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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述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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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

□新华社记者 陈梦阳 李铮 高爽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一首《学
习雷锋好榜样》在神州大地传唱半个多世纪。以一心一
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深入
中国人的骨髓，为一代代中国人崇敬、追随。

2018年9月28日，在东北三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辽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参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他指
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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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一意跟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陈列着雷锋生前在部队
开过的13号汽车。驾驶位上，端坐着雷锋的塑像，手中
捧着一本《毛泽东选集》。

雷锋纪念馆馆长任广友介绍：“雷锋生前经常在车中
学习《毛泽东选集》，他将《毛泽东选集》比作粮食、武器和
方向盘，还在日记中写道：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
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
行。”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奉
献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
定信念。雷锋生前在日记里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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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
为拥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雷锋把平凡的工作与党和
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所
有。

从1961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出差
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有了“雷锋出差一
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赞誉。一次雷锋在沈阳站换
车，用自己的津贴费为一位丢了车票和钱的中年妇女买
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这位妇女含着眼泪问：“大兄
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回答：“我叫解
放军，就住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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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 22年短暂人生的真实写
照。

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以满腔的热情
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去，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
识，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
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雷锋精神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实践中，也是
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结合的产物。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说，雷锋精神
是永恒的。它指引人们把崇高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融入
日常工作和生活，激励人们把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党和国
家的事业发展，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

从一个名字到中国人的道德标识

1963年 3月 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发表，全国各条战线、各个行业迅速掀起学习雷锋先进
事迹的热潮。此后，每年的3月 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
雷锋日记、雷锋事迹、雷锋形象，伴随着几代中国人的生
活和成长。

目前，仅辽宁省就有 7个雷锋主题纪念场馆，有一
大批以雷锋名字命名的学校、车间班组、公交车、公共服
务窗口等，有各级各类学雷锋标兵2000多人、注册志愿
者641万人。

“雷锋”，早已从一个典型人物衍生为一种社会文
化；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
标识。在雷锋精神感召下，新的时代楷模不断涌现。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南社区年过 80 的靳国
芳被称为“雷锋奶奶”。1992 年退休后，靳国芳志愿
为社区居民服务 28年，从照顾困难家庭、调解邻里纠
纷、为小区加装天然气管道、协调规划停车位，到成立
政策法律宣传、环境卫生、空巢老人帮扶等 11支服务
队，靳国芳“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成为石家庄响亮的城
市品牌。

雷锋当年是从鞍钢入伍的。1977年 1月，又有一位
鞍钢青年入伍，他叫郭明义。2010年以来，“跟着郭明
义学雷锋”成为当地学雷锋活动的新载体。如今，郭明
义爱心团队在全国有分队 1000 多支，成员 200 多万
人。2014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
的回信中这样写道：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
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
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那些为人民服务的人，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雷锋；
社会风气出现问题之时，人们呼唤着雷锋……雷锋精
神，已深深扎根人民心中，成为亿万中国人衡量生命
价值、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尺；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锋精
神始终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
财富。

精神永恒 代代传承

抚顺雷锋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肖宇说，习近平
总书记在雷锋纪念馆参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所作重要
讲话，深刻揭示了雷锋精神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指出
了“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的历史必然。“雷锋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相结合的
时代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涌现新的时代楷
模，必须继续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雷
锋精神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引导人们弘扬无私奉献、团
结互助的理念，自觉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在推动国家
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彰显
价值、作出贡献。2019 年，辽宁整合全省学雷锋文化
资源建立了雷锋学院，作为全国党性教育基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地。雷锋学院成立一年多时
间，培训了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市的 600多个班次、4
万余名学员。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不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
进学雷锋与志愿服务一体化，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学雷锋、
人人做雷锋的生动局面。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中
送温暖、献爱心，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树新风、育
新人，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扬正气、促和谐。据统计，
目前全国实名注册的志愿者超过1.6亿人，志愿服务参与
领域越来越广泛。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紧贴时代，增强雷锋精神
感召力。要把学雷锋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中，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每一次大的突破、每
一次大的考验中，自觉用雷锋精神旗帜鼓舞斗志、凝聚
人心。

（新华社沈阳8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翟濯

1966 年 2月，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播发，焦裕禄的名字传
遍千家万户，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共产党
人的光辉典范和全体党员干部崇敬的榜
样。

在兰考工作的 475天，焦裕禄带领兰
考人民除“三害”、种泡桐，用生命树起一
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铸造出熠熠生
辉、穿越时空的伟大精神——亲民爱民、
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的焦裕禄精神。

2014 年 3 月 17 日，在河南省兰考县
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
馆，参观焦裕禄生平事迹。他指出，焦裕
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
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
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
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
心改变兰考面貌”

走进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首先
见到的是焦裕禄震撼人心的奋斗誓言和
临终遗言——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
面貌。”

“活着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
沙丘治好。”

1962 年冬，兰考县正遭受严重的风
沙、内涝、盐碱“三害”。焦裕禄临危受命，
带领干部群众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总
结出了整治“三害”的具体策略，探索出了
大规模栽种泡桐的办法。

他亲自带队调查，因为“蹲下去才能
看到蚂蚁”。3个月的时间里，焦裕禄带领
全县干部跑了120多个大队，行程5000余
里，掌握了整治“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剧痛难忍时，
他用钢笔、茶缸盖、鸡毛掸子顶着肝部，日
子久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
窿。

焦裕禄始终艰苦朴素，他生前用过的
棉被上有 42 个补丁，褥子上有 36 个补
丁。一次，当他听到自己的孩子“看白戏”
时，立即拿钱让孩子到戏院补票。

……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
涓滴，会它千顷澄碧。”50多年前，焦裕禄
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抗争、广植泡桐，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
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50余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大地接力奋斗。2017
年 3月，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焦裕禄当年
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树，如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一件
件精美的家具，成为兰考人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产业。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峰认为，焦裕禄
精神丰富深邃，其核心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的公仆情怀。

当年，兰考群众听说来了一位新的县委书记时，焦裕禄已
经下乡三天了。为了拉近和群众的距离，他提出了“三同”工
作法——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大雪封门夜，他不顾风雪访贫问苦。
面对老乡“你是谁”的疑问，一句“我是您
的儿子”，让老乡热泪盈眶。

在兰考，焦裕禄只留下了4张照片，其
中3张是别人给他偷拍的。他常说：“镜头
要多对准群众，多给他们拍些照片，多有
意义，拍我有啥用？”

他把让兰考人民生活得更好看得比
自己生命还要重。临终前，焦裕禄依然惦
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家楼的庄
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
么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栽了多少……

斯人已逝，“焦桐”有情。
79岁的兰考农民魏善民有一个保持

了 50年的习惯，每天一大早，他都要驮着
扫帚、簸箕，到离家一公里外的一棵树下
扫叶、浇水、施肥。

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株
小树苗，如今已长成 5米多粗、26米多高
的参天大树。附近的泡桐树更新了三四
代，它仍傲然挺立。这棵树，当地百姓亲
切地称呼它为“焦桐”。

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解百姓实情，
让女儿去又苦又累的酱菜园干活……每
个在“焦桐”下休憩的人，都能讲出一段焦
裕禄的故事。

“正是由于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的位置，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人民也把
他放在心中最崇敬的位置。”颜晓峰说。

“百姓谁不爱好官”——人
民呼唤焦裕禄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
朝霜，毋改英雄意气！……”1990年 7月，
有感于焦裕禄精神，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
习近平填写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
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导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指出：
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
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
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
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
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
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
的道德情操。

跟随焦裕禄工作过一年零四个月的
原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生前
深有感触地说：“人民呼唤焦裕禄，是在呼
唤我们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
呼唤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

风，呼唤我们党的崇高理想。”
令人欣慰的是，焦裕禄精神流淌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血

液中：扎根乡镇50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一腔
热血洒高原”的改革先锋孔繁森，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已经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从事讲解工作 28年的董亚娜
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日复一日讲解着同样的内容，是否会感
到厌倦？

董亚娜说，越讲焦裕禄精神，就越能感受到焦裕禄精神的
伟大。“焦裕禄书记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新。”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价值永恒。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将
激励全党干部群众进一步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奋斗前行，汇聚
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郑州8月18日电）

□新华社记者 潘莹 何军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
阗。”71 年前，毛泽东写下诗句，对喜
获和平解放、重焕生机的新疆大地激
情展望。

1954年 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
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党
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国
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开启新中国
屯垦戍边新篇章。

此后，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与当
地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源源不断汇入
兵团事业发展洪流。在 60 多年的奋
斗征程中，兵团儿女赓续红色血脉，始
终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逐渐
形成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为内核的兵团精神，在
边疆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家园
的人间奇迹，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
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
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屯垦天山 再造江南——
艰苦奋斗创伟业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

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
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
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
国。”新疆军垦博物馆里，醒目展示着
毛泽东当年对新疆 10 多万官兵发布
就地转业命令。

彼时的新疆百废待兴，生产力水
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人民生活贫苦
不堪。发展生产，改变当地一穷二白
落后面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之初面临的一场“硬仗”。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
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奠基人王震将军带领官兵们继承
发扬南泥湾精神，本着“不与民争利”
原则，进驻戈壁沙漠，在风头水尾的不
毛之地，在亘古荒原上开展轰轰烈烈
的大生产运动，硬是从无到有建起一
个个农牧团场。

喝苦咸水，住地窝子，人拉肩扛，
挖渠引水，开荒造田，节衣缩食，白手
起家……首批兵团军垦战士纺出了新
疆第一缕纱，织出了第一匹布，榨出了
第一块方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所在的石
河子市，起初是一片戈壁荒滩，只有几

家车马店和卖馕人家，很快崛起为兵团
人自己选址、规划、建造的第一座城市。

“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田；
渠水滚滚流，红旗飘处绿浪翻；机车飞
奔烟尘卷，棉似海来粮如山……”20世
纪 60年代，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
歌曲，让新疆兵团人的壮举传遍大江
南北。

在美丽的塔里木河畔，至今仍传
颂着“塔河五姑娘”的英雄事迹；王震
大道、三五九大道、南泥湾大道、军垦
大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所在
的阿拉尔市街头，一条条以时代记忆、
创业精神命名的道路，述说着难忘的
奋斗岁月，感动并激励后人。

扎根大漠 奉献进取——
“胡杨精神”代代传

天山南北，凡有兵团人的地方，就
有绿洲。兵团人就像大漠胡杨一样，
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都能顽强地扎下
根来，荫蔽一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47
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

一份份历史资料、一件件文物，讲述着
一代老兵感人肺腑的事迹。

1949年 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
野一兵团二军第五师 15团 1803 名官
兵，从新疆阿克苏出发解放和田，在天
寒地冻中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
玛干沙漠，创下 18 天沙漠行军 1580
里的奇迹。

此后，这群老兵一辈子扎根在沙
漠边缘，投身生产建设，献了终身献子
孙，“胡杨精神”“沙海老兵精神”感动、
鼓舞了无数后来人。

兵团人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
传统，一代代接续奋斗。

20世纪 60年代，上海知青李梦桃
从黄浦江畔来到兵团六师，在位于中
蒙边界的北塔山牧场当了一名“赤脚
医生”，长年骑马行走在艰苦荒凉的牧
区，为当地牧民送医送药，把一生奉献
给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是土生土
长的“兵团二代”，为了让兵团人告别
用坎土曼辛苦耕作的生产方式，他几
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农业机械技术，
带领团队研究出两代铺膜播种机，实
现两次技术革命，助力新疆兵团棉花

生产实现质的飞跃。
……
就这样，兵团人从榜样身上汲取

前进动力，在艰辛付出、开拓进取中收
获丰硕成果。经过几代人奋斗，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综合实力不断壮大，不
仅成为新疆工业的重要奠基者，更成
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天山南北、亘古荒原上，兵团人创造出
人类发展奇迹。

热爱祖国 甘当卫士——
家国情怀筑“长城”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
国情怀，深植于一代代兵团人心中。

从默默守护国土安宁，到闻令即
动、与武警部队和各族群众携手打击
暴恐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坚持亦兵亦民、劳武结合、兵民
合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社会稳
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涌现了一批批
先进人物。

“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是兵团
九师161团职工，从1964年开始，50多

年来，在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在荒无
人烟的边境线上义务戍边 20 多万公
里，被誉为西北边境线上的“活界碑”。

兵团十师 185团职工马军武和妻
子在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以哨所
为家，20 多年来坚持在中哈边境护
边、护水、护林。他自豪地说：“一生只
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刘前东是兵团三师叶城二牧场三
连党支部书记，他追随父亲足迹，在兵
团海拔最高的边境连队抓民兵队伍建
设，常年组织民兵骑牦牛巡逻护边，并
想方设法带领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生
活。

他们是广大兵团职工群众履行维
稳戍边职责使命的缩影，是兵团精神
的生动体现。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疆考察时说，兵团成立 60 年来，广大
干部职工扎根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
线，发挥了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
铁壁的战略作用。

一大批产业在兵团聚集、一项项
制度不断革新……近年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大力推进深化改革，不断释
放体制特殊优势和发展活力；从机关
到基层团场、连队，从全国各地引进的
干部、专业人才和劳动力源源不断投
身新时期兵团事业，汇聚成维稳戍边
钢铁长城的新生力量。

新时代的兵团人正传承前辈铸
造的宝贵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 11日电）

筑牢新时代维稳戍边的钢铁长城
——兵团精神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