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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鋒的媒體宣傳與時代變革

● 吳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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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雷鋒在各個時期

都成為緊扣時代主題

的社會運動，並且呈

現出多樣的主題和要

求。雷鋒已經逐漸演

變為一種具有豐富內

涵的道德模型。本文

試圖通過研究《人民

日報》對雷鋒的宣

傳，分析雷鋒這一道

德模型產生的歷史背

景及其在不同時代的

演變過程。

在中國共產黨建構意識形態的宣

傳鼓動中，英雄人物始終佔據;重要

的地位。在革命戰爭的年代，劉胡

蘭、董存瑞等成為戰鬥的號角，1949年

之後，雷鋒、王傑、焦裕祿等又被塑

造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英雄

人物。通過號召全民學習英雄事q來

凝聚和團結群眾，無疑已經成為行之

有效的政治手段。儘管英雄人物在各

自的年代�發揮過不同的功用，但

是，他們應時而生，也應時而滅。然

而，雷鋒卻是一個例外。時間的推移

非但沒有讓人遺忘他，相反，學習雷

鋒在各個時期都成為緊扣時代主題的

社會運動，並且呈現出多樣的主題和

要求。雷鋒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具有

豐富內涵的道德模型。本文試圖通過

研究《人民日報》對雷鋒的宣傳，分析

雷鋒這一道德模型產生的歷史背景及

其在不同時代的演變過程。

一

據官方的傳記記載，雷鋒1940年

生於湖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不滿

七歲就成了孤兒：父親遭日寇毒打致

死，哥哥做童工，由於勞累過度得肺

病而死，母親受到地主的凌辱及逼害

懸樑自盡。之後雷鋒被親戚收養。

1949年以後，雷鋒有機會接受免費的

小學教育。小學畢業後，先後做過通

信員、縣委公務員、工人，1959年12月

參軍，並隨軍遷至遼寧省營口市，

1960年11月入黨。因為在1960年抗洪

搶險中的積極表現，雷鋒的事q通

過題為〈苦孩子好戰士〉的文章在報刊

發表而得到了傳播。此後，雷鋒經

常被邀請到各地做報告，1961年9月

被推舉為撫順市人大代表。1962年

8月15日，年僅22歲的雷鋒因公殉職。

1963年1月，國防部命名雷鋒生前所

在的班為「雷鋒班」，共青團追認雷鋒

為全國少先隊優秀輔導員，解放軍總

政治部、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

全國婦聯相繼發出關於學習雷鋒的通

知。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

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緊

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

平、陳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紛紛題

詞，全國性的學雷鋒運動正式拉開帷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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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報》在第

一版刊發毛澤東的題詞，第二版則刊

登了羅瑞卿的文章。羅當時在黨政軍

中都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澤東的

題詞和羅瑞卿的文章都是從3月2日出

版的《中國青年》雜誌「學習雷鋒同志專

輯」中轉載過來的。羅文強調「雷鋒之

所以成為一個偉大戰士的最根本、最

突出的一條，就是他反反覆覆地讀毛

主席的書，老老實實地聽毛主席的

話，時時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戰士」1。

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為一個

已故的烈士相繼題詞，這在建國後並

不多見。這一事件不僅僅是單純的

號召向模範學習的運動，它跟當時

的歷史和政治背景有;密切聯繫。

1958-61年，中國發生了二十世紀以來

破壞性最大的饑荒，這大大影響了中

國的政治走向。一方面，面對嚴重的

經濟損失，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首的

黨內務實派;手整頓經濟，在各個經

濟領域公布通過調查研究制訂的政策

性文件。隨;鼓勵農業、工業和教育

單位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各自政策的職

能上，政治的首要地位降低了；更重

要的是，某些人開始對大躍進、撤

消彭德懷的職務、毛澤東的政治領

導，甚至毛澤東的能力和個性提出批

評。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顯得日益

不安。毛大力支持由林彪提出的、旨

在突出毛個人權威的「學習毛主席著

作」的運動，作為對劉少奇「右傾」的一

種反擊。隨之，從軍內到軍外，一場

新的、大規模的造神運動被全面推

開。

學雷鋒運動是造神運動的典型產

物。跟當時很多其他英雄模範一樣，

雷鋒來自於軍隊。自林彪接替彭德懷

擔任國防部長，發起軍隊政治化的運

動後，人民解放軍的地位急劇提昇。

軍隊的作用甚至進一步伸延至其他領

域，軍隊的政治部制度開始在黨和政

府結構中推廣，1963年起，中央各部

委都設立了政治部。通過有選擇地安

置退伍軍人和設置新的政治部，解放

軍已經在整個國家體制中建立了政治

影響的網絡。毛澤東在為重新樹立自

己的權威而尋求辦法的過程中，把軍

隊視為最重要的後盾。而主要由農村

新兵構成的人民解放軍，更容易理解

和接受經過簡單化和教條化的思想，

也更利於造神運動全面而有效地展

開。

學雷鋒運動從一開始就深深地烙

上了「忠於毛主席、忠於黨」的印記。

學雷鋒只是一種形式，最重要也是最

本質的是要學習毛主席。然而，這一

點卻使雷鋒能夠逐步轉變成為一種維

護政治權威的道德模型。因為從政權

繼承性上講，不管實行的政策傾向如

何，政權最終的合法性始終是來自於

革命，而誰也不能否認的是，革命的

成功是毛澤東一手締造的。也因此，

作為造神運動產物的「雷鋒」，在後來

的不同時期不僅沒有像文化大革命中

其他造神運動的產物那樣受到嚴厲的

批判，反而成了一項縮小改革前後政

治合法性鴻溝的最現成也是最有效的

政治遺產。

二

在學雷鋒活動中，「發揚雷鋒精

神」是一個被不斷強調的主題。所謂

「雷鋒精神」，就是在學雷鋒活動中某

種能夠有效地推動、強化政治和社會

動員的思想和品質。在本文研究的時

間範圍內（1963-99年），雷鋒精神隨;

1963年3月5日，《人

民日報》發表毛澤東

「向雷鋒同志學習」的

題詞。緊接Ö，劉少

奇、周恩來、朱德、

鄧小平、陳雲等黨和

國家領導人也紛紛題

詞，全國性的學雷鋒

運動正式拉開帷幕。

學雷鋒只是一種形

式，最重要也是最本

質的是要學習他忠於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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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變革一直在不停變換主題。本

文以官方最權威的報章《人民日報》對

於雷鋒精神的定位和評判作為研究的

依據。

在雷鋒宣傳幅度的圖表中，我們

不難發現，雷鋒宣傳在3月5日的《人民

日報》呈現出階段性的態勢。從統計結

果中，以30點為標準，共有五個宣傳

高潮：1973年、1977年、1983年、

1990年、1993年。以這五次高潮為分

界點，可以將雷鋒宣傳分為六個階段：

1973年以前為第一期，1973-76為第二

期，1977-82為第三期，1983-89年為第

四期，1990-93為第五期，1993年以後

為第六期。第二、第六期的宣傳是無序

的，其他各期則呈現出曲線的分布。

第二、五期的宣傳在兩個高潮之間呈下

降趨勢，第三、四期的宣傳則在兩個

高潮之間呈上升趨勢。本文將這六個

時期作為分析雷鋒精神的基本框架。

雷鋒宣傳的第一個時期（1973年

以前）屬於文革初期，學雷鋒的主要立

足點是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中「愛」的

層面。第一期的雷鋒宣傳在《人民日

報》的幅度並不大，但是卻體現了最重

要的政治信息。雷鋒是忠於毛澤東的

典範，作為個人的雷鋒，其所有的成

績和貢獻來源於毛主席的思想。

第二期的雷鋒宣傳（1973-76年）的

重點是「愛憎分明的階級感情」中「憎」的

一面。這一轉變主要是由黨的歷史上

一起嚴重政治事故造成的。1971年

9月，突然有報導說林彪在外蒙古的

一次墜機事件中身亡，事實的真相逐

漸被披露出來：林彪密謀篡權，甚至

暗殺毛澤東，而當他卑怯的陰謀敗露

時又試圖逃跑。

1973年《人民日報》第一次出現全

面概括雷鋒精神的文章，在署名為「雷

鋒生前所在連隊黨支部」的通訊中，雷

鋒值得學習的地方被總結為三個方

面：「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理論聯繫

實際的革命學風、公而忘私的共產主

義風格」2。第二期雷鋒宣傳中，「釘

子」精神第一次在《人民日報》的宣傳中

出現。「釘子」精神的實質被闡釋為一

雷鋒宣傳在3月5日的

《人民日報》呈現出階

段性的態勢，從統計

結果中，共有五個宣

傳高潮：1 9 7 3年、

1977年、1983年、

1990年、1993年。

所謂「雷鋒精神」，就

是在學雷鋒活動中某

種能夠有效地推動、

強化政治和社會動員

的思想和品質。

C1：雷鋒宣傳在當年3月5日所佔的比例；C2：經過長度加權後的雷鋒宣傳幅度；C3：經過長度加

權和版面加權後的雷鋒宣傳幅度
＊ 為了使資料更直接、準確，我們把《人民日報》從1963年到1999年這37年時間中每年的3月5日的

內容按照一定的標準輸入電腦，然後通過數據處理工具進行了處理。通過運用一些數據統計的方法

和對不同的長度和版面進行加權，最終得到了這張數據統計圖表，圖表的橫坐標代表年份，由於長

度問題，一律省去前面的兩位數，即63代表1963年。C1的縱坐標為實際比率，C2、C3縱坐標為

加權後所得權數，並無實際意義。

雷鋒宣傳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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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刻苦而認真的態度，被用來鼓勵群

眾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的重

要指示。這在1973年和1975年的宣傳

中都有所表現。

雷鋒精神在第三期的雷鋒宣傳

（1977-82年）中有一個逐漸轉變的過

程。在1977年3月5日的《人民日報》

中，雷鋒宣傳第一次以社論的形式出

現。在社論中，周恩來的題詞成為對

雷鋒精神的「精辟概括」：「愛憎分明的

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

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

無產階級鬥志」。在當時的情形下，學

雷鋒體現的最主要的方面依然是愛憎

分明的階級立場。這篇社論號召：「我

們學雷鋒，就要深入揭批『四人幫』，

大破大立⋯⋯就要永遠懷念和崇敬偉

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熱愛英明領

袖華主席⋯⋯就要仇恨代表;國內外

一切階級敵人利益的『四人幫』」3。

到了1980年，雷鋒精神的定位出

現了轉變。《人民日報》轉摘《中國青年

報》的社論，指出「新長征需要有雷鋒

那樣愛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

私、奮不顧身的精神，也需要有雷鋒

那樣刻苦鑽研、勤奮學習、對業務精

益求精的精神」4。「釘子」精神得到了

新的闡發，被定義為「勤奮學習文化科

學技術，努力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

的精神5。而取代愛憎分明的階級立

場成為學雷鋒又一主要內容的是「維護

社會公德，培養文明行為，注意品德

修養」6。這些轉變的直接原因是即將

逐步展開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四期的雷鋒宣傳（1983-89年）

中，改革的需要被進一步融入雷鋒精

神，「傻子」精神和「螺絲釘」精神被概

括出來。1985年，在國家經濟體制改

革和軍隊精簡整編中，《人民日報》號

召學習和發揚雷鋒先人後己的「傻子」

精神，「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

高思想」。另外一方面，「識大體、顧

大局」、「黨把他擰到哪裡就在哪裡閃

閃發光」的「螺絲釘」精神被認為是在面

對「是聽從黨的安排，還是斤斤計較個

人得失」的考驗時，需要學習的榜樣。

第五期和第六期的雷鋒宣傳中，

雷鋒精神在經過新一輪的道德整合之

後，步入一個較為穩定的狀態。繼

1977年關於雷鋒的社論在《人民日報》

3月5日的宣傳中第一次出現之後，

1990年再次出現。雷鋒精神被定義

為：概括地說，就是一種奉獻精神、

犧牲精神，是共產主義精神跟中華民

族傳統美德的結合，其核心是共產主

義精神7。1991年《人民日報》刊登江

澤民會見「雷鋒團」的講話，強調指出

「雷鋒精神的實質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

務，為了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8。由

此而出現了學雷鋒活動指導思想上的

變化，「要求今後學雷鋒活動要在堅持

開展好公益服務活動的同時，把活動

的重點轉向立足本職工作，在崗位上

體現出奉獻精神」9，「崗位學雷鋒，

行業樹新風」成為學雷鋒活動的主要內

容。

在1993年紀念為雷鋒題詞三十周

年的大會上，胡錦濤的講話再一次全

面總結雷鋒精神在新形勢下所要求的

表現形式。「釘子」精神被概括為「努力

學習、刻苦鑽研，用馬克思主義理論

和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武裝自己、提高

自己、完善自己」；「螺絲釘」精神被提

煉為「立足本職，忠於職守」；雷鋒精

神所倡導的價值觀念和道德風尚，是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

務中去」；雷鋒精神中所包含的傳統美

德，被總結為愛國主義精神，它在新

形式下的要求就是「樹立集體主義思

想，堅定社會主義信念」bk。

第二期雷鋒宣傳中，

「釘子」精神第一次在

《人民日報》的宣傳中

出現。「釘子」精神的

實質被闡釋為一種刻

苦而認真的態度，被

用來鼓勵群眾認真學

習毛主席著作和毛主

席的重要指示。這在

1973年和1975年的

宣傳中都有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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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上分析，隨;時代的變革，雷

鋒精神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雷鋒因

此而成了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道德模

型。其主要的功能總結起來有以下三

個方面：第一，政治運動的風向標；

第二，構建或者維護政治權威的工

具；第三，社會風氣的調節槓杆。

在雷鋒宣傳的早期階段，愛憎分

明的階級立場被突出到一個非常重要

的位置。學雷鋒活動跟批判階級敵人

緊密結合起來。劉少奇被稱為是「黨內

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他的罪狀之一

便是「肆意歪曲雷鋒同志的高大形象，

把雷鋒同志說成是『和平時期』的典

型，抽調其階級鬥爭的靈魂」，其目的

被解釋為「妄圖反對我們活學活用毛澤

東思想，就是要人們忘記階級鬥爭，

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以便他們復辟資

本主義」bl。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號召

要「學習雷鋒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滿

懷無產階級義憤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

『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

行」bm。而在批判「四人幫」的時候，雷

鋒又同樣被用作階級鬥爭的工具，「四

人幫」的罪行之一就是「污蔑學雷鋒是不

分階級、不講路線、不抓大事」、「竭力

破壞毛主席倡導的學習雷鋒的群眾運

動；甚至在他們控制的報紙上，公然

砍掉周總理關於學習雷鋒的題詞」bn。

學雷鋒活動能夠跟中國的政治運

動巧妙地結合起來，很重要的原因在

於雷鋒的階級出身。雷鋒是舊社會的

孤兒，是共產黨的貧民政策使他「翻

身」成了「主人」，這種感恩情結凝聚成

為一種堅定的忠誠。因此，雷鋒精神

很容易就被強化為對毛澤東和以他為

靈魂的共產黨的一種不容置疑的忠

誠。毛澤東時代的各項政治運動都是

由毛澤東親自發動或者極力支持的，

只要從階級感情的立場出發，一切的

支持都應該是無條件和高熱情的。同

時，在後毛時代只要牽涉到黨的合法

性問題，同樣的理由，就可以從雷鋒

精神中提煉出一種崇高的共產主義理

想，用來增加道德砝碼。

學雷鋒和雷鋒精神同時也起到了

構建或者維護政治權威的作用。這突

出地表現在雷鋒宣傳的高潮年份。

1973年、1983年、1993年是毛澤東題

詞發表逢十周年，這三次都試圖通過

雷鋒宣傳來鞏固和維護現存政治權

威。1973年通過強調「愛憎分明的階

級立場」，批判反對毛澤東的修正主義

者，重新確立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進而維護和修復因為「九．一

三」林彪事件和經濟混亂而嚴重受損的

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原有的絕對政治

權威。1983年的情況則是鄧小平在十一

屆三中全會全面掌權之後，試圖通過

雷鋒宣傳對其領導的經濟改革進行道

德合法性的補充和確認。雷鋒成為從

革命政府繼承下來一項有力的政治遺

產。1993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的第二

年，經濟改革在中國掀起了新的高潮，

而改革的各種弊端也開始顯現，經濟

過熱和道德滑坡同樣需要用傳統革命

資源來整合民間道德和價值觀，使之

在最大程度上為政治權威提供支持。

1977年和1990年的雷鋒宣傳則帶

有明顯的構建新政治權威的傾向。

1977年的社論總結道：雷鋒的一生是

堅持反修防修，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

續革命的一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的一生。社

論宣稱，「我們學習雷鋒，⋯⋯就要永

遠懷念和崇敬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

席，熱愛英明領袖華主席」bo。1990年

的雷鋒宣傳所強調的是「無產階級的

學雷鋒活動能夠與中

國的政治運動巧妙地

結合起來，很重要的

原因在於雷鋒的階級

出身。雷鋒是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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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信念」，這一年的社論指出：雷

鋒是社會主義時代的英雄，是共產主

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堅定實踐者bp。在

1989年以後的幾年內，意識形態領域的

鬥爭再次成為焦點。資產階級自由化思

想一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改革的阻力，

就需要有新的價值和道德支持來彌補

「精神文明」的真空，雷鋒作為一種極具

包容性的道德符號獲得了空前的宣傳。

而這種改革合法性的重塑跟樹立新的

政治領導權威是緊密結合一起的。

改革開放以後，伴隨;計劃經濟

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功利主義、物

質主義日益廣泛流行，學雷鋒和雷鋒

精神又被作為調節社會風氣的槓杆。

在《人民日報》報導學雷鋒事q的消息

中，有幾則報導的標題非常形象，具

有很強的代表意義。「（群眾來信表明）

群眾需要雷鋒精神，雷鋒活在人民心

中」（1987年）、「改革開放年代仍需發

揚雷鋒精神」（1988年）、「雷鋒又回到

了群眾中間」（1990年）。「需要」、「仍

需」、「又回到」這些關鍵詞所表現出的

是一種強烈的道德介入。雷鋒精神中

幫助他人、立足本職、服務社會的思

想，成為克服經濟建設帶來的種種不

良現象的手段。90年代初開始的「崗位

學雷鋒，行業樹新風」活動除了鼓勵營

造良好的社會風氣，還達到了鼓勵積

極生產的目的。

概言之，學雷鋒和雷鋒精神在不

同時期有不同作用。在塑造雷鋒這個

道德模型的毛澤東時代，雷鋒更多地

是像它的塑造者所希望的那樣，擔當

;烏托邦運動的形象設計師的角色，

學雷鋒實際上意味;緊跟頻繁而嚴酷

的政治運動的風向標。文革結束以

後，學雷鋒和雷鋒精神具有了更廣闊

的擴展空間。首先，作為一種具有革

命性的政治遺產，雷鋒被毛澤東的繼

承者用作證明其合法性的補充工具。

其次，除了強烈的階級性之外，雷鋒

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品質被開發出來，

具有了普遍學習的意義和價值，雷鋒

精神因此有了一種道德整合的力量。

並且，隨;時代的變革，在政治符號

和道德符號之間，雷鋒的價值逐漸偏

向後者，但是，只要需要，雷鋒作為

政治符號的力量隨時可以復蘇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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