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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 全社会一直都在
大力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特
别是每年的 3 月 5 日前后， 全国
各地都会掀起学雷锋活动的热
潮。 为了让“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日前， 长沙市委专门出台了一系
列的新政， 不仅将学雷锋活动作
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依
据，而且，还将学雷锋活动与评选
评优、招考招聘、社会礼遇、子女
升学等进行挂钩。

对于长沙市“重赏”学雷锋，
有人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 社会
中“老太太跌倒没人扶”、“见义勇

为遭误解”的现象比比皆是，事实
证明，“精神万能” 不管用，“空洞
说教”也未必见效。 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 对道德践行者实行道德回
报，进行必要的保护和激励，乃正
常之举。

但也有人认为， 这样用条条
框框的硬性制度约束领导干部学
雷锋，以及将子女升学、住房保障
这些“实惠”与学雷锋活动进行牵
扯，让学雷锋活动“变了味”。 雷锋
精神的很多特性，比如忠诚于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甘当革命
的“螺丝钉”、刻苦钻研的“钉子”

精神等，都应该是由内而发的，都
应该是在其纯洁思想指引下而产
生的自觉行动。

那么， 要想让公众在日常生
活中践行雷锋精神， 关键点究竟
在哪儿？ 如果寄希望于招考招聘、
住房保障等这样的“福利”来激励
公众学雷锋， 又是否能够得到认
可？

《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手
推出的“益调查”结果显示，56.15%
的网友认为， 学雷锋应该是发自
内心，这才是雷锋精神的根本，而
不是被规定。

超五成网友认为
学雷锋应该发自内心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月 22日 共青团四川省省委 1250 万元物资 希望工程 甘孜州和阿坝州

2月 23日 四川爱心人士 2000 万 公益事业 毕加索 2012中国大展成都站

2月 24日 史玉柱 500 万元 医疗救助 农村儿童大病医保等四个公益项目

2月 24日 武汉红桃 K 网络旗舰店 100 万元 妇女儿童救助 湖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2月 25 日 姜育恒 60 万元 教育救助 “圆梦·爱心”艺术学校

2月 26 日 湘运集团 100 万 教育公益 戴家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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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21 日至 2 月 28 日)
（制表：张雪弢）

调查结果：

截止时间：26 日 20 时

《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手
推出 “益调查 ”，本次调查从 2 月
24 日 11 时至 2 月 26 日 20 时，共
有 1002 位网友参与调查。

根据 “益调查 ” 结果显示 ，
43.76%的网友表示支持长沙推出
的这一系列 “学雷锋 ” 新政 ，而
42.06%的网友则表示不支持；在参
与调查的网友中 ， 有 111 位表示
对这一系列的“学雷锋”新政支持
一部分，3.1%的网友认为不好说。

网友们又是怎么看通过招考
招聘 、住房保障等这样的 “福利 ”
来激励公众学雷锋的呢？

56.15%的网友认为，学雷锋应
该是发自内心， 这才是雷锋精神
的根本， 而不是被规定；26.38%的
网友表示， 如果既能保障学雷锋
者的 “福利 ”，又能达到学雷锋的
效果，也未尝不可；而参与调查的
网友中 137 位认为， 这样做也许
在行为上能够达到一定效果 ，但
却让人有“利诱”的嫌疑。

对于学雷锋被 “硬性规定 ”，
网友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41.16%的网友认为，学雷锋是
思想与行动的结合， 不能只停留
在学雷锋日，成为常态是应该的，
但硬性规定不值得推崇；33.47%的
网友表示，如果硬性规定学雷锋，
会让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成为
“秀场”， 比如福利院等地方都可
能被 “流水 ”作业 ，而不是真正的

得到帮助； 同时也有近两成网友
认为，硬性规定的初衷是好的，以

“福利 ”来鼓励学雷锋 ，也可以尝
试。

� � 2 月 24 日上午，“归真堂” 黑熊养殖基地再次向
媒体记者和公众开放， 数十位媒体记者报名参观，媒
体之外的参观者仅有 8 人，与首个开放日 100 余家媒
体 196 名记者的井喷相比略显冷清，马云、莫文蔚、薛
蛮子等邀请函中提及的名人无一出现。其中一名民间
组织人士参观完“活熊取胆”后，在养殖场向黑熊跪拜
谢罪，令“归真堂”现场工作人措手不及。

201亿元
24 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魏宏表示，汶

川特大地震四川灾区恢复重建工作已完成， 全省 142
个受灾县用于恢复重建和发展重建的资金达到 1.7 万
亿元。到目前为止，四川省接受全国各个方面，包括境
外的社会捐赠资金共 201 亿元，捐款去向基本用于老
百姓生产生活。

80%
� � 湖北省妇联最近的调查报告统计显示， 该省留守
儿童约占全省 1460 万未成年人的 9.49%, 其中七成以
上是 15岁以下的孩子。 被调查的留守儿童中 80%有不
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的是自闭型，表现为性格内
向孤僻、不善与人交流，有的是逆反型，表现为暴躁冲
动、情绪不稳定、自律能力差、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等。

17.6％
据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 深圳社工流失率

17.6%, 这包括流出深圳或者转行不再从事社工事业，
这个数字比 2008 年的 8.4%整整翻了一倍。

125万台币
纽约尼克斯队表示，林书豪打败洛杉矶湖人队并

拿下美职篮职业生涯单场最高得分 38 分时所穿的 17
号球衣，将以 42388 元美金(约台币 125 万元)的高价
卖出，所得将全数捐给一个帮助孩子圆梦的非营利组
织“梦想花园”。

5600万美元
日前，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向非洲绿色革

命联盟捐赠 5600 万美元， 以帮助撒哈拉南部非洲国
家的小型农户提高生产力。

17座城市
2011 年开始 PM2.5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名词，

11 年 11 月，中国环保部宣布 PM2.5 被纳入《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新的修订稿中。 目前中国已有 17 座城市
监测 PM2.5。 北京、广州、无锡三城市已经公布 PM2.5
监测数据， 还有 14 城市已经开始检测这一数据并计
划对外公布。

100亿
《环境服务业“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开始

向发改委等 24 个部门征求意见， 该征求意见稿提出
到 2015 年， 环境服务业产值占环保产业的比重达到
30%以上， 发展 10 至 20 个年产值在 100 亿以上的全
国型综合性环境服务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