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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评论

温故
新语

□吕连仁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
李大钊生前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这
副对联正是他一生的追求和行为的
生动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兼
学者一生的真实描绘。作为马克思主
义旗帜在中国树立的第一位奠基者、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革
命精神和所建立的功业已彪炳史册。
作为集中华传统美德与近现代先进
思想于一身的知识分子最杰出代表，
他的求真、为民、淡泊名利、廉洁无
私、维护社会正义、勇于担当社会责
任的高尚品行，同样光照千秋。

在李大钊看来，革命知识分子是
一个肩负着某种特殊历史使命的社会
群体，承担着社会理想、正义、良知的
责任，应有高尚的道德情怀，“达则兼
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最高之
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而要“求真”，必
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容人
并存的雅量”、“自信独守的坚操”。

求“道”、求真，就是追求救国救
民的真理，救民于水火。从早期的“民
彝”思想到后来的群体解放观，李大
钊的平民意识、民主观念、平等思想
等一直贯穿其中，他也是中共早期领
导人有系统民主平等思想第一人。他
在终生奋斗中伴随着强烈的现实关
怀，关注民众民生，痛斥掠夺劳苦群
众利益的军阀官僚行为。他号召先进
知识分子“忠于民众，做民众运动的
先驱者”，并且身体力行，为了民族和
民众事业而舍得一身剐，只为“民权
的旁落”隐忧忡忡，不为个人“权力”
的旁落生“祀忧”。为此，他不畏“强权
和威力”，在 1926 年 3 月 18 日，领导

并亲自参加了北京民众反对日英帝
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血染青衫。

李大钊一生洁身远名，淡泊寡
欲，廉洁克己，肝胆照人。他说：“吾人
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
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
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做牺
牲，为浮华俗吏做奴隶。”作为知名教
授，他本来薪水丰厚，每月有 240 块
大洋的收入，但他把收入的绝大部分
做了党费、接济了青年学生，自己常
年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
衣，夏一布衫”的清贫生活，以至于他
夫人赵纫兰常常为生活开支而发愁，
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此特别关照会计
科：直接从李大钊工资中扣家庭生活
费交给李夫人。他牺牲后，家中一贫
如洗，甚至连丧葬费都得靠亲友捐
助，当时，各大报章都报道“李生前无
储蓄，身后萧条”、“两袖清风”。

在李大钊身上，可以看到优秀传统
文化与近代先进思想的完美结合、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统一。
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正义
与良知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马克思主
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先进思想。李
大钊的理想、人格和风范，影响和引导
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
邓中夏、高君宇等走上革命道路，也深
深地启迪了众多仁人志士。

在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李大钊在
狱中屡受酷刑，仍铁骨铮铮，面对诱降，
凛然应对：“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
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
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
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
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奴才！”

李大钊正气浩然，可谓中华民族
的“脊梁”，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无限

敬仰。因此，李大钊的被捕，当时引发
巨大的社会影响，京津各报社评纷纷
为李大钊呼吁，各方有识之士奔波营
救，甚至有军阀干将因忌惮“杀戮国
士，遗千载恶名”而为李大钊说情。各
方营救虽未成功，但也充分说明李大
钊的道义感召力。

李大钊牺牲已 84 年了，今日的
中国已再不是军阀专权、民不聊生的
国度。但李大钊的“担当道义，求达真
理”的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还应大力
弘扬。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社会精
英们来说，学习李大钊的求真、为民、
维护公平正义、履行社会责任的道义
理念和高尚情操，尤为必要。

如今人们看到或感受到：在物欲
横流、价值失范、精神失落的环境中，
本应承担社会良知和道义责任的当代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人士中的不少人，
或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或被权势压弯
腰，或为强势集团所绑架，而沦为权力
的婢女、资本的附庸，不但不为社会公
众利益鼓与呼，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的代言人。由此，这样的专家被称之为

“砖家”，这样的学者被称为专事涂脂
抹粉的“装修工”。人们有理由诘问：专
家、学者和社会精英都没有了公信力
和权威性，还能相信谁？目前中国民众
迫切地呼唤越来越多的代表公众利益
的公共知识分子涌现。而要做到这一
点，除了社会环境等需要改变以外，作
为“桃花源中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能
否挺起自己的“脊梁”，守住精神家园
和公平正义，坚持为师之道、为学之
道、为官之道，则是一个关键因素。李
大钊当年的选择和高尚情操或许能给
人们以某种启示。

(作者为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
系主任)

马三小
“无腿老兵”十年种树

马三小是一个失去双
腿的退伍老兵。20 岁的时
候，他参军到福建省某部特
务连，后来因为在一次支农
活动中受感染得了败血症，
他 1974 年退伍回到自己的
家乡。后来，马三小败血症
复发，不得不截掉双腿。马
三小从 2001 年开始种杨
树，地点就是他住所附近的
荒山野滩。到 2011 年春天，
他已经种植了 3300 多株杨
树。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面
对浮躁的社会都难免焦虑
不安、无所适从。马三小却
以残疾之躯，硬是在不可能
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支点
和希望。当我们把马三小和
那一大片树林联系起来时，
内心里除了震撼，更应该反
思对生活的态度。

彭晓辉
性学专家惹争议

华中师大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彭晓辉日前在南
京师大的一次性学讲座中，
语惊四座地提出了一个观
点：“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
递上避孕套”。我们固然不鼓
励以死抗暴，但是如此顺从
暴力保全自己的前卫思想能
为中国女性接受吗？不少人
担忧，当一个女人遇到暴力
侵犯的时候，怯怯地递上一
枚安全套，将来在司法裁判
上是否会引起争议？也有网
民说，如果邓玉娇在场听到
彭副教授的话，会不会有拍
案而起的冲动？事关道德与
法制，生命与价值，各方出现
争议也正常，宽容以待或许
是最好的办法，对前卫专家
也未必要“拍砖”。

田厚波
重庆版“药家鑫”

夜归途中，撞伤了女乞
丐，田厚波选择了逃逸；怕事
情败露后有麻烦，事发后 1
小时，他又返回事故现场，残
忍地用左后车轮将她轧死。
他叫田厚波，21岁，一个看上
去还有些稚嫩的农村青年，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
价。在重庆忠县看守所，面对
记者的提问，他几度哽咽却
欲哭无泪，他以为“杀死的是
个乞丐，应该没人会管”。一
个 21岁的青年，做出如此没
有人性的事情，让人感到不
可思议。古语说“仓廪实而知
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
前我们社会早已解决温饱而
基本进入小康，但是为什么
人的道德水平非但没有提
升，却不断地倒退，问题到底
出现在哪儿？

执笔：吴华伟

知人热词

“邵”氏孤儿

渊源：据最近的《新世
纪》周刊报道，仅仅因欠缴
“社会抚养费”，数以十计
的邵阳儿童就此被强行抱
离生父母、养父母，被计生
部门统一改姓“邵”送进福
利院，有的被远渡重洋送
到国外。

阐释：赵氏孤儿的故
事在中国近乎家喻户晓，
讲述了一幕悲剧之后有关
忠诚和复仇的信条。“邵”
氏孤儿并非真的孤儿，这
些父母健在的“孤儿”却是
更大的悲剧。当地计生官
员抢夺婴童的方式粗暴残
忍。可见，在政绩和利益的
双重驱动下，他们早已泯
灭良知，肆意践踏基本伦
理。

裸时代

渊源：裸，本是赤裸的
意思。而现在的裸，意义就
丰富得多了，有裸官、裸
戏、裸奔等等。

阐释：有人为艺术而
裸，比如此前火热的汤唯，
因为脱得干干净净，一度
被封杀，可最后也解禁了。
官场中有裸官，老婆孩子
都有“绿卡”，财产全部转
移，自己在国内“干干净
净”做官，一有风吹草动，
拔腿就跑。近来，体育界向
裸看齐的趋势也很明显，
比如乒乓球比赛女选手要
穿短裙，有人戏称“将乒乓
球 搞 大 ，不 如 将 裙 子 搞
短”，前些天，网球界也出
了类似的规矩，估计比赛
转播收视率会提升不少。

五四体

渊源：解放前有一位
叫林庚的诗人，曾经提倡
过一种“五四体九言诗”的
主张。这个五四体在今年
五四青年节期间又作为网
络文体流行起来。其格律
没有严格的要求，只要形
式上由五个字的上半句和
四个字的下半句构成即
可。由于形式简单而特别，
网友们纷纷撰写自己的
“五四宣言”。

阐释：70 后说：“逝去
的青春，无限怀念！”80 后
说：“光辉的岁月，仿佛昨
天！”90 后说：“放肆的生
活，青春无限！”这是此间比
较流行的五四体选段。五四
精神传承到现在，为什么好
像难寻共识。

网友们在网络上发起
五四体，率性自由地表达
意见，或许也能体现自己
独立思考的精神。

栏目主持：高扩

新政

食品安全

为宣传教育食品安全，国务院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食品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
年)》(以下简称《纲要》)，生产经营单
位负责人和主要从业人员每人每年接
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和行
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不得少
于 40小时。

煤矿安全

河南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煤
矿安全生产工作的补充意见》，严肃煤
矿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进一步预

防和遏制煤矿事故的发生。内容涉及
“煤矿发生一次死亡 1人以上事故的，
立即停产(停工)整顿”，“煤矿未发生
事故但存在失职或者滥用职权情形之
一的，对煤炭企业及其所属煤矿主要
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先行免职”。

违建住宅

河北石家庄市出台《关于加快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采取
铁腕手段，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将强制
没收违规建设的住宅用房，作为保障
性住房的新举措。

公共建筑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
于进一步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
知》，通知明确，“十二五”期间，要加强
新建公共建筑节能管理，严格执行节
能标准，遏制高耗能建筑的建设。

此外，新建公共建筑将实行建
筑能耗指标控制，避免建筑外形片
面追求“新、奇、特”，用能系统设计
指标过大，造成浪费。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我们从本期推出专栏评论“温故新语”，重温老一辈共产党人
的铮铮誓言，追古思今，希望从历史中读出新意。 ——— 编者

对于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们来说，学习李大钊的求真、为民、维护公
平正义、履行社会责任的道义理念和高尚情操，尤为必要。

“铁肩担道义”，知识分子永远的使命
——— 重温先辈的声音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