中紧握过的武器冲锋枪；他训练使用过的手榴弹；雨夜
送妇幼回家穿过的雨衣；体现雷锋艰苦奋斗精神的节约箱；当校外
辅导员佩戴过的红领巾；为战友和群众理发的工具；随身携带的针
线包；装着《毛泽东选集》和钢笔、笔记本的黄书包。 （殷允岭）

3月5日，是全国第58个学雷锋纪念日。
“永恒”，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参观时提

到的关键词。习近平赞叹，雷锋是一个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
恒的。

雷锋去世时年仅22岁，生命有限，精神永恒。雷锋精神是中国
的，是中华民族的，是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的结合。历经岁月，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

今天，本报推出学雷锋纪念日专版，重温雷锋精神，以期推动广
大职工和工会干部在建功“十四五”中展现新作为。

编 者 的 话

“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雷锋虽然已经离
去，但雷锋精神从未消逝，在绵延传承中，激励
着几代人将奉献铭刻在心，不断向前迈进。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
想”，随着时代发展进步，雷锋精神的内涵也在
不断丰富，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
事业无私奉献的初心没有改变。在各行各业
里，无数以雷锋为榜样的青年人奋斗在自己的
岗位上，为了人民的事业披星戴月，将自己的
青春、智慧和汗水倾注在这片土地上。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
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
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高铁飞驰在万里铁
道线上，在春运中搭起连接家乡和远方的桥

梁，在春运中，我们看见了许多坚守者，令人动
容。他们都选择用自己青春的脊背担起属于
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用青春的焰火点
亮夜空，照亮前路。

“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
钢。”在铁道线旁，青年铁路工作者或许默默无
闻，但他们却依旧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用尽全力
释放着属于自己青春的能量。不知不觉间，曾经
被当作孩子一样需要被呵护的青年们已经长大
了。2020年初，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无
数“90后”“00后”白衣为甲，高歌赴荆楚的身影在
令人感动的同时，也令人欣慰。奉献精神，在这
一代人的心中早已深深种下，他们不惧困苦艰
险，敢于经受百炼，终将成长成才，向着成为对人

民有用的人而努力迈进。
“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对于青年医护人员而言，从病魔手中抢回生命是
他们的职责，对于青年军人而言，国境线上的一
步不退就是他们的职责，对于青年铁路工作者而
言，为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是他们的职
责。这样的青春令人赞叹，他们的热血与奉献紧
紧相连，让我们感到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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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正用属于自己
的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将雷锋精神绵延传承。
让我们挺起青春奋斗的钢铁脊梁，为国家发展，
人民幸福贡献出青春的力量。 （冯书浩）

挺起青春奋斗的钢铁脊梁

永恒的雷锋精神
2018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

宁省抚顺市向雷锋墓敬献花篮并参观雷锋
纪念馆时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
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
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
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
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半个多
世纪以来，“雷锋”已远远超出个人称谓，
也远远超出他所生活的时代。雷锋精神高
度凝练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顺应了我
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彰显了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色，内涵丰富、意蕴深
刻，是一面永不褪色、永放光芒的精神旗
帜。 2012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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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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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便拥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的共同
信仰足以释放无穷能量。雷锋说：“我就是长
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
向着共产主义。”这是雷锋的崇高理想和坚定
信念的鲜明表达。雷锋一辈子为党和人民奋

斗，没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是做不到的。新
时代学习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就是要做真学真
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表率，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淬炼思想、涵养正气、升华境

界、指导实践，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自觉
把个人的追求和奋斗，同党的事业、国家的命
运、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为国家的繁荣发展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雷锋一生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以服务
人民为最大幸福，以帮助他人为最大快乐，这
种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是为人民
服务人生观的重要体现。雷锋在日记中写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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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正是用一件件平凡的
小事成就了不平凡的人生，用矢志不渝的坚
守筑起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坐标，至今温暖着
我们的社会，感动着我们的时代。服务人民、
助人为乐是一种公认的崇高品质，它涤荡人

们心中的私心杂念和沉渣污垢，培养人的浩
然正气，体现了崇高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
求。新时代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
奉献精神，就是要始终牢记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真正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真正与人民结合在一起。
在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方面身体力
行，与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服
务人民、助人为乐，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广泛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是新时代把

学习雷锋的奉献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制度
安排和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
导社会文明新风，带头学雷锋，积极参加志愿
服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热诚关爱他人，多
做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的实事好事，以实际行
动促进社会进步。”在 2020年以来的疫情防控
中，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响应党的号
召，积极行动、倾情奉献，为取得疫情防控重
大战略成果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彰显了扶危
济困、共克时艰的民族品格，成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亮丽的时代风景。

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

雷锋在多个岗位上奋斗过，先后当过通
讯员、拖拉机手、推土机手、汽车兵，但不论
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发扬“螺丝钉精神”，做到
干一行热爱一行、干一行精通一行，这种工
匠精神和职业品德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必
要的。他说：“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

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
钱。”这是雷锋敬业精神最形象的表达。新
时代学习雷锋的敬业精神，就是要学习这种

“螺丝钉精神”，把它转化为爱岗敬业的原动
力，立足本职、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精益求
精，努力以钉子的“挤”劲和“钻”劲，在岗位

上脚踏实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
加瓦。如果 14亿中国人、9100多万党员、400
多万党组织都能弘扬这种“螺丝钉”精神，都
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
钉，必将形成无比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无往不胜。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雷锋总
有一种无穷的动力，就是要钻进去、吃透它，
通过学习钻研，不断地丰富和提升自己。他
说：“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
柳。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斗争中锻
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

的一生。”雷锋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在 22
年的短暂生命中却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成
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靠的就是锐意进
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奋进意志。新
时代学习雷锋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

神，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自觉致力于经济
社会发展各领域创新，就是要坦然面对困
难，欣然接受挑战，以顽强的意志、不懈的努
力，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决不被任何困难所
压倒的气概，攻坚克难、施展才华，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在雷锋身上，鲜明地体现了艰苦奋斗和
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的
优良传统。他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
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不能今
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要发
愤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存在的暂时困
难。”“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不乱花一分钱，不乱买一寸布，不掉一粒粮，
做到省吃俭用，点滴积累，支援国家建设。”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时
代精神、文明行为，应该成为人们推崇、追求

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方式。新时代学习雷锋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就是要本
着这种精神来从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国
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
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
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
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
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对此，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加
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

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也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不断攻坚克难、
勇往直前的锐利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精神，人人可
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我们要做雷锋精神
的忠实传承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
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让学习雷
锋精神在祖国大地蔚然成风，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光发热。 （戴木才）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他驾驶过的“13号嘎斯”车。 当校外辅导员佩戴过的红领巾。

体现雷锋艰苦奋
斗精神的节约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