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跃伟 林悦琴 张福芳

小小形象， 不断传递社会正能量

头戴雷锋帽， 脸蒙黑眼罩， 身穿白衬衣、
绿军裤， 身披红色披风还时时不忘耍耍酷。
作为雷锋的第N代传人， 雷风侠善良可爱， 又
勇敢执着。 生活中， 他常常出现在面临困难
的人们面前， 不断发挥自己的“神力”， 助人
为乐， 行侠仗义， 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今年以来， 伴随着第五届“彩传盛世·情
动湖湘” 红彩信、 红短信制作传播大赛的不
断深入开展， 雷风侠这个可爱而又风趣的卡
通形象迅速深入人心， 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
喜爱。 雷风侠既是动漫形象， 又是雷锋的化
身， 将雷锋形象与雷锋精神结合后生动再现，
以卡通的形象对雷锋精神进行传承和弘扬。

2012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 里面明确指
出： 要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尤其要以青少
年为重点。

不过， 在目前以90后、 00后为主体的青
少年当中， 对于雷锋的了解比较少， 他们大
部分对雷锋的认识还依旧停留在“扶老大娘
过马路”、 “拾金不昧” 上， 有的甚至以为雷
锋是跟周杰伦一样的演艺明星……

而另一方面， 如今不少学雷锋的相关宣
传活动停留在空洞的说教和生硬的单向灌输
上， 未能为现在的青少年所喜爱， 入脑入心。
长此以往， 青少年如果不认识雷锋、 不理解
雷锋精神， 那么学雷锋就会流于形式而无法

“见行动”。
“雷风侠的创作理念在于继承和发扬雷

锋精神而不拘泥于表现形式。 它融入时尚、
有趣、 现代的元素， 摒弃刻板、 说教的方式，
不仅符合当前的欣赏习惯与审美倾向， 更能
让当代的青少年儿童亲近和认可。 雷风侠小
超人形象背后， 有着与雷锋精神高度契合的
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 希望通过这个形象的
不断传播， 来弘扬中华美德， 传递社会正能
量。” 长沙师范学院美术动画系老师、 雷风侠
创作团队主创人员贺文龙表示， 雷风侠具备
中国特色和文化内涵， 是对抗洋品牌文化侵
略的新生力量。

目前， 该团队已创作多个卡通雷风侠形
象， 为人们广泛认识和使用。 “雷风侠” 动
画系列有拾金不昧、 绿色出行、 城市垃圾分
类等动画， 每集短短30秒， 摆脱了说教模式，
令人印象深刻。 在QQ平台上， 该团队创作设
计出了9大类共150多幅雷风侠QQ表情， 如让
座、 爱心传递、 雪中送炭等雷锋精神系列，
以及笑、 哭、 发火、 烦恼、 可爱等表情类，
内容丰富、 生动活泼， 网民在聊天和论坛中
互动都可以使用。

另外， 以雷风侠为主角的动画短片、 系
列漫画、 宣传画、 相关书籍等相继面世， 这
些内容， 不仅蕴含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精神文明的宗旨， 更是彰显着当今社会的
流行风尚， 轻松有趣， 却又寓意深远。

走出虚拟， 在现实中彰显影响力

当然， 雷风侠如今已不仅仅是个活跃在
屏幕和纸张上的鲜活形象。 现在， 立足于雷
风侠这个形象的社会与经济效应， 借助湖南
红彩信大赛等相关平台， 雷风侠创作团队将

这个形象带到了现实的生活当中， 走到更多
人的面前， 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

今年3月， 在湖南师范大学美术馆举办为
期两周的雷风侠公益展览， 就吸引了近万名
大中小学师生参观， 他们对雷风侠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有的同学还在现场模仿雷风侠的
经典动作， 与主办方进行积极互动。

6月， 在橘子洲头举办的“美丽长沙 美
德先行” 雷风侠正能量动漫展， 也同样引起
较大社会反响，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
炼红等多位领导出席并参观了展览。 展览获
得参观者的高度评价。

此外， 雷风侠创作团队与湖南公益联盟、
省文明办等相关单位合作， 已经成功举办了
一系列公益活动， 不断扩大着雷风侠的影响
力。

如今， 雷风侠公益展览已成为湖南雷锋
馆的常态展览， 前去参观的人都可以在展馆
的醒目位置看到这个憨态可掬、 热爱公益、
乐于助人的卡通形象。

贺文龙介绍， 雷风侠团队还将通过公益
广告、 系列舞台剧、 微电影等多样化的形式
来不断传播这个形象， 提高雷风侠的影响力，
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中， 为弘扬雷锋精神， 宣
扬核心价值观不断努力。

创新形式， 共同构建和谐新舞台

“雷风侠” 的火爆与深入人心， 靠的是
积极的创新， 而同时更离不开良好的传播平
台。 湖南红彩信大赛已经成为雷风侠传播的
重要创新平台， 活动从开始到现在两个月的
时间里， 借助纸媒、 网络、 手机等多样化的
传播平台， 通过丰富的内容， 构建出了一个
传播中华传统美德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大舞台。

“红彩信” 已然将雷风侠作为活动形象代言。
在湖南日报刊出的10期红彩信专版报道

中， 其中有两期重点关注了雷风侠， 对雷风
侠团队传播正能量、 热心公益进行了集中报
道； 红彩信活动借助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

以红彩客户端、 新浪微博、 手机微信以及移
动客户端为创新聚焦平台， 建立起官方平台
进行传播。 到目前为止， 有关雷风侠的微博
吸引了众多人关注， 微博互动量、 转载量上
万条； 与此同时， 活动还同步通过微信公众
平台账号对红彩粉丝宣传“红彩信” 活动信
息。 活动吸引了大量关注， 在网络终端和手
机终端都掀起了学习雷锋、 弘扬社会核心价
值观的热潮。

下一步， 湖南红彩信大赛团队还将与雷
风侠创作团队合作共同开展公益活动。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要让如今的青少

年深入了解传统美德与社会文明， 需要生动
且有互动性的传播， 雷风侠的出现正当其时。
而雷风侠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获得了
全社会的肯定与支持。 现在， 湖南省志愿服
务工作委员会选定“雷风侠” 作为湖南省志
愿者卡通形象， 湖南省公益联盟也将以“雷
风侠” 作为该组织形象大使。

“今后， 我们要通过雷风侠这个卡通形
象， 将雷锋精神传播得更广、 更远！” 贺文龙
表示。 我们有理由相信， 创新的内容与创新
的形式， 将是雷风侠不断传播扩大的重要抓
手， 让我们共同期待雷风侠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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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雷锋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铁臂阿童木、蜘蛛侠、钢铁侠……在国外的影视作品中，这些卡通形象无所不能，他
们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虽是虚构，却因寄托了社会对正能量的期盼，受到世界各国青少
年的喜爱和追捧。 最近，在长沙，一个卡通人物成为众多青少年电脑和手机里热捧的形
象，他善良可爱，行侠仗义，还时时不忘耍耍酷。他是谁呢？他就是雷锋的第N代传人“雷风
侠”———第五届“彩传盛世·情动湖湘”红彩信、红短信制作传播大赛的形象代言人。

“雷风侠”

雷风侠在行动。 通讯员 摄

雷风侠为红彩信活动代言。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