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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更多选择

杭州外国语学校的书单让我们反

思， 当语文教育沦为应试的工具时，

学生很大程度上也就陷入了“被学习”

的状态， 为分数而学习， 永远也无法

满足学生的内在需求。 当学生忙于应

付“题海” 时， 兴趣势必处于沉睡状

态。 我们有必要思考， 用什么唤醒学

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教材为学生提供的资源不一定适

合每个学生， 给学生更多的选择， 才

会有列宁所说的“读书就像一个饥饿

的人扑在面包上” 的效果。 也许学生

自己选择的书会比较盲目， 这就需要

教师的适时引导。

■

湖南省浏阳市小河中学 周芳元

这个书单有点贪婪

大致浏览了一下杭外书单， 第一

感觉是有点陌生； 第二感觉是颇为不

安， 作为业余读写多年的我， 书单上

至少有50%的书是没读过的； 第三是

为杭外的学生担心， 那些艺术、 经济、

宗教类的书， 学生须拿出蚂蚁啃骨头

的精神一点一点去啃， 或许弄懂的不

过是皮毛， 这对学生的思维深度、 精

神视野、 人生追求等都将产生积极的

影响， 但这些推荐书籍或许会成为学

生必须偿还的债务， 让人产生紧张感，

这是不利于阅读的。

对这些精神大餐， 一年品读三五

本就够了， 过多则难以消化， 学生毕

竟还要面对各种教材， 应对高考， 不

可能拿出太多的时间专事阅读。

建议从中学生的实际出发， 修改

书单， 适当降低阅读难度， 这并不

影响学校“傲慢” 的外表， 更重要

的是减轻学生的压力， 不把读书视

为畏途。

■

山东省齐河县教育局 韦清

教师也该“补课”了

看到杭外语文组老师给高中学生

开出的书单， 我真的有一种汗颜的感

觉。在这份书单中，我自己读过的只有

10来本，其中许多书甚至闻所未闻。

在我看来， 我们应该对这份书

单保持一份宽容和敬畏。 的确， 这份

书单中缺少科技类的书， 对建立合理

的阅读结构来说并不是太完善。 但这份

书单对教师的阅读有很大启发。 作为教

师， 我们需要“补课”。 杭外的语文老师

能给学生开出这样的书单， 说明他们是

有底气的。 不然的话， 后阶段的批改和

交流就会让他们作茧自缚。 教师阅读

的深度和广度对学生的阅读有很大影

响， 只有爱读书的教师， 才能培养出

爱读书的学生。

现在， 教师不读书的报道时而见诸

报端， 这是很遗憾的。 面对这份书单，

我们需要反思， 更需要行动。 让自己多

读些好书， 成为带动学生读书的“楷

模” 吧。

■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仁爱中学 刘波

全国省级图书馆馆长

探讨公共图书馆发展

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 “全国省级公共图

书馆馆长座谈会”日前在京召开。来自全国省

级（含副省级城市）公共图书馆的馆长们围绕

策划和实施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领导

干部讲座共享平台、“中国记忆” 等多个全国

性的重大项目建言献策。

据悉， 作为全国性文化工程的 “中国记

忆”项目，初期将以建设专题记忆资源为主要

内容，从文献入手，依托图书馆馆藏文献形成

全方位的历史记忆专藏。 （却咏梅）

政协委员汤素兰

与北京小学生共读好书

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汤素兰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

版社来到北京新鲜胡同小学、清华附小，与小

学生一起走进阅读的世界，分享她多年来儿童

文学创作的体会，并向学生赠送了她刚刚入选

“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的《红鞋子》。

汤素兰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30

余年，创作

出版了 《小朵朵开心奇遇》、《笨狼的故事》、

《汤素兰童话花园》等

40

余部儿童文学作品。

创作之余，她每年都会走进小读者中间，与孩

子们交流童年故事与童年阅读， 她认为儿童

文学是爱的文学，更多表达了对世界、对未来

的信心。 （田恬）

美国著名儿童杂志中文版

《天才少年》启动图书漂流

近 日 ， 美 国 著 名 儿 童 杂 志

《

Highlights

》中文版《天才少年》面世。

在“分享阅读，传递快乐

--

精品少儿杂

志全球漂流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 学友园教育传媒集团共同捐赠了

１０

万本《天才少年》杂志，通过“免费赠阅，班

级漂流，城乡结对”的形式，赠阅给全国

１００

个城市的

２０００

所小学，学生阅读后可以将自

己的阅读体验写在杂志附录的分享区。《天才

少年》是《

Highlights

》杂志首次在海外发

行的外文版， 由北京学友园教育传媒集团出

版发行。 （却咏梅）

“人与书”

摄影征集

你在读书。 我在读正在读书的

你。 人与书， 构成这个世界的风景

之一。 无论在城市， 还是在乡村，

总有一种姿势令人陶醉， 那便是阅

读。 请用镜头捕捉读书姿态， 记录

不同场所， 不同的人读不同的书时，

呈现的神情、 姿态以及相映衬的背

景。 我们相信， 因选取角度的不同，

必将建构出无比丰富的画面。

镜头里， 你在读书； 镜头外，

我在读正在读书的你。 诚邀读者举

起相机， 搜寻日常生活中人书交互

的场景， 通过独特视角聚焦书与人。

来稿请发： readingbar@163.com，

邮件主题注明“人与书”。 期待您的

参与！

———本版编辑启

报眼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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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回应“杭外书单”

（

3

月

5

日第九、十版）

渐行渐远？ 越来越近？

3

月

4

日，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在政协会议间歇专心读书。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于北京会议中心

在上海 钟飙作品

与其去学习那个遥远的雷锋， 不

如先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雷锋。

雷锋与今天

■

叶匡政

“雷锋热”卷土重来 ，很多地方开始 “常态

化”学雷锋，如长沙千所学校、百万学生“续写雷

锋日记”， 对学雷锋先进人物给予子女升学、住

房保障等政策优先；北京每周六为学雷锋日；教

育部要求各类学校将“学雷锋”纳入学生考评等

等。 随着宣传，在网络和微博上雷锋也被推上了

“质疑”的风口浪尖，有人质疑雷锋当年事迹、日

记和照片的真伪； 有人质疑灌输式和功利化的

学雷锋，效果是否会适得其反；也有人质疑学雷

锋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矛盾。 其中任志强的

质疑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雷锋出现之前，中

国文化靠的是什么？ ”

在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时，真实从来都是最高

主题。 因为只有从真实的人类经验中，我们才可

能真正去学习与获益。 给一个人贴上善恶、好坏

的标签很容易，但如果对当事人的心理事实不了

解，对那个时代的历史境况没有分析，对当年整

体的精神和社会现实没有判断，就轻易得出学习

或否定的结论，显然都失之偏颇。 对雷锋这样一

个“榜样”人物，就更是如此。 因为个人总是处在

特殊的时代境遇中， 无法抽离时代而孤立地存

在。 尤其对那些左右个人善恶的特殊历史原因，

如果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同样无法把握一个人

的精神脉络。 即使去学，学的不过是一个脸谱化、

标签化的典型，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从已披露的雷锋日记来看， 雷锋显然是一

个平凡的人，做的也多是一些平凡小事。 但在媒

体宣传中，他总显得遥不可及，这是我从小就有

的困惑。 在传统国家，人们常通过推崇英雄或伟

人的功勋和精神， 来引导青年理解历史和生命

的价值。 但进入现代社会，对英雄和伟人总是加

以提防，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去魅”，一

方面去除了天道、报应、神恩之类的观念之魅，

一方面也去除了英雄、伟人的偶像之魅。 因为不

除巫去魅，人就会与理性精神背道而驰，自然影

响到公民意识的形成与成长。 所以现代社会只

有历史人物或名人，即便有伟大的人物，也是指

那些在思想殿堂有创造、有历史贡献的人，因为

他们的卓越思想、社会行动、科学或艺术成就，

有助于公民塑造自身平等理性、 自由包容的生

活态度，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

我们也看到， 今天各种各样的名人越来越

多。 与神、圣人、君王或政治偶像比起来，名人的

“毒副作用”要小得多。 名人好歹还是人，只要是

人，就有丢丑跌份的时候。 因为神、君王、救星的

衰落，才有了名人的繁荣，它其实是社会走向民

主化与多元化的一个标志。 越来越广阔的公共

生活，呼唤各类名人，对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来

说，它也是一贴能解毒去魅的膏药。 名人总是与

民众连在一起的，没有民众追捧，名人便丧失了

地位。 但民众情绪的变幻无常，注定名人的影响

力只是一时的。 这也是现代社会再难塑造全社

会共同学习的英雄的原因。 正因如此，我们更需

要了解一个真实的雷锋， 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

的所思所想。 因为他的真实、鲜活，因为他对苦

难历史的见证， 或许能让我们格外体会一个小

人物的生命尊严和价值。 抛开那些强加给雷锋

的意识形态偏见， 我们或许可以听到来自历史

深处另一种真实的声音。 有了对那个时代的理

解和思考，我们对当下应当承担的公民责任，才

会有一份更为清醒的认知。

今天说起雷锋， 人们大多想起的还是他的

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实质上这是一种很原始

的道德观。 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佛教说“行善得报”，表达的都

是这种原始道德观。 如孟子所说， 这些都属于

“不学不虑”就有的“良知良能”，就像人的恻隐

之心，是一种本然之善。 只要社会不对人性进行

损害和扭曲，人的本性中就有这种秉赋。 现代社

会， 显然对一个公民的道德观有了更丰富的理

解。 除了肯定良知良德的价值外，还多了分享权

利和承担义务的理念。

现代社会不会强求公民必须 “无私奉献”，

一种成熟的公民意识会在关注自我利益、 帮助

别人之外，主动去促进公共利益的进步与发展。

如今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主动参与

公共事务，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责任，他们

或对国家事务进行辩论， 或对重大事件进行调

查，或对弱势群体展开救援，或对政府决策发表

公开主张。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把公共权

力看作控制与服从的关系， 而把公共领域看作

一个平等、协商、合作的互惠空间时，社会才能

形成良好的自治状态。 这些观念显然是雷锋所

生活的时代不可能具备的。

现代社会助人为乐的理念同样变得更加丰

富。 公益和慈善的“助人为乐”，不只包括钱财物

的救助，更包括改善人的精神、教育和环境等各

种公益行动。 在现代社会，慈善属于市场分配后

的“二次分配”，与纳税及福利有同样性质，政府

会通过免税及一系列制度安排， 鼓励民众和民

间组织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 民众也因此

成为现代社会慈善业的主体与动力。 如何从立

法层面保证给民众提供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

会， 给慈善组织以充分的独立性和民间性， 变

得更为重要。 这些理念， 显然也是当年的雷锋

所无法理解的。

雷锋生活的时代远去了。 与其去学习那个

遥远的雷锋， 不如先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雷锋，

进而学习雷锋身上的那些 “小道德 ”。 这样 ，

世界才能更美好。

叶匡政，诗人，学者，著有《城市书》等。

雷锋形象的时代刻画

■

本报记者 王珺

近日，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持的

“少年儿童的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研究”

发布了调查结果。 调查发现，6466名少年

儿童共提名榜样10158人次，涉及4507人。

其中雷锋位居第一，获提名478次，成为少

年儿童最喜爱的榜样。 同时，雷锋还是他

们最崇拜的10位偶像中唯一一位非文艺

体育明星。 调查者分析认为，雷锋之所以

能够跨越时代，在今天依然受到少年儿童

的喜爱、敬佩，与学校、社会的宣传教育有

关， 同时也与其代表的精神特质有关，雷

锋精神代表了平凡中的伟大，他的伟大是

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和效仿的。 雷锋精神在

志愿者行动中得到延续和弘扬，被赋予时

尚的元素，因此对当代少年儿童仍有很大

吸引力。

在2003年由“新浪网”与国内17家媒

体共同推出的大型公众调查“20世纪十大

文化偶像”评选中，雷锋以23138票排名第

七，前六位是鲁迅、金庸、钱锺书、巴金、老

舍、钱学森、张国荣。

尽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上

引发过“雷锋是否过时”的争议，其“高大

全”的形象也屡被质疑，但雷锋无疑已成

为一个符号、固定词语，甚至国家伦理的

一部分，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认为，这个小

个子湖南人，更多地属于1960年代之前中

国人精神的一部分，“雷锋带有强烈的‘60

年代政治型人格’气质，他是那个年代泛

政治主义现象的一个标本与无形之镜，供

大众，尤其是学生、军人映照，清理个人道

德的暗角”。

作为一个被时代塑造的英雄， 随着

时间的推移， 雷锋的背影渐行渐远， 但

作为一个剥离了符号意义的普通人， 当

人们试图发现雷锋与今天的关系时， 这

个“中国最著名的士兵” 仿佛离我们越

来越近了。

符号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

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这段名言伴着

宣传画上头戴护耳帽（后被命名为“雷锋

帽”）、手握钢枪的雷锋形象被几代人深深

记忆。

1962年，22岁的雷锋在一次工作事

故中殉职。 第二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

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上

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千个雷锋……”

1963年，诗人贺敬之在长诗《雷锋之歌》

中既以豪迈的激情讴歌了雷锋精神，也

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人，应该

怎样生？ 路，应该怎样行？ ”这个问题促

使那个年代的人在工作、学习中时时用

雷锋精神对照、鞭策自己。 在学习上遇

到困难会想到雷锋叔叔的“钉子精神”；

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会鼓励自己像雷锋

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以雷锋同志为榜样，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工作像

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

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

情”……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

的青春， 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

人， 永远忘我劳动的人， 永远谦虚的

人。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

个对人民有用的人。”1963年4月，《雷锋

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后

便风行神州大地，“文革”结束前印刷量

已达160万册。 洋溢着共产主义理想的

字字句句对当时的青少年产生了重要

影响，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道路。

做好事不留名，助人为乐……随着

对雷锋的宣传， 经过时间的打磨，“雷

锋”这两个字基本等同于“好人好事”。

“来自民间，出生于受剥削、受压迫

的劳动人民家庭，出生后没几年就解放

了。 阶级立场鲜明、 坚定； 对共产党、

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和无限崇敬； 对

当家做主人的社会主义衷心拥戴， 并

充满美好的向往， 因此愿意献身于中

国伟大的革命事业……”这是一位学者

对雷锋精神的含义作出的解读。

无疑， 雷锋是那个时代完美的代名

词。 但在价值观多元的背景下，榜样偶像

化成为趋势，“高大全”的榜样形象不再那

么容易被人接受了。

美联社记者阿里克谢·奥莱森在大约

十年前的一篇报道中说： “雷锋的形象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

他也变化着， 以适应国家对一个道德典

范的要求。”

还原一个可信的、 走下神坛的雷锋，

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吁求。

还原

十年前，19岁的青年作家张天天抱着

写一本类似《渴望生活》那样的书的愿望，

寻访雷锋的出生地及其工作、生活过的地

方，试图写出一个真实的雷锋。 她把“犯过

错误、很顽皮、也曾遇到感情问题”的雷锋

故事写进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雷锋之歌》。

美联社记者对此的评价是“呈现给今天的

年轻人的雷锋形象不再那么完美无缺，看

上去更真实可信一些”。 雷锋生前的战友

乔安山也说“仿佛雷锋又回来了”。

据抚顺雷锋纪念馆统计，自1963年至

今，有关雷锋的书籍出版了近千种。 今年

作为雷锋牺牲50周年的“大日子”，更是有

逾百种出版物“刻画”雷锋。

在过去的政治语境中，人们的审美趣

味忽略了纪实的要求，因此雷锋的形象也

多经过“合理”修饰。 50年时光，物转星移，

今天的雷锋出版物更注重还原真实。

曾有人问，雷锋每做一件好事就会写

进日记，他可写过自己的缺点？ 这次出版

的《雷锋全集》就此作了回应。“雷锋在《入

党转正申请书》中，用了两大段文字，一口

气写下了自己的9条缺点。 ”编辑整理《雷

锋全集》的邢华琪介绍说。 谈起这部历时

20余载编撰的《雷锋全集》，华文出版社社

长罗争玉说，希望透过雷锋微微向左倾斜

的娟秀字体，读者能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

雷锋。

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雷锋》的

作者谭仲池、彭海燕均在湖南长大，谭仲

池为学雷锋时代接受教育、曾经有过部队

经历的老作者，彭海燕则是七零后的年轻

作者。 该书责编认为，两代人的组合为这

本书对雷锋价值的探讨提供了跨越时代、

较为丰富的视角。

三联书店推出的纪念版 《雷锋：

1940-1962》一书，更是颠覆了长久以来

作为榜样存在的雷锋形象，还原了一个爱

玩、爱拍照、追求时尚，以潮流先锋形象出

现的雷锋：他开拖拉机、当炼钢工人、穿皮

夹克、戴手表、参军，一直站在流行时尚的

前沿，所以美国《时代周刊》把雷锋称为

“戴皮帽子的嬉皮士”。

一本名为《做雷锋式员工》的书跳出

“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简单理解，发掘

出"雷锋精神"中“良好的心态、端正的工作

态度、与人为善的处世艺术、顾全大局的

团队精神”等，将雷锋塑造为当代企业员

工学习的“好榜样”。

寻找

“我心目中的雷锋是一个热情、朴素、

有信仰、浑身洋溢着50年代激情的文艺青

年，他身上的道德感很有感染力。 ”师永刚

作为《雷锋：1940-1962》的主编之一，对

雷锋形象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说，这本书

其实是在寻找雷锋与今天的关系。

雷锋留给今天的印记通过各种形式

存在着， 小学生续写雷锋日记是其中的

形式之一。 广东教育出版社的 《我们的

雷锋日记》， 汇集了北京雷锋小学师生坚

持39年续写的雷锋日记。 主编杨咏梅说：

“采访雷锋小学的师生， 从老师关怀孩子

的一个眼神， 从孩子们续写雷锋日记中

的一个细节， 从小小的校园中辐射的大

大的气场， 我感到了来自雷锋精神的那

种50年不曾降温的暖意。”

网上热卖印有雷锋头像的T恤衫、限

量版的雷锋鞋，出版社邀年轻人的偶像姚

明推荐《雷锋画传》……显然，这是另一种

寻找雷锋与今天联系的方式。 无论是商业

行为还是文化现象， 人们对雷锋的理解

都已被赋予了当下的价值。

在微访谈中， 网友与师永刚的对话

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人对雷锋其

人及雷锋精神的思考———

网友： 您觉得雷锋精神在今天主要

体现在什么地方？

师永刚： 回归人性的温暖， 彼此留

存善念。

网友： 俗话说， 雷锋三月来了四月

走。 如何能够留住雷锋， 使雷锋精神成

为人们行为的常态？

师永刚： 我们不需要在形式上留住

雷锋，而是需要将自己理解的雷锋留在每

个人的心中，每天与他对话，找到与他相

关的通道，并把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网友： 把雷锋波普化， 这种表达对

时下的年轻人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

师永刚： 波普化的雷锋代表了当下价

值观与世界观中对于雷锋这样的神人型典

范的一种时尚需求。 但雷锋精神的存在不

在于他是否是个时尚青年， 而在于他所代

表的中国国家道德的那一部分， 是否仍然

对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理想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用。其实我们今天的寻找，正是试图找到

符合我们现时价值观的雷锋的开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雷锋，我们今天重

新审视雷锋，其实只是在寻找一种关于中

国当下道德观的共识。

封面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