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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上个星期比较冷，但
两个乞丐的故事却让人
心里很暖。虽然这股暖意
更像是冬天里划亮的一
根小火柴，火焰不大，却
能穿透风雪。

农民工小冯心里的
这根小火柴，是一床薄薄
的棉被。五年前的阴历腊
月二十五，一个大雪纷飞
的冬夜，在杭州打工的小
冯没有讨来工钱，却被包
工头灌醉，他跌跌撞撞地
走到杭州清泰立交桥下，
睡着了。

等小冯醒来，发现身
上盖了一床脏兮兮的薄
棉被，他赶紧掏口袋，发
现手机和仅剩的5000块钱
还在。旁边，坐着一位蓬
头垢面、穿着破烂的老乞
丐——— 老曹，老曹在寒风
中守了他一夜。

雪夜里的一条棉被，
让小冯许下了一辈子的
承诺——— 照顾乞丐老曹
余生。从此，两人过起了
相互照顾的生活。

五年后的今天，小冯
仍然奔波在讨薪的路上，
只是，年轻的小冯被查出
胃部患有恶性肿瘤，他无
法再养活老曹了。于是，
1 2 月 5 日，他求助 1 2 3 4 5，
想帮老曹找回户籍，落叶
归 根 。这 床 五 年 前 的 棉
被，才暴露在公众面前。

同样是在 1 2 月 5 日，
浙江舟山南珍大厦，来自
安徽宿州的乞丐李小辉
正冲着 1 4 楼一名轻生男
子大喊：“大哥，你要想开
一点啊！”“快下来吧，你
的 爸 爸 妈 妈 非 常 担 心
你……”

当时楼下站了很多
人，却没有人吱声，只有
这个双腿残疾、跪在轮板
上的年轻乞丐，把嗓子都
喊哑了。

事后，轻生男子被救
下，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这
个胡子拉碴的乞丐。有人
认出他是李小辉，有人想
起他常在舟山某个广场
固定行乞，还有人记起，
在汶川大地震时，有一次
广场上搞募捐活动，这个
乞丐捐了 1 0 0 块钱，其中
面额最大的五块，最小的
一毛。

乞丐李小辉说，“我
身体残疾只能要饭，我都
能活得那么开心，他一个
健全的人，还有什么想不
开的呢？”

这让人想起 1 1月 2 0

日，上海男人潘跃昀驾车
救了一个被渣土车轧伤
的小女孩的故事。小老板
潘跃昀不豪富，却也不贫
穷，他说的一句话至今让
人记忆犹新：“人做什么
是由道德观决定的，而不
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乞丐的经济地位不
高，火柴能照亮的地方也
很小，但这丝暖意，却是
我们每个人都珍惜和需
要的。

本报记者 张洪波

两个乞丐的故事

“叫我老赵，赵老师也行”
——— 本报记者专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郭静

“看到‘小悦悦事件’，我恨
不得直接去救小悦悦”，“叫我
老赵，赵老师也行，就是别叫老
板”……12月10日晚，本报记者
在济南专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
任赵启正，再次感受了赵启正
的独特风格，睿智依旧，但比以
前多了几分深刻、犀利和感性。

从“浦东赵”、“外宣赵”到
现在的“赵老师”，如今赵启正
如何看待他的新闻发言人生
涯？又对教师职业有何思考？

师者，赵启正
本报记者 张榕博

11月15日，谁都没想到，当看
到小悦悦被碾轧、18名路人漠视
的报道后，正在参加察哈尔公共
外交年会的赵启正公开表态是

“心如刀绞”，“恨不得钻进电视
里”去救小悦悦。

以往，出现在全国两会新闻
发布会上的赵启正总是睿智、冷
静的，而这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却

让人看到了新闻发布会之外一位
71岁老人的痛惜之情。

12月 10日晚，在济南见到赶
来参加山东卫视《新杏坛》节目录
制的赵启正，让记者更加深了这
一印象。除了比以前更加深刻和
犀利，这位“中国第一新闻官”还
多了些许感性。

而在他的学生眼中，赵老师

是智慧的、严谨的，但好像一直都
是感性的。

赵启正的学生、中国人民大
学博士后王更喜记得，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离记者招待会召开还
有好几天，赵启正就已经亲自筛
选、拟出了近百个热点问题，甚至
连自己的服饰、领带，是否约请翻
译，发布会当中可能出现的专业

词汇都进行了精心准备。
2月24日、25日，赵启正分别邀

请日本、欧美和港澳记者“茶叙”，
这给王更喜的感觉是“老师要对媒
体所关注的话题进行‘把脉’”。就
在这次“茶叙”上，赵启正表示“人
民币汇率不会突然大幅调整，中国
对人民币问题态度是谨慎的”。

（下转B05版）

“我恨不得直接去

救小悦悦”

齐鲁晚报：最近您有一句话特
别有名，就是您在察哈尔公共外交
年会上，回答小悦悦被轧事件时
说：‘看到小悦悦事件，我恨不得跳
进电视里唤醒路人。’从这句话里
可以体会到您那种急迫的心情。

赵启正：他们说的不对，我不
是说跳进电视唤醒路人，我是恨不
得直接去救小悦悦。“小悦悦事
件”，对全体国民都是一个刺激。有
个电视节目把小悦悦被轧后八分
钟的录像全部播出来，我看到路过
的人基本上都看见了，但是他们没
有管，假装看不见。当时我的心都
被磨碎了，可以说是心如刀绞。不
要说人，动物都不该如此。但是，也
许是我要求太高了。

齐鲁晚报：如果是在全国两会
的新闻发布会上，恰巧有记者问到
这个问题，您会怎么回答？

赵启正：中国有13亿人口，国
民层次必然有高有低。恰巧小悦悦
身边的18个人视而不见，这是令人
痛心的。那么我就该调查，这些路
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从事什么样
的职业？我相信这是一个个别事
件，我不相信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
事情发生，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
个严重的问题。

在“小悦悦事件”中，绝大多数
中国人都给予了声讨，说明大家不
赞成。这就是中国道德的基本力
量，这股力量还是占上风的。

齐鲁晚报：我想问一下，在新
闻发布会上，如果领导对于敏感问
题要求有回答“口径”，您会怎么
办？

赵启正：以前我是代表国家发
言，不会再有领导告诉我该怎么
说、怎么办。我发言只要求讲事实，
事先我必须知道事实，否则我没办
法回答。

“口径”的问题，只是原则问
题，比如台湾问题，口径就是一个
中国。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在回答
问题前，您必须对事实非常了解。

赵启正：新闻发布会的问题是
随机的，我坐在前面，难道后面还
要连着一个小话筒，接着总理，一
个一个请示该如何回答么？

“国家形象不是靠

新闻发言人来塑造的”

齐鲁晚报：做人有人缘，国家
也有国缘，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国缘
怎么样？

赵启正：我们国家奉行独立自
主的外交政策，并不跟随某些强势
国家。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遏
制和接触的双重政策，这就导致他
们的媒体对中国不够友善，他们的
报道也让中国的国缘不够好。

齐鲁晚报：我们一般是怎样应
对？

赵启正：有一句话，叫真金不
怕火炼。中国只要能够保持独立的
国格，对弱小国家一视同仁，保持
以善意解读国际事务，中国的国缘
就没有问题。当然，中国有些地方
自己也需要改进，比如咱们的商品
质量就不太争气。

齐鲁晚报：您的学生王旭明(教
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
社社长——— 编者注)曾说过，您告诫
他们，‘你们必须把工作做好，如果
工作没有做好，就靠新闻发言人，
就靠嘴去说，那效果非常有限。’当
您代表中国发言时，是否也遇到过
这样的困惑？

赵启正：当然有，比如“小悦悦
事件”，这就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的地方，还比如出现的一些事故。
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新闻发言人来
塑造的，应该靠国家本身的建设来
塑造。

齐鲁晚报：那您在发言时会怎
么做？

赵启正：现在我们进步的故事
每天都在发生，可以说是每天一个
新中国。但是我们的不足也要说清
楚，那才是真实的中国。假如中国有
七分成就、三分不足，那你就要全说

出来。如果你只说七分，三分不说，
人家对你的七分也不会相信。

“我们的教育出了

问题”

齐鲁晚报：现在您的另一重身
份是老师，已经带了学生，也多了
一些思考的时间。您如何看待教师
这份工作？

赵启正：我带过两类博士生，
一类是经济的，一类是新闻学的。
我跟他们说，我并不是以讲知识为
主。我想给他们讲的是观察力、分
析力还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这是没
有固定的知识的。因为不同的场
合、不同的时刻，可能会有不同的
做法。我更希望自己能教给他们治
学的态度和治学的方法，以及对学
术承担的勇气。

齐鲁晚报：您在教授公共外交
的知识和理念时，感觉其中有永恒
的东西吗？

赵启正：没有永恒的东西。这
个世界很少有永恒的事物，一切都
在变化中。

齐鲁晚报：要是从一个外交家的
视角，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

赵启正：从“小悦悦事件”，以
及现在社会上一些令人遗憾的事
情看，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一位
俄罗斯朋友跟我说，俄罗斯完蛋
了，因为他们的学生都为教师送明
信片、送花，这是送礼，所以他说俄
罗斯的教育完蛋了。

我听后非常惭愧，我们的教师
也有这种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
及。比如一个老师问学生，你爸爸
怎么上班？孩子说，开车上班。那老
师也许会说，等我搬家时，让你爸
爸出车吧。如果小孩子从小知道送
礼管用，那他长大后就会认为唯利
是图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我认为
很多问题出在教育上。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应该如何
改变呢？

赵启正：不仅教师有责任，政
府也有责任。但从历史上看，很多
中国人的劣根性，比如不诚实的问

题，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自古就有。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我
们落后的弱项变成强项，克服我们
的不足。

“我走的路是时代

使然”

齐鲁晚报：以前大家曾称您
“浦东赵”、“论坛赵”、“外宣赵”，现
在您又当了老师，带了博士生，如
今您希望大家怎么称呼您？

赵启正：叫我老赵，赵老师也
行。他们有时叫我赵老板，但我又
不是资本家。别人爱叫什么就叫什
么，但别叫我老板。不过我也常常
在想，我够得上老师吗？我该怎样
做，才能对得起这个称呼？

齐鲁晚报：您是出身物理世
家，您和三弟赵启光都是从事文化
和国家形象的研究，这是一种巧合
还是必然？

赵启正：这是时代使然。我父
母都是物理学教授，从小我们就受
到这方面的熏陶。我二弟当时研究
激光物理，我搞了20年的物理，后
来受到时代召唤，从政25年。老二
一直是走科技道路，老三研究的是
文化，我们兄弟三人三条路，这是
时代使然。

齐鲁晚报：但是，最终您和两
个弟弟都与父母一样，成了老师。

赵启正：这是一个必然，从小
我就觉得当老师是一个最好的工
作，结果没做成，现在我好歹是老
师了。

齐鲁晚报：如今您再回头看您
的职业生涯，有什么经验和感悟？

赵启正：我走的路是时代使
然，就好像滔滔长江黄河，你只是
其中一叶扁舟，可以中流击水，也
可以停船靠岸，但是不要逆势而
动。说实话，我很幸运，我小时候受
到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文革”后，
知识分子又受到了重视；而改革开
放又选拔出一批大学生青年人才，
这些我都赶上了。大命运和个人努
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机会给了有准
备的人。

赵启正，1940年1月出生，河北遵
化人。核工业专家，曾任中共上海市
委常委、副市长，1998年至2005年任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2006年，任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
师。2008年至今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
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

格人物简介

“请叫我老赵。”12月10日晚，济南，赵启正对本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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