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精神是应该传承的“子曰诗云”
———“回望雷锋精神”之一

□汤嘉琛

2月17日晚，骑车环游
世界的日本旅行者河源启
一郎所骑自行车在武汉被
盗。2月20日，这一消息经网
友在微博发布后引发强烈
关注，武汉警方抽调精干刑
侦力量参与侦查，数万武汉
网友积极提供破案线索，被
盗的自行车当晚被找到，并
由武汉警方连夜送还河源
启一郎。

本来这应该算是一起
普通丢车事件，这样的事
件在任何城市、任何国家
都时有发生。但在我们这
里，却被演绎成了“一个奇
迹”。

“奇迹”其实并不奇怪。
一方面，丢车者河源启一郎
是日本人，属于“贵宾”；其
二，这辆改装之后的自行车
价值1 . 6万元，属于“贵物”。
这样的背景下，在某些人眼
中这已经不是一起寻常的
丢车事件，而是事关城市形
象乃至国家形象的大事。按
他们的逻辑，国家、城市、个

人的形象是高度统一的，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担
心，河源启一郎会给自己的
城市甚至国家一个负面评
价。正因为如此，很多网友
都急切地希望尽快找到这
辆自行车。

与此同时，武汉警方先
是在未找到车时主动表示
将送给河源启一郎一辆新
车，后来又不惜抽调精干刑
侦力量和发动市民力量找
车，也是他们将“丢车风波”
与形象挂钩所致。他们试图
用一个令人称道的完美结
局来推翻治安不济的质疑，

甚至将全城寻车当成了展
现警方办案效率、提升城市
公共形象、展现市民精神风
貌的一个契机。

无论是市民参与寻车
的心态，还是政府部门特事
特办的“小算盘”，都根源于
我们对外界的评价过于“敏
感”。这种“过敏症”，是当下
中国的一种典型逻辑，它决
定我们处理公共事务的心
态，影响我们看待形象问题
的视角。

外交家吴建民曾谈“弱
国 心 态 ”的 概 念 ，在 他 看
来，中国是从一个弱国逐

渐发展起来的国家，这使
得我们形成了一种弱国心
态，表现之一就是对别人
的评价非常介意。以此审
视“丢车风波”中各方的反
应，可以找到一种解释路
径 。不 过 ，我 们 同 样 注 意
到，也有一些人事后对武
汉警方特事特办的做法提
出了质疑，认为政府部门
应该对外宾和市民一视同
仁，以平常的程序对待类
似事件。这种反思或许是
我们开始调整国民心态，
理性看待城市形象和国家
形象的一个信号。

以平常心看待日本游客丢车风波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今年是雷锋同志逝世50

周年。
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

曾经在半个世纪的光阴里温
暖了几代人。在“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号召下，这个生前默
默无闻的普通一兵成了全民
偶像。每当我们看到那些助
人为乐的人，总会先想到“活
雷锋”这个词。

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
雷锋精神并没有远去，因为

我们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爱和
奉献感动着。同时，不能否认
的是，在一些年轻人的印象
中，雷锋的背影有些模糊了，
他们不太清楚雷锋是个什么
样的人，为什么要学习他，怎
么学习他。在张扬个性的时
代，他们各有各的偶像，或者
是影视明星，或者是成功人
士，却忽视了雷锋所承载的
精神财富。此时，就需要我们
去及时地擦亮“雷锋”的形
象，继续用雷锋精神照亮一
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世界。

雷锋逝世之后的 5 0年
间，中国发生的变化可以用
天翻地覆来形容。目前的中
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经
济繁荣、社会开放、文化多
元。环境的巨变也推动着观
念的改变。如今，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不再局限于“熟人社
会”，更多向“陌生人社会”过
渡。在公共领域中，人们更加
重视制度和规则，而不是感
情和道德。这种趋势固然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高速
的现代化也很容易导致人性

的异化。不知从何时开始，我
们逐渐感觉人情冷漠。在城
市里“扶老人过马路”几乎成
了传说，“老人倒地之后无人
搀扶”的新闻倒是屡屡出现。
大多数袖手旁观的人并非没
有能力，只是对他人尤其是
陌生人失去了爱与同情。去
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
让全社会感到震惊。我们不
禁要反思，如果只是不断地
追逐物质需求的满足，幸福
是否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正
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还能否达

到预期的目标。
当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

瞻前顾后时，还是会想起雷
锋的形象。面对一些社会领
域中的诚信缺失，我们怀念
他“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
老实话”的诚实；面对一些极
端利己的市场行为，我们怀
念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奉献精神；面对竞争激烈、
人心浮躁的工作时，我们怀
念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的乐观豁达。不同的时代
对雷锋精神有不同的解读，

淳朴的他应当成为我们汩汩
不绝的精神源泉，他的言行
和“子曰诗云”一样都已经成
为宝贵的历史传承。

在这个时代，我们再次
大张旗鼓地学习雷锋不仅仅
是为了延续一种惯性，还有
更多的现实需要。社会急剧
转型，加之多元观念的碰撞，
确有不少人被甩出了时代的
列车或者正感受着内心的迷
茫。此时，我们需要一根“定
海神针”，指引我们走得更稳
健更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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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要“减负”

也要“加压”

编辑：
你好！
2月21日《齐鲁晚报》发表

了《“一身债，哪有心思办大
学”》一文。主动加大教育投
入、为大学化解债务以“减
负”，体现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担当。但很显然，大学要真正

取得内涵的发展、实现教育教
学水平和学术质量的双重提
升，关键还在于大学自身。要
淡化管理中的行政级别，更多
教授治校、学术治校的理念回
归，在社会的普遍功利与浮躁
中有所坚持、有所放弃。

大学要“减负”，大学更
要“加压”。需要“减负”的是
债务，需要“加压”的是发展。
大学更应该以“减负”为契
机，主动自加压力、探求正确
的长远发展之道。

读者 刘楚汉

冒险的事不要做

编辑：
你好！
读了 2月 2 1日《齐鲁晚

报》报道的《私灌天然气，背
上“炸弹”就回家》之后，我从
内心为那些“大胆”村民冒险
私灌天然气的行为捏了一把
汗。油田为附近的居民创造
了生活上的便利，他们私自
用塑料薄膜接装天然气用来
烧水做饭，看起来既轻巧又
方便，但这里面有巨大的安
全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了问
题就得不偿失。“占小便宜吃
大亏”，一旦发生天然气泄漏
或者塑料薄膜遇到明火，后

果将不堪设想。油田工作人
员对村民私灌天然气的行为
进行劝阻是正确的，冒险的
事情千万不要做，我真心奉
劝广大村民一定要增强安全
意识，防患于未然。

读者 董善军

上学“打游击”

怎么保证质量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2月21

日《56名学生一年半搬了三
次家》这篇报道，心情十分沉

重。我们平时总是说“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影响啥也不
能影响到孩子上学受教育。
可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上学
竟 然 守 着 新 教 学 楼“ 打 游
击”，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
境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
怎么能安心上学，又怎么能
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有关
部门为了学生的安全对学校
危房进行改造值得肯定和赞
赏，可这与危房改造不是一
个矛盾体。事先就应该有个
规范合理的计划，妥善安排
好学生正常上课的临时教室
是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
任。 读者 赵连英

不同的时代对雷锋精神有不同的解读，淳朴的他应当成为我们汩汩不绝的精神源泉。在这个时代，我们再次

大张旗鼓地学习雷锋不仅仅是为了延续一种惯性，还有更多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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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动车事故已经结
案，而且事故的调查报告也
已经全文发布，社会舆论总
体反应还是比较认可的，这
也说明任何事情只要坚持
信息公开，就会取信于民。

——— 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黄
毅说

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
重视学生营养改善工作。提
高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重
要性的认识，充分认识到这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
大决策，只能干好不能干
坏。

——— 教育部副部长鲁
昕说

中央企业业绩增长来
自改革创新，而不是一些人
认为的是靠垄断利润。

——— 国务院国资委副
主任邵宁说

这一事件暴露出龙岗
区在执行外出学习考察活
动等管理规定方面还存在
漏洞和薄弱环节，必须进一
步加大制度执行的监督力
度。

——— 深圳市龙岗区纪
委副书记杨锦回应“旅游式
考察”

随着刚性需求的释放，
今年楼市的成交量将有所
回升，整体市场可能出现

“量升价跌”的局面。
——— 中国房地产学会

副会长陈国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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