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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外雷锋团”的影响带动下，邓

州市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车祸现场，重伤老人头部大量出血，

正在附近的邓州市人民医院护士张楠马

上走上前去进行科学施救。老人最终得

救了，张楠被网友赞誉为“最美路人”。

春节回家探亲，看到店铺大火肆虐，年轻

的战士邓帅冒着生命危险勇闯火海，抢

出两个易爆气罐，避免了重大人员伤

亡。贾道英在特教岗位上已经工作了29

年，为了教聋哑儿童发音，她想尽千方百

计，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1500

多名残疾儿童在她的带领下踏上了幸福

之旅，同时也挽救了1500多个家庭。在

窦学钦的带动下，邓州市陶营镇朱西小

学成立了“学涯教育奖励基金会”，学校

教学质量越来越好。

在汶川地震救灾一线，主动请缨的

年仅26岁的武文斌，不怕吃苦受累，争

着干抢着干，连续奋战32天，用绿色的

迷彩撑起了灾区人民生命的希望，自己

却悄然倒下。他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中

国。外出打工，孙天帅是“不跪的中国

人”，孙天丛是“京城活雷锋”，丁玉平在

传递“义务温度”，井铁顺是广州市“见义

勇为好市民”。

1990年，21岁的李华敏从河南洛阳

医专毕业后，分配到邓州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当上了一名法医。李华敏至今还

记得第一次出现场的情形。那是1990

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李华敏当法医还

不到两周时间，邓州市罗庄镇一涵洞下

发现一具被烧焦的男尸。看着焦黑的尸

体，闻着令人作呕的怪味，从未有过的恶

心和恐惧瞬间传遍了全身，李华敏拿着

解剖刀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在大

家的安慰和鼓励下，她终于鼓足勇气完

成了整个工作。当天晚上她害怕得睡不

着觉，只好起身喝了一点酒，晕晕乎乎地

才睡着了。

随着出警次数的增多，李华敏慢慢

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心理，并且越来越深刻

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法医

鉴定结果在案件侦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借此可以揭开事实真相，惩恶扬善。她不

断地学习更新业务知识，力求掌握最前沿

的科技知识，为侦查破案服务。

在基层法医工作岗位上，李华敏一干

就是29年。近五年来，她先后出勘各类

案件现场1000余次，参与尸体检验500

余例，物证检验300余例。其中，通过刑

事技术手段侦破有重大影响的案件150

余起，侦破命案40余起。她先后获得河

南省劳动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公安部二级英模、全

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荣立个人三等功两

次。她所带领的刑事科学技术室被评为

全国一级示范技术室，邓州市获评全国现

场勘查优秀县市。刑事科学技术室还荣

获邓州市十佳政法单位，荣立集体三等

功。她被大家亲切地誉为警营“女宋慈”。

2015年9月初，经过层层选拔，邓州

市交通局干部于高翔被选派到省级建档

立卡贫困村张拔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架桥修路，接通自来水，整修村小学

地坪，向市体育中心协调价值两万元的

体育器材……于高翔做的一件件、一桩

桩惠民生的实事，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2018年10月17日，南阳“最美扶贫

人”评选揭晓，于高翔当选。组委会授予

他的颁奖辞是：“主动请缨，高翔在穰东的

蓝天上，他以坚韧执着的姿态，埋头苦干

的精神，勇于担当的意识，投身一线脱贫

攻坚中，把贫困村当成了战场。这是一份

写满坚守和奋斗的答卷，因为它满浸了心

血和汗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当，因为

承载着百姓太多的信任与期望。”

今年春节前夕，宋清梅、窦学钦等先

进典型像往年一样，又受到了市里统一

组织的慰问。在市区三贤路设立劳模形

象展示一条街，在湍河国家湿地公园内

打造“邓州好人主题公园”，通过评选表

彰、弘扬帮扶、礼遇道德模范，邓州市在

全社会树立了德者有得、好人有好报的

价值导向。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凝聚发展正能

量。2018年，邓州市完成生产总值430

亿元、增长8.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3.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3

亿元、增长11.1%，主要经济指标均高于

省、南阳市平均水平，多项经济指标位居

南阳市前列。全年列入南阳市“项目建

设突破年”活动工作台账项目129个，总

投资382.2亿元，完成投资127.7亿元，占

年度投资目标的105.3%，项目总投资规

模、大个项目数、完成投资额等均为历年

最高。邓州被纳入汉江生态经济带，入

选中部县域经济百强县，发展氛围更加

浓厚，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生动体现，我们将创新形式载体，矢志不

渝地传承雷锋精神，推动邓州市学习雷锋

活动常态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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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委常委、邓州市委书记吴刚说。

邓州邓州 雷锋精神薪火相传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好人辈出凝神聚气好人辈出凝神聚气

近日，由中央文明办、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组织开展的2019年1月“中国
好人榜”发布，共有105位（组）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
荣登该榜，邓州市街头救人的医
生夫妻李照义、闫博光荣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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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县级市，
能够涌现这么多的道德模范，在
全国也并不多见。

“雷锋在邓州，邓州好人
多”，一名到邓州采访的记者道
出了其中的真谛。记者口中的
“雷锋”就是荣获“时代楷模”称
号的“编外雷锋团”。“编外雷锋
团”展览馆大楼外形像一艘扬帆
远航的巨轮，大楼上方是红旗造
型。在“时代楷模”“编外雷锋
团”的引领下，雷锋精神在邓州
薪火相传，精神文明之花绚烂绽
放。

2月28日，在位于邓州“编外雷锋团”

展览馆西边不远的“编外雷锋团”团部，姚

德奇、严文雷、鲁正华、孙绍显、冯富连等

几名年近八旬的老同志，正在忙着筹备新

时代学雷锋经验交流会。他们都是雷锋

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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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雷锋一起出席团代会，宋清梅看

到雷锋在车站扶老携幼，上车后帮着旅

客找座位、放行李，给旅客倒开水，帮着

乘务员收拾车厢的卫生。团代会结束，

雷锋给宋清梅题写赠言：“亲爱的宋清梅

同志，送你几句话：一个革命者，就应该

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的

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勉励

他不断进步。给战士们读报时，雷锋教会

姚德奇考虑战士们的感受。在雷锋的帮

助下，姚德奇还学会了做辅导员。李炳武

的哥哥在战斗中牺牲，雷锋和他促膝谈

心，帮他打开了心结。买烂边的油光纸还

照样付钱，冯友斌感受到了雷锋的大公无

私。赶马车觉得低人一等，张三明思想上

转不过来弯儿，雷锋给他做思想工作，张

三明心服口服，成为部队先进。清扫车上

散落的水泥，帮着战友缝补棉裤，慰问生

病战友等，这些事情都让来自邓州的雷锋

战友们铭记在心。

雷锋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560

名邓州籍战友，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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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雷锋团团长宋清梅从部队转业

后，被安排到邓州市文明办任副主任。

他服从组织分配，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

是17年。原雷锋团政治处主任姚德奇在

担任邓州市房管局局长期间，不管来客

是谁，都坚持用一碗烩菜配主食招待，人

送外号“一碗端”。高国建回到家乡邓州

市高集镇杨庄村，立志改变那里的落后

面貌。杨庄村一天天富了起来，高国建

却积劳成疾倒下了。丁士浩下岗后不等

不靠，挑过货郎担子，炸过爆米花。他在

河滩上搭起石棉瓦棚，开荒种田，养鹅养

蜂，摸索试种麦套棉，实现了一年三熟。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他又和家人开办

起了门窗加工业务。最终，丁士浩家成

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户”。

1997年4月，邓州市委、市政府、市

人武部研究决定，成立群众性学雷锋组

织邓州“编外雷锋团”，在民政部门正式

注册，宋清梅任团长，姚德奇任政委。雷

锋战友们由个体自发学雷锋变成了有组

织的集体行动。

电力雷锋营“三八”雷锋班成立19年

来，成员们凭借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爱心，

在工作之中体贴特殊客户、关怀弱势群

体、提供志愿服务，为客户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做播撒爱心的光明使者，并把这

种人间大爱当做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一部

分。在孤寡老人那里，她们是情深义重

的“电力闺女”；在孤儿弃婴眼中，她们是

关怀备至的“电力妈妈”；在贫困学子的

心底，她们是无私助学的“电力大姐”。

她们先后帮助400余户800多人，被中

宣部命名为全国首批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

黄志牧业雷锋营充分发挥自身产业

优势，积极参与到“金融+产业”扶贫中

去。2016年以来，他们在小杨营、腰店、

赵集、文渠、高集、张楼、都司等18个乡

镇，通过安排就业、代养分红、项目带

动、小额贷款入股分红、扶贫救助基金

帮扶等模式，共计帮扶贫困户 13295

户，贫困户增收3000万元。在养殖基

地、面粉厂、饲料厂、循环经济产业园、

花卉苗木基地等地方共安排贫困户400

余人就业。

中国农业银行邓州市支行把“雷锋”

请进农行，把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作为

撬动支行科学发展的“支点”。作为全国

唯一的“雷锋银行”，他们认真践行“雷锋

银行格言”：对待客户像春天般温暖，对

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对待差错事故像

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对待违规违纪违

法行为像冬天般冷酷。企业很快转变了

亏损局面，成为全市“规范管理、有效发

展”的标兵，被誉为全省农行县级支行的

“一面旗帜”。

雷锋小学（城区十一小学区西校区）

围绕“创建雷锋式学校、争当雷锋式教

师、争做雷锋式学生”目标，全校师生认

真践行雷锋精神。学校通过唱雷锋歌

曲、听雷锋故事、写学雷锋日记、办学雷

锋手抄报等形式，带领学生走近雷锋，

体悟雷锋精神的内涵。引导学生从身

边做起，从小事做起，雷锋小学成立了

“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立足校内，走

出校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

动。雷锋小学先后获得“河南省德育实

验学校”“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

体”“河南省学雷锋先进单位”等多项荣

誉称号。在这里，学生系好了人生“第

一粒扣子”。

“编外雷锋团”彭桥卫生排排长曾

伟，20多年来一直把雷锋作为自己的人

生楷模，把雷锋精神视为自己的行为准

则，潜心钻研医疗技术，解除人民群众病

痛，帮危扶困。从医28年来，已累计为患

者减免医药费达40余万元。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曾伟号召彭桥镇的村医以雷

锋为榜样，学习邓州“编外雷锋团”的先

进事迹，申请加入“编外雷锋团”，成立了

彭桥卫生排。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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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伟的带

领下，彭桥卫生排组织参与公益活动

1500多次，义诊1万多人次，免费发放药

品价值20多万元。

吧友营利用网络平台宣传雷锋精

神，弘扬社会正气。他们还把虚拟世界

中的爱心和正气带到现实中来，资助贫

困家庭、看望孤寡老人、救助失学儿童

……电力雷锋营创新管理模式，推行“人

人是经理、个个活雷锋、处处营业厅”服

务理念，当客户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予

以解决，提供优质服务，成为国家电力公

司先进典型。南阳厨师营守卫舌尖上

的安全，交警营是大家心目中的“马路

天使”……

目前，“编外雷锋团”已由最初的3个

营发展到25个营15个直属连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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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雷锋的一面鲜艳旗帜。1 他们从雷锋
身边走来

2 争做播撒雷锋精神的种子

3 邓州好人建功立业新时代

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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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5日，中宣部授予邓州“编外雷锋团”“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图为

中央电视台“时代楷模”发布厅现场，“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接受主持人敬一丹采

访。资料图片

“编外雷锋团”电力雷锋营“三八“雷锋班女工到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王亚刚 摄

花洲实验小学学生到“编外雷锋团”展览馆参观。刘浩博 摄

“编外雷锋团”积极参与高考爱心送考活动。赵行舟 摄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社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330元 零售价1.00元

“编外雷锋团“吧友营网上开展学雷锋活动。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