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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年来，对雷锋事迹会有这样

一些声音呢？

陶克在报道采访有关雷锋事迹的这十几

年中，记录和走访了142位和雷锋接触过的亲

历人。在撰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一书

过程中，他反复思考这些疑问究竟缘何而起。

“我觉得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年代久

远。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理解在我们的历史上

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善良人物。

第二，我们对雷锋的宣传还是停留在上

个世纪60年代，当时环境下表达的词句、选择

的事情和人们现在的情感，在接受上有隔阂有

差距，这也容易产生误解。

第三，也不排除个别人想用颠覆历史、颠

覆典型的办法，来打掉人们对美好的追求。如

果一个民族崇拜的英雄都是假的，那就等于这

一个时代被否定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社会急剧转型带来

复杂变化。雷锋和他的事迹，也在思潮的不断

更替中，呈现多角度读解。不能否认，雷锋是

在特殊历史阶段涌现出来的一个先进典型，后

人看待雷锋，不能脱离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

但是，在雷锋的身上，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历史

发展中始终焕发着光彩，始终作为中国人的价

值坐标，温暖人心，激励人心。

在今天，我们也许很难像雷锋那样纯粹

地为他人而活着，但仍要记住，茫茫人海，有默

默奉献的温馨，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只要相

融相通，相扶相持，就能惠及他人，温暖世

界。

尽管事发之时担任副职，或“退居”人

大、政协，但“老虎”们大多曾任地方一把手，

掌握一方实权。

22人中，有12人担任过地方行政首脑

或党委书记。

12人的一把手任职经历共涉及24个

地市州。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李达

球，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遵义市原市委

书记廖少华，杨刚，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陈安众和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

名谦 7人均有两地或以上一把手任职经

历。

12人中只有冀文林主政海口不到3年，

有3人任地方一把手3～5年，5年以上的多

达8人。他们平均每段主政时间为4年5个

月。其中，李春城任成都代市长、市委书记

前后共10年10个月，时间最长。

此外，这些落马高官职业生涯里，有秘

书或秘书长经历的占到了近三分之一。22

人中共有6人曾在地方政府党委、国家部

委任办公厅主任或秘书长、副秘书长。6

人中除李崇禧和冀文林外，均无地方一把

手经历。

据《中国青年报》

代表和委员认为，要应对我

国粮食供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务之急是提升粮食生产供应能

力。从生产者角度考虑，稳定粮食

生产要强化生产环节补贴力度和

引导力度，在强调家庭主体地位的

基础上，扩大粮食生产经营规模，

引导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组织，提

高优惠政策的边际效应。

在继续稳定粮价、强化补贴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加快

土地流转速度，提高种粮规模效

益。孙斌说，实践证明，种粮规模

上去后，收益能显著提高。建议各

级财政部门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扶

持资金，促进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

营，提高种粮规模效益。

全国政协委员夏涛建议，要

继续提高粮食产量，要继续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民的生产成

本。从生产组织者考虑，各地要完

善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调动产区

和销区的政府产粮积极性。

来自黑龙江、安徽等产粮大

省的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建立直观

的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利益补偿

机制也非常必要，这样能够提高粮

食主产区积极性，防止“牺牲穷地

方致富的机会去养活富地方”现象

持续。 据新华社电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我国粮食

生产在基础设施落后等传统制约因

素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又面临生态

环境恶化、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耕

地占用持续增加等新的制约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孙斌表示，当

前我国部分地区地下水严重超

采、农田掠夺性经营以及化肥农

膜等长期大量使用，导致耕地质

量下降，土壤沙化退化，水土流失

严重，水源污染加重，严重影响粮

食的质量和效益。

据统计，我国全年化肥使用

量平均每公顷480公斤，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4.1倍；每年农药实际利

用率仅30%左右，未被充分吸收

的化肥农药至少让10%的耕地受

到明显污染。现在“北大仓”的黑

土地，表层黑土已经由开垦初期

七八十厘米到一米的厚度，减少

到目前的二三十厘米。在一些严

重的坡耕地，黑土层逐渐消失，有

机物质含量已经很低。

全国人大代表徐淙祥说，农

民打工收入大幅提高，大部分农

民种田是保口粮，不是保增产。“辛

辛苦苦忙一年，不抵一月打工

钱”。随着沿海产业不断向中西

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大量耕地出

现非农化使用潮。

此外，我国也是水旱灾害频繁

的国家，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情况

变化很大，温室效应导致极端性天

气增加。2013年夏秋之际，黑龙江

省发生特大洪水，农田受灾面积近

4000万亩，其中农作物大面积绝产

绝收，洪涝等自然灾害直接影响黑

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60193万吨，比上年增长2.1%。由

此，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10年连

续增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

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同

时，一些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已经认识到，我国粮食生产已

呈现增产后劲不足、粮食进口量持

续高速增长等特点，粮食生产或将

进入“平台期”。

作为我国产粮第一大省的黑

龙江，2013年粮食总产再创历史

新高，达到1200.82亿斤。但与前

几年每年增产100多亿斤相比，近

两年黑龙江省的粮食增产量不断

减少。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黑

龙江省粮食产量比2009年增产

132亿斤，而到了2013年粮食产

量比2012年增加48.5亿斤。

由于需求增长更为强劲，国

内农产品供求由“总量平衡、丰年

有余”向“总体基本平衡、结构性紧

缺”转变，粮食产品进口增势明

显。“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我国

粮食净进口一改过去交替增减局

面，呈现出直线上升态势。2009

年与2003年相比，我国年度净进

口粮食增加4841万吨，增长了9.1

倍，年均增长112.6%。2012年我

国粮食进口全年超过了7000万

吨，而到了2013年，我国谷物进口

接近 1500 万吨，大豆进口突破

6000万吨。

全国人大代表付华廷说，保障

中国粮食安全，依赖国际市场是完全

不可行的，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国内

粮食生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去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但在一些粮食

主产区，由于土壤肥力下降、部分农民种粮积极性不

高、耕地占用持续增加、气候灾害频发等原因，粮食增

产已呈现后劲不足的疲态。同时，进口粮食猛增也进

一步对国内粮食生产造成影响。

在“十连增”的背景下，中国人的“饭碗”如何端在

自己手里？怎样保障“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参

加全国两会一些代表委员就此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十连增”后如何保障
“中国饭碗”？

稳粮价、强补贴、规模化，
“三管齐下”确保稳产增产

“中国粮”急需突破土壤退化、
农民撂荒、耕地占用三大制约

后劲不足、进口量增加，
粮食安全隐忧初显

十八大后22名落马高官

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里，22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公

开资料未显示落马的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的行政级别，但

鉴于其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因此也将其统计在内）。

记者分析发现，22只“老虎”都有在同一省份或同一领域长

期工作的经历，同地任职的平均时长达31年。

梳理发现，22名落马高官都曾在

同一个省份或系统工作过 10年以

上。平均同地工作时长更高达31年。

其中，同地工作 10～20年的 3

人，21～30年的6人，31～40年的7

人。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四

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安徽省原副

省长倪发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

副主席李达球、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原副主任杨刚、被降级的黑龙江省政

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原常务副组

长付晓光6人更是在同一省份任职了

40年以上。其中，付晓光在黑龙江工

作了45年，时间最长。

在同一地域或系统工作时间长，

难免形成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网络。

这样的关系网络在贪腐官员处经常演

变成为利益网。这些官员与官员之

间，官员与富商形成利益共同体，相互

输送利益，容易成为政商同盟。

在同一系统工作10年以上的6

名落马高官是：海口市原市长冀文林

在地质矿产部、国土资源部共工作了

13年，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在国

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工

作了27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金道铭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了16

年，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在央视工

作过22年，王永春在石油系统工作30

年，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更是在石油

系统工作了近37年。

22名高官落马时所担任的职务，横向覆盖了

党委、政府、人大、政协4个序列，分别为4人，10

人，2人及6人；纵向来看，落马时在中央任职的官

员有6人，在地方任职的有16人。最多的省份是

四川，有3人。湖北有2人。

这些“老虎”的一大特征是政协序列落马官员

人数较多，仅次于政府序列，大大多于人大和党委

系统的落马人数。

副职多是十八大以后落马高官群体的另一个

特征。落马时担任，或落马前最后担任的职务为

副职的有16人，占总人数的比例近四分之三。

这些落马官员大都在50~65岁之间。其中

10人年龄在60岁以上。唯一的例外是48岁的海

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他也是22人中最年轻的。

年龄最大的是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65岁。

一般来说，副省部级官员退休年龄最迟为65

岁，60岁以后退居二线，在人大或政协等任职。

退居二线的干部被安排担任人大、政协或其他机

构的副职，这是落马高官中副职较多的重要原因。

当事人还原真实雷锋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3月5日”与

一个名字紧密相连——雷锋。

“雷锋”的名字一直温暖着人心，但近年

来也有这样一些声音：雷锋是艰苦朴素的典

型，为什么拥有当时的“奢侈品”皮夹克？雷

锋说“做好事不留名”，为什么却留下那么多

照片？雷锋过年不休息去捡粪，一天能捡三

百来斤粪？

在2014年“学雷锋日”来临之际，新华社

“中国网事”记者走访多地，独家对话五十多

年前与雷锋有过接触的当事人，求证调查。

在辽宁抚顺，记者见到了雷锋生前的

战友，73岁的乔安山。1959年时，乔安山

与雷锋同在鞍钢工作，雷锋时年19岁。

乔安山回忆说：“那时候工人礼拜天流

行去跳交际舞，雷锋是个很积极的人，也去

跳，工友就劝他：这是在鞍山，不是在你老

家农村，买几身新衣服去跳舞吧。”

雷锋在鞍钢工作时期的工友张建文也

对记者回忆：雷锋的这件皮夹克是他从寄

卖商店买的旧货。由于做熟练工收入相对

较高，雷锋还帮他也买了一件，“当时东北

的工人，大部分都穿皮夹克，我们湖南工人

当时没有。到了寄卖商店，确实有件旧皮

夹克，刷得溜光的，跟新的差不多，但是价

钱却便宜很多。雷锋叫我也买一件，我说，

我只有18块钱一个月，你是熟练工有30多

块钱一个月。他说，你别管咯，就帮我买了

一件，他自己买一件……”

当兵津贴每月只有6元，雷锋为何一次

能够捐出100元？雷锋的实际收入究竟有

多少？事实是，雷锋在入伍之前，收入较高。

褚士奇，抚顺人，是民间藏友组织“全

国雷锋专题藏友联谊会”副会长，他从上个

世纪80年代开始收藏有关雷锋的资料。

褚士奇坦言：近些年质疑雷锋的声音不少，

他为此自费走访、调查了主要的模糊点。

“起初我也怀疑，雷锋为什么有钱买皮

夹克、皮鞋还有料子裤？研究之后我发现，

当时雷锋的收入确实挺高，他当时在鞍钢

工作，鞍钢待遇很好，工人除了工资，还有

奖金、津贴、保健费等。”褚士奇说。他的收

藏中，有雷锋当兵时的体检表复印件，上面

有一栏是家庭人口及收入状况，雷锋填的

数字是：“本人工资34.5元”。

乔安山回忆说，当时鞍钢给工人发保

健费，还有加班费，还有一笔带徒弟的费

用，这几项下来加上工资，有五十几块钱，

“当年50多块钱，可真了不得，赶上现在挣

几千块钱了。”他说。

1956年，雷锋小学毕业参加工作，到

1960年1月参军，雷锋先后在乡政府当通

讯员、在望城县委当公务员、在团山湖农场

开拖拉机，然后到鞍钢工作，这段时间，雷

锋干的几乎都是当时收入很高的工作。

解放军报前副总编辑陶克算了一笔账：

雷锋1956年在望城县委当公务员期间每月

工资能拿到29元，1958年到团山湖农场，当

拖拉机手时每月32元；同年11月在鞍钢工

资拿到了36元；反而是到了部队每月最多

只有8元的津贴，“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

雷锋全部收入，大概是1400多元。”

在雷峰生前战友冷宽那里，记者获得

了一份当年给雷锋拍照的摄影师名单，共8

人，都是部队摄影员，拍摄照片最多的是张

峻和季增。

张峻已去世，记者在河北承德见到了年

近八旬的季增，他从部队转业后进入《承德

日报》干摄影工作，直至退休。作为给雷锋

拍照最多的摄影员之一，雷锋从入伍到牺

牲，季增平均每四天就给他拍摄一张照片。

雷锋为什么会有摄影师跟拍？在牺牲

前，雷锋就已经是一个“明星”了，他多次立

功，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21岁

时当选抚顺市人民代表。冷宽说，当时组

织上给季增交代的任务，就是雷锋参加的

活动，他都要跟着去，有时候就是雷锋出

车，他就坐在副驾驶，“雷锋是个先进人物，

才留下这么多的照片。”

根据雷锋的另一位主要摄影师、已故

的张峻老人生前回忆，当时确有一些照片

是摆好姿势拍的，但补拍必须是雷锋实实

在在做过的好事。据季增回忆，当时的拍

摄条件很差，为拍出一张好照片常常费尽

心思。

陶克著有《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一

书，他感叹道：“摆拍在当时很常见。今天，媒

体高度发达，人们不喜欢摆拍的手法，更喜欢

现场追踪，但是，在当时是有历史背景的。”

1961年2月15日，雷锋的日记中记述

道：“今天是大年初一，全连的同志都高高

兴兴地到和平俱乐部看剧去了，我呢？为

了在春节期间给人民做一件好事，吃过早

饭后，我背着粪筐，拿着铁锹到外地捡粪，

捡了三百来斤粪，我送给了抚顺望花区工

农人民公社……”

一天能捡300斤粪？在今天引发了质

疑和猜测。有网友提出，基于常识判断一

天捡粪300斤的描述，是不是有夸大、夸张

的成分？

真相如何？褚士奇说，当时此地遍地

是马车，路面上马粪很多；乔安山回忆，雷

锋在日记中所描述的抚顺望花区当时是城

乡接合部，道路上随处可见马、牛等牲畜，

雷锋捡的主要是牲畜的粪便，他比画着说：

“你说连土带粪，300斤的粪那会儿能有多

少啊？也就这么大的土篮。一个土篮也得

100多斤，几个土篮不就300多斤吗，正常

现象！”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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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落马者中副职多

曾主政一方

同地任职平均31年

茫茫人海，
总有默默奉献的温馨

雷锋为何会有皮夹克？
“这件皮夹克是他淘买的旧货”

B 雷锋实际收入究竟有多少？
“当时雷锋的收入确实挺高”

C为什么会留下那么多照片？
“有些是摆拍，但是受到当时条件所限”

D雷锋一天能捡300斤粪？
真相是“连土带粪”重3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