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鋒」不遠
溫暖常在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
重讀雷鋒日記，彷彿這位好戰士做好事的身影就在身邊。審
視當下，吉林盜車案讓人譴責；八旬老翁摔倒路旁，圍觀者
無一相扶……這些新聞卻屢見報端。在社會經濟發展取得長
足進步、物質極大豐富的今天，逐漸暴露出的誠信缺失、道
德失範不斷凸顯，像一面犀利的鏡子，拷問着人們心底的道
德良知。

人們都說 「雷鋒沒戶口、三月來四月走」 「雷鋒精神」
似乎正在遭遇整個社會的挑戰，特別是市場經濟的普及，人
們已經對 「神話了的雷鋒精神」感到普遍的懷疑。然而：雷
鋒精神真的過時了嗎？不過，就在幾天前，整座城尋找一個
孩子也上演了一場雷鋒式的愛；去年北京那場 「7‧21暴雨
」，那群可愛的農民工、愛心車隊還都在眼前。雖然 「雷鋒
」已離開50年，但 「雷鋒」所體現的善意與溫暖卻一直都在
。原來雷鋒精神早已滲透到了中國文化的肌理，成為了中國
文化的一部分。雷鋒精神不僅溫暖了人們的心靈，也照亮了
世界許多善良人的眼睛。正如那位美國青年女教師在參觀雷
鋒紀念館後，寫在留言簿上的那句： 「雷鋒屬於世界」。

高尚的心靈、崇善的本性在全人類有深刻的共鳴。雷
鋒精神是一種人間大愛。愛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取向，仁者愛
人其實何嘗不是一切文明的共同信條呢？如今，我們正為構
建和諧社會而努力，那麼又豈能迴避雷鋒精神的光芒。

本報實習記者 胡明子

記者手記

「永遠的雷鋒」大型主題展覽在京舉行。短短幾天就吸引了數
萬人觀展。本報記者隨機採訪了參觀主題展覽的群眾和北京市民，
看看他們眼中的 「雷鋒精神」。

北京市民、退休教師杜國萍帶小孫子來中華世紀壇參觀。杜
國萍認為展覽是很生動的教育題材。她說： 「我希望讓孩子從小了
解什麼是 『雷鋒精神』，這些向善的精神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如何體
現的。從小就教育他，乘坐公共汽車的時候要給老人讓座，有殘疾
人或者行動不便的老人過馬路的時候，要上前攙扶幫忙過馬路，去
公園遊玩不能隨地吐痰，不要亂丟垃圾，從這些小事上培養孫子從
小做善事，有顆善良的心。 」

北京市出租車司機郭自權被展覽中 「身邊雷鋒——最美北京人
」的先進女標兵事跡深深感動。他認為助人為樂不分大小，他自己
也身體力行。他告訴記者，每年在全國高考的時候，他都會主動將
陌生的考生免費送到考場，會選擇最便捷的小路以免學生延誤了考
試時間。

韜奮基金會副秘書長、高等教育出版社原總編張增順告訴記者
，他從小到大都是在學習 「雷鋒精神」的環境下成長， 「雷鋒精神
」在他心中是一種默默無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希望類
似的主題展覽可以常態化開展，是一個很好的宣傳教育平台。 「我
雖然退休了，還是要發揮 『雷鋒精神』，努力培養優秀的出版人才
為人民服務。」

中華女子學院學生蘇玲夢告訴記者， 「雷鋒精神」是助人為樂
，誠實守信和與人為善的集中含義。經常重溫這種精神是淨化心靈
最好的方式。她說： 「能夠使我們的心靈更加美好，也是做人做事最
好的方向指南。」 本報實習記者 少城

他們眼中的 「雷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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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雷鋒」應民間化，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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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北京農業嘉年華將於本周六在昌平草莓博
覽園舉行，這是農業與嘉年華首次組合在北京亮相
。據悉，首屆北京農業嘉年華期間，將有300家國
內外農業企業參展，400種農業種植展示，700種優
質農產品展銷，同時進行32項農業創意體驗項目、

40多項娛樂遊藝項目、60多家企業帶來中華傳統特
色美食。活動期間，市民可以了解到國內外農業發
展新趨勢、新特點，購買到國內外最優農產品，品
嘗到美食坊裡展示的美味佳餚，親手採摘品種豐富
、味道甜美的草莓等。 本報記者 李銳

日前，由北京市平谷區申請發行的桃花特種郵票
首發式在京舉行。全國3.6萬餘家郵政網點同時開售
桃花郵票，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第一次發行的以
「桃花」為題材的郵票，也是中國郵政30年來繼齊白

石作品集單套16枚之後發行的最大套系郵品。此次發
行的桃花特種郵票一套12枚，分別以白碧桃、單粉、
品霞、紫葉桃、菊花桃、緋桃等12種桃花命名，全套
郵票面值13.9元。 本報記者 余瑞金

海淀區將新增3萬入學名額
從海淀區委區政府獲悉，到2015年，海淀區

將新建16所、改擴建4所中小學，新增30000個學
位。根據測算，未來三年海淀區學齡人口仍將繼
續攀升，到2015年，全區中小學在校生總數比
2012年增加30000人，現有辦學空間已近飽和，

迫切需要擴大教育資源總量。海淀區的建設目標
是新建16所學校。據了解，海淀區挖掘現有學校
內部潛力，在學位緊缺的地區，提高部分學校容
積率，增加辦學空間。

本報記者范梓悅

首屆北京農業嘉年華周六啟幕
簡訊簡訊

北京平谷首發桃花特種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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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雷鋒永遠的雷鋒」」大型主題展在北京引起廣泛關注大型主題展在北京引起廣泛關注。。1616天展期內天展期內，，近近1010萬觀眾湧萬觀眾湧
入中華世紀壇入中華世紀壇。。雷鋒展正值全國雷鋒展正值全國 「「兩會兩會」」召開召開。。很多的人大代表很多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都抽政協委員也都抽
出午休時間來參觀展覽出午休時間來參觀展覽。。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河南新華農村數字電影院線總經理郭建華河南新華農村數字電影院線總經理郭建華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走村串戶就走村串戶，，親手為群眾放映電影親手為群眾放映電影。。她回憶說當時放映她回憶說當時放映《《雷雷
鋒鋒》》的時候的時候，，人們打燈籠人們打燈籠、、拿手電，背孩子、提子、搖扇子爭先恐後
的去看。牆頭上、樹杈上、草垛上到處都爬滿了急看電影的孩子。她在家鄉堅持
放電影39年，共計1.3萬多場。

盲人盲人 「「聆聽聆聽」」 雷鋒展雷鋒展
記者在現場看到有機關幹部記者在現場看到有機關幹部，，有中小學生有中小學生，，有滿頭銀髮的老人有滿頭銀髮的老人、、還有黃頭髮白還有黃頭髮白

皮膚的外國人前來參觀皮膚的外國人前來參觀。。展櫃前展櫃前，，一個穿紅毛衣一個穿紅毛衣，，44、、55歲年紀的小女孩右手扒着歲年紀的小女孩右手扒着

展櫃的邊展櫃的邊，，左手拉奶奶左手拉奶奶，，正在全神貫注的盯展品正在全神貫注的盯展品，，好奇的問東問西好奇的問東問西。。老奶奶在老奶奶在
一旁彎腰一旁彎腰，，慈眉善目給她講展櫃裡的東西以及雷鋒精神的書籍慈眉善目給她講展櫃裡的東西以及雷鋒精神的書籍。。他們的正上方牆他們的正上方牆
上掛的一幅圖片上掛的一幅圖片，，是一群紅領巾們學雷鋒做好事熱情洋溢的笑臉是一群紅領巾們學雷鋒做好事熱情洋溢的笑臉。。

參觀群眾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參觀群眾中最引人矚目的是2323位盲人位盲人 「「參觀參觀」」者者。。他們在志願者的攙扶下他們在志願者的攙扶下
「「聆聽聆聽」」整個展覽整個展覽，，志願者們大聲的為他們講述每件展品以及背後的故事志願者們大聲的為他們講述每件展品以及背後的故事。。今今

年年5050多歲的肖煥說多歲的肖煥說：： 「「雖然自己是盲人雖然自己是盲人，，但也是聽雷鋒的故事長大的但也是聽雷鋒的故事長大的，，也願也願
意力所能及的幫助別人意力所能及的幫助別人。。」」

雷鋒精雷鋒精神神 世界相通世界相通
其實其實 「「雷鋒雷鋒」」早已從照片早已從照片、、書籍中走入了人們的生活書籍中走入了人們的生活，，他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他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贈人玫瑰贈人玫瑰，，手留餘香手留餘香。。玉樹地震時為救玉樹地震時為救33名被困的兒童名被困的兒童，，返回廢墟返回廢墟，，被倒塌的建築被倒塌的建築

物擊中身亡的香港義工阿福還在感動身邊人物擊中身亡的香港義工阿福還在感動身邊人；；長達長達1010年在贛南山區特殊教育學年在贛南山區特殊教育學
校支教的香港義工組織龍情聚用實際行動在香港和贛南山區之間架起了一道校支教的香港義工組織龍情聚用實際行動在香港和贛南山區之間架起了一道
愛的橋樑愛的橋樑。。

台灣愛心人士張平宜台灣愛心人士張平宜1313年深入涼山麻風病村年深入涼山麻風病村，，照顧麻風病村的兒童照顧麻風病村的兒童，，她募款興她募款興
建學校讓麻風病人的孩子回歸正常教育建學校讓麻風病人的孩子回歸正常教育，，改變了當地兒童的未來改變了當地兒童的未來。。

英國工程師托尼被稱為英國工程師托尼被稱為 「「洋雷鋒洋雷鋒」」，，他在西安開辦的黃河慈善廚房他在西安開辦的黃河慈善廚房，，為殘疾人為殘疾人
和無家可歸者提供免費餐的和無家可歸者提供免費餐的 「「善舉善舉」」簡單而執著簡單而執著，，卻堅守了卻堅守了77年年。。

這些都是身邊的這些都是身邊的 「「雷鋒雷鋒」」，，他們跨越地域他們跨越地域、、民族進行愛的傳遞民族進行愛的傳遞。。

「「學習雷鋒學習雷鋒」」 好時尚好時尚
「「雷鋒雷鋒」」如今也引領了一股時尚潮流如今也引領了一股時尚潮流，，和雷鋒精神一樣歷久彌新和雷鋒精神一樣歷久彌新。。最近上映的最近上映的

傳記電影傳記電影《《青春雷鋒青春雷鋒》》描述了一個走下神壇的雷鋒描述了一個走下神壇的雷鋒，，在當今追求大片的時代不僅沒在當今追求大片的時代不僅沒
有出現尷尬的冷場有出現尷尬的冷場，，反而很受青年人歡迎反而很受青年人歡迎。。著名作曲家傅庚辰新創作了著名作曲家傅庚辰新創作了《《老百姓的老百姓的
雷鋒雷鋒》，》，是新時代弘揚雷鋒精神的進步歌曲是新時代弘揚雷鋒精神的進步歌曲。。

雷鋒帽雷鋒帽、、雷鋒衫雷鋒衫，，各類屬於雷鋒年代的物件如今正悄悄流行起來各類屬於雷鋒年代的物件如今正悄悄流行起來。。王菲在演唱王菲在演唱
會上戴一頂雷鋒帽會上戴一頂雷鋒帽，，明星們的明星們的 「「雷鋒裝雷鋒裝」」結婚照讓結婚照讓 「「雷鋒雷鋒」」也成為了時尚文化也成為了時尚文化，，
打造成了一個時尚品牌打造成了一個時尚品牌，，也更加受到年輕人的歡迎也更加受到年輕人的歡迎。。雷鋒帽成了許多年輕人的時尚雷鋒帽成了許多年輕人的時尚
，，而印有而印有 「「雷鋒雷鋒」」的的TT恤衫恤衫，，茶杯茶杯，，錢包也被越來越多人追捧錢包也被越來越多人追捧。。

展覽主辦方首都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的溪處長向本報記者介紹說展覽主辦方首都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的溪處長向本報記者介紹說，，五十年來五十年來，，
雷鋒精神在全國已經成為一種高尚道德情操的代名詞雷鋒精神在全國已經成為一種高尚道德情操的代名詞，，一種在平凡生活中與人為善一種在平凡生活中與人為善
的社會正能量的社會正能量。。雷鋒精神是永不過時的雷鋒精神是永不過時的，，是這個時代需要的是這個時代需要的。。 「「雷鋒並不遙遠雷鋒並不遙遠，，他他
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身邊；；雷鋒並不久遠雷鋒並不久遠，，他始終活在我們心中他始終活在我們心中，，是永遠的雷鋒是永遠的雷鋒。。」」

「「雷鋒精神雷鋒精神」」──從未減退的正能量從未減退的正能量

幾天前長春車內嬰兒隨車被盜的案件牽動無數國人的心，
整座城開展了搜救大行動，全國人民透過這起惡劣的事件，也看
到了愛與善的正能量。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指出， 「雷鋒」所代表的善與愛一直存在， 「雷鋒」
應該走下神壇，褪去英雄色彩，把它民間化，生活化。

夏學鑾表示，雷鋒精神是助人為樂與人為善，核心是一
種正面的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而且，雷鋒精神就存在於平
凡人之中，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雷鋒，每個人都
可以踐行雷鋒精神。夏學鑾認為，現在的志願者服務，就是
一個踐行雷鋒精神的很好的例子。很多大學生志願者組織常
年開展各種各樣的幫助殘疾兒童，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的活

動，這些都是隨時代發展的雷鋒精神的體現，也是當代公
民的精神風貌的體現。他們體現了公民社會責任意識的覺醒
，更在社會上傳遞一種正能量。這種助人為樂的精神是永
不過時的，在新時代同樣呼喚雷鋒精神。

夏教授認為，雷鋒應該走下神壇，褪去英雄色彩，把它民間
化，生活化。雷鋒精神應該融入每個人的價值觀中去，讓助人為
樂成為每個人的習慣，融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只有將雷鋒
精神和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聯繫在一起，才能讓雷鋒精神更加普及
化和常態化。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身邊還有類似 「小悅悅事件」令人寒
心，製假、造假等道德和誠信缺失的案例比比皆是。夏學鑾認為

這與市場經濟的弊端有關係。他說，市場法則下過分強調追求經
濟利益，人們容易在實踐中追逐金錢而容易違背了道德的標準，
造成道德缺失。此外，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期內，人們信仰缺失，
容易產生這些問題。

「正因如此，我們在文化精神層面上更要加強道德體系
建設，大力宣傳正面的積極的典型。在新時代，尤其是市場
經濟環境下，雷鋒精神不僅不過時，反而更加需要雷鋒精神
，人們心靈也互換雷鋒精神。在新形勢下大力弘揚雷鋒精神
，對於加強道德建設，匡正道德失範，矯正道德缺失具有重
大意義。」夏學鑾說。

本報實習記者 郭姍姍 胡明子

「山洪暴發，被困北京房山青龍湖少年軍校基地，有上百個
小學生，110打不通。」2012年7月21日19點14分，位於北京房山
網友 「秦」選擇通過微博向北京消防部門發出求助。微博發布
後迅速內被網友轉發上萬次，同時也引起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微
博關注。北京市消防局官方微博第一時間向求助網友反饋消防官
兵救援進展。

去年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來的最強暴雨。微博再一次證明
了它並不微小的力量，網友們通過微博開展了一場愛心大傳遞。
北京市政府新聞辦的 「北京發布」以及市和區縣兩級各部門微博
通宵發帖，成為當天晚上權威的信息源。根據微博統計，關於北
京暴雨的討論量超過880萬條，不計其數的網友參與了愛心互助，
擴散求助信息、傳遞愛心現場。有人通過微博發布求助信息、有
人正直播消防官兵徒步馳援情況、有人通過微博了解北京的汛情

、有人發起免費接送被困人員的愛心行動，還有許許多多人通過
微博去機場接滯留的旅客……

擁有5億人用戶的 「微博時代」來臨後，微博上的 「雷鋒」屢
見不鮮。2013年2月28日，網友 「我是女神她媽」在微博上發布 「
尋人啟事」稱2歲的侄子程澤在鄭州走失，她描述了走失經過、地
點以及孩子的體貌特徵。這條微博迅速被河南當地多家主流媒體
的官方微博轉發，短短2天時間裡發次數超過6萬。程澤的父母在
走失的街道附近挨家挨戶的尋找卻一直沒有任何消息。3月2日下
午1時，微博名為 「大漠孤煙2689858065」的網友傳來好消息：她
在河北武安找到小程澤了。每天全國各地都有兒童及老人走失的
事情發生，有很多人像小程澤一樣幸運的被好心網友找到回到了
親人的懷抱。

從2011年年初浩浩蕩蕩的引發公安部參與的 「微博打拐」，

到引起國務院高度重視的 「免費午餐」；從千萬網友為動車事故
倖存者小伊伊作畫，到薛蠻子發起微公益項目救助魯若晴，越來
越多的公益事業正通過微博備受關注。 「微博尋人啟事」、 「微
博愛心捐贈」等充滿 「正能量」的慈善活動在微博上不斷發揮作
用。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3年3月5日，僅中國最大的微博平台
新浪微博上關於尋人啟事、愛心救助的信息就多達600多萬條，轉
載評論數更以百億計。

有專家指出，在官方慈善公信力遭遇重創的語境裡，民間
慈善的作用與共識彰顯。微博時代的來臨給了更多人學習雷鋒
的機會和手段。微時代 「雷鋒」是網絡時代時代多元化的產物
，它快捷、高效，便於付諸行動。虛擬世界的 「雷鋒」更真實
，他們未必需要慷慨解囊，只需要你愛心湧動,小小的善,就可
以積累成人間的大愛。 本報記者 李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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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鋒屬於世界雷鋒屬於世界」」 這句這句
話已傳頌多年話已傳頌多年，，然而當一名美然而當一名美
國女教師參觀完國女教師參觀完 「「永遠的雷鋒永遠的雷鋒」」
大型主題展後大型主題展後，，在留言簿上寫在留言簿上寫
下這句話時下這句話時，，不禁讓人心裡一不禁讓人心裡一

震震，，雷鋒精神中的善與美是雷鋒精神中的善與美是
人類共通的人類共通的。。

本報實習記本報實習記者者 郭珊郭珊珊珊
胡明胡明子子 少少城城

▲▲大批攝影愛好者聚集到故大批攝影愛好者聚集到故
宮拍攝美景宮拍攝美景 少城攝少城攝

33月月2020日春分日春分，，一場不期而遇的暴雪讓京城一夜一場不期而遇的暴雪讓京城一夜
之間銀裝素裹之間銀裝素裹，，分外妖嬈分外妖嬈 少城攝少城攝

北京道路兩側樹掛美景隨處可見北京道路兩側樹掛美景隨處可見 少城攝少城攝

圖說北京

虛擬世界的 「雷鋒」也真實

《《身邊的雷身邊的雷鋒鋒 最美北京人最美北京人》》大型主大型主
題展在中華世紀壇舉行題展在中華世紀壇舉行，，十萬觀眾十萬觀眾
到場參觀展覽到場參觀展覽 少城攝少城攝

雷鋒雷鋒stylestyle 少城攝少城攝▲▲▶▶雷鋒精神影響了中國好幾代人雷鋒精神影響了中國好幾代人，，
祖孫兩代人共同觀展祖孫兩代人共同觀展 少城攝少城攝

志願講解員向觀眾講解志願講解員向觀眾講解 少城攝少城攝

▲▲▶▶一批被譽為一批被譽為 「「身邊雷鋒身邊雷鋒」」 的典的典
型人物事跡感動觀眾型人物事跡感動觀眾 少城攝少城攝

學雷鋒志願者報名處吸引大批市民報名學雷鋒志願者報名處吸引大批市民報名 少城攝少城攝

繼2009年出台首輪支持城南地區發展的行動計劃後
，北京市政府今天再次推出 「城南行動計劃升級版」：
未來三年，北京將再向城南地區投資約3960億元人民幣
，實施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產業發展等四
類232項重大項目，包括北京新機場、豐台火車站、南
苑機場搬遷、第九屆中國園林博覽會等。

北京城南地區包括原崇文、宣武、豐台、房山、大
興等五區。由於歷史等原因，北京城南五區發展相對薄
弱，導致北京南北區域發展失衡。2009年，城南五區人
大代表聯名提出議案，呼籲北京市政府加快南城建設。
時任市長郭金龍回應道： 「我是北京市長，不是京北市
長。」很快，北京市就發布了為期三年的首輪《促進城
市南部地區加快發展行動計劃》。

從2010年到2012年，北京市集中力量推進實施了
163項有利於促進城南地區長遠發展的重大項目，完成
了行動計劃投資2100億元，帶動全社會投資4500億元
。一批重點項目先後在城南落地，城南地區發展環境
明顯改善，城鄉面貌煥然一新，高端要素快速湧入，
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北京發改委副主任趙磊說，三年
來，城南五區經濟實力不斷提升，與北城的發展差距
逐步縮小；地鐵亦莊線、大興線、房山線等五條線路

相繼通車，新建七條交通通道，顯著改變了城南地區
基礎設施發展滯後的局面；大興、亦莊、房山新城森
林濱河公園等向社會開放，平原造林完成6萬畝，城南
環境品質大幅度提升，城市面貌明顯改觀；一批優質
教育、醫療、文化資源向城南傾斜，公共服務明顯改
善，並承接了北京中心城區近五萬人的人口轉移。

趙磊表示，未來三年，第二階段城南行動計劃將
圍繞促進城南發展整體上水平的目標，集中實施一批
影響城南地區長遠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的任務，計
劃安排重大項目232項，總投資約3960億，改善民生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與百姓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生
態環境等重大項目數量和投資比重都超過七成。

與第一階段相比， 「升級版」的城南行動計劃在
發展思路上突出 「三個轉變」：產業發展需要由產業
園區空間拓展為主向園區功能完善與高端產業培育並
重轉變；城市建設需要由基礎設施為主向完善城市功
能轉變，力提高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能力；發展
動力需要由政府主導向更多依靠社會力量轉變。趙磊
表示，未來三年新機場等一批重大項目的建設，園博
會等重大活動的舉辦，麗澤金融商務區的推進都為城
南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北京市將再通過三年努力，

將城南地區打造成為首都經濟持續發
展的新增長級，紓解中心城功能，富
有發展生機的地區，塑造北京城南的
品牌。

對於外界普遍關注的北京新機場
的建設和南苑機場搬遷，大興區常務
副區長邵恆透露，他們已經成立專門
的機構，圍繞新機場的建設施工要求
，與機場建設集團以及相關部門進行
對接，集中完成供水、供電、交通、
市政等各項服務工作保障預案，下一
步將進一步細化和深化工作方案，確
保新機場開工建設道路暢通、水電
充足、生活便捷。與此同時，大興
區還結合新機場的建設，將在新機
場周邊同步規劃新航城。

本報記者 得鈞 實習記者 少城

世界作曲家譜寫 「美麗中國」
日前，由國家大劇院特別策劃，醞釀籌備近兩年

的 「樂詠中國‧世界作曲家譜寫中國」音樂會在京拉
開帷幕。此次音樂會將演出由五位國際頂尖作曲家卡
列維‧阿霍、邁克爾‧戈登、羅賓‧霍洛韋、奧古絲

塔‧里德‧托馬斯和塞巴斯蒂安‧柯里爾創作的五部
中國主題管弦樂作品。據悉，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將在
中國著名指揮家張藝和美國指揮克里斯蒂安‧雅爾維
的執棒下，呈現大師們的最新力作。 本報記者 籍夏瑾

資料圖資料圖

◀◀前來參觀的小朋友前來參觀的小朋友
在留言本上留言在留言本上留言

少城攝少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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