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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看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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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管理创新与雷锋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视角来分析雷锋精神的途径价值、方法
价值、道德价值和信念价值，结果表明弘扬雷锋精神不仅有助于拓宽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和化解社会矛盾，而且
还有助于提高社会管理的“三德教育”水平，更有助于坚定社会管理的信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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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是党在十七大报告中针对新时期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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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与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
[3]

社会管理滞后的现状率先提出的战略思想，随后的十七

作用的领域即社会事务管理 。另一种为广义的社会管

届六中全会对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具体思路，强调

理，该观点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

在新时期要大力弘扬雷锋精神，要通过弘扬雷锋精神促

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

进社会管理。雷锋精神虽然产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

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主义建设实践，但是，它在新时期特别强调社会和谐的

（二）社会管理创新

[4, 5]

。

胡锦涛主席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背景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的讲话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紧紧围绕全面建设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

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一）社会管理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

“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初步形成于

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界目前对社会管理方面的研

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究方兴未艾，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正在一步步地深入探

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

讨。例如：在社会管理的主体方面，白瑾持“两元素说”

体制、能力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即认为政府和公共组织是社会管理的主体，而冯刚则持

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三元素说”
，认为从事社会管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和其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

他社会主体，还包括执政党。在社会管理的内容方面，

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

冯刚认为社会管理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既是各种要

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建构新的社

[1]

素组织、整合的过程，也是有目的的协调性活动 。而白

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社会管

瑾则认为社会管理是一种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这些

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形成更

事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

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

效益

[6]

。

[2]

稳定等方面 。在社会管理的目的方面，主要是维护社会
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因此，关于社会管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现在

二、雷锋精神时代价值的社会管理创新视角分析
（一）途径价值：弘扬雷锋精神有助于拓宽创新社会
管理的思路

对社会管理内涵的理解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为狭义的

1.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呼唤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该观点认为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

肇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

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们不但看到了物质

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

财富的急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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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大提升等等这些正面的成果，而且同时我们也遭遇

和无私的志愿者精神就是雷锋精神在当下的最好诠释。

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政府职能迫切需要

所以，妥善地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离不开对雷锋精神的

转变、贫富差距拉大、失业问题等。2008 年世界金融危

弘扬。

机的爆发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冲击，片面强调

2. 友爱互助的志愿者精神冲破市场经济的冷漠无情

外需的经济结构已经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经

当前，市场经济的不足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冷

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变成了近在眼前的事情。经济转型伴

漠无情的社会现实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人们在内心深处

随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

纷纷呼唤雷锋。可以说，互帮互助的友爱精神是雷锋精

矛盾容易激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过去行政主导的

神的重要体现，而志愿者精神更是新时期雷锋精神的具

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管理创新被提上

体表达。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1 国际志愿

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者年”启动仪式上曾将志愿者精神概括为“奉献、友爱、

2. 弘扬雷锋精神是拓宽社会管理的新途径

互助、进步”
，而这八个字同时也代表了新时期雷锋精神

为了满足市场经济改革所培育的各种利益诉求，构

的内涵。首先，
“奉献”意味着不求回报地付出，志愿者

建一个和谐社会，政府对社会管理提出了创新的要求。

要在不计报酬、不求名利、不要特权的情况下参与推动

总体而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创新主要是通过三个层面

社会进步的活动。其次，
“友爱”意味着与人为善、平等

来进行的：第一，政府自身的职能转移。由于政府在日

尊重，不以职业、身份、财富、地位、文化、民族等衡

益强大的市场面前已经显得力量不足，必须改变原来包

量高低贵贱，真心实意地帮助弱者。再次，
“互助”意味

办社会事务的体制。政府必须在市场作用的范围之外发

着“互相帮助、助人自助”，资助者帮助他人走出困境，

挥作用，弥补市场自身的不足，通过加大对社会保障、

自强自立，受助者也同样参与到帮助别人的行列中来。

[7]

医疗、教育体制的投入来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社会组

最后，
“进步”意味着志愿者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不但使

织提供公共产品。政府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删减税费、

受助对象得到帮助，更是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促进社

加强管理等措施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倡导由社会组

会的进步。

织对社会成员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并向社会提供优质

（三）道德价值：弘扬雷锋精神有助于提高社会管理

的产品和服务，替代政府不能干、干不好的职能，满足

的“三德教育”水平

全社会多层次多种类的需求。第三，社会成员的自律。

1. 弘扬雷锋精神能够树立“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德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单靠政府和社会

社会公德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每个社

组织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开拓新思路，动员作为社会

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道德准则。社

成员的个体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社会成员的自律

会公德是对公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提出的基本规范和要

有赖于公众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这一方面有赖于个体

求。雷锋精神诠释了“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德。首先，

的学习，另一方面更有赖于政府、社会对于个体精神的

雷锋是文明礼貌的表率，他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举止文明、

教育。

以礼相待、杜绝说脏话、与群众和谐相处。其次，雷锋

（二）方法价值：弘扬雷锋精神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

是助人为乐的榜样，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同事、朋友

1. 精神感召替代强制调动成为社会矛盾化解的途径

团结友爱，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再次，雷锋是爱护公

社会矛盾不同于个体矛盾，它不是个体矛盾的简单

物典型，他把对国家和集体的热爱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

相加，而是作为具有相似或相同经济、政治、文化、社

面，爱护国家及公共财产，自觉与损公肥私的行为作斗

会等方面地位和诉求的群体与别的群体的对立和冲突。

争。再次，雷锋是保护环境的模范，他讲究公共卫生、

因此，社会矛盾的化解方法、途径并不是运用单一的、

保护生活环境，自觉打扫公共卫生，为大家创造美好的

简单的、粗暴的方式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多层次、多

生活环境。最后，雷锋是遵纪守法的楷模，他自觉遵守

方面的关注。社会问题有的是需要政府的政策、资源努

法律法规、纪律，从不要求组织照顾、从不搞特权。 因

力去解决的、有的是需要全社会的物质关注去化解的，

此弘扬雷锋精神能够树立鲜明的道德标杆。

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妥协、忍让和互助

2. 弘扬雷锋精神能够树立“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

等的精神关爱去消融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

职业道德是与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

矛盾的解决需要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关注，呼唤社会共

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

同体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奉献爱心，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发

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又是行业对社会所

扬无私、无偿的团结友爱精神，将强大的精神力量分解

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雷锋同志敬业爱岗，他诠释了“干

为无数个小的善举和关怀行动。雷锋精神恰恰就是这样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和“艰苦奋斗、

一种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可以说互帮互助的友爱精神

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首先，雷锋将个人利益与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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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听党的话，服从国家的分

本上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重新在人民群众当中树立起

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其次，雷锋热爱自己的职业，

党员的威信显得十分重要。弘扬雷锋精神要要学习雷锋

发扬钉子精神，挤出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职业探索工作，

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视群众如亲人的高尚情

不断地提升自己、不断地学习丰富自己，做到干一行爱

操；学习雷锋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奋不顾身的英雄气

一行精一行。最后，雷锋不怕脏不怕累，始终站在战斗

概；学习雷锋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舍

的第一线、厉行勤俭节约的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锐意

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们立足本职岗位，踏实

进取的创业精神。可以看出，雷锋精神所弘扬的职业道

工作，恪尽职守的优秀品格。

德与新时期我们国家所提倡的敬业、创业精神是一脉相

2. 弘扬雷锋精神有助于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承的，弘扬雷锋精神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

雷锋精神产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

3. 弘扬雷锋精神能够标榜树立“弃恶扬善”的个人
品德

期，它集中地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雷锋本
人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是社会主义的大家

个人品德是在人之为人的前提和基础，是人们在长

庭养育了、培养了雷锋，他的人生经历呈现出社会主义

期的教育中形成的个人关于善恶、是非、对错的判断准

的人文关怀和制度优势。其次，雷锋精神展现了社会主

则。雷锋本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诚信、友善。在与

义的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关注民生、关

人相处中，他讲风格、讲人格、见义舍利。无论对谁都

心人民生活，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优势。再次，

诚恳，不搞两面派，不耍心计、不放暗箭，不背后中伤；

雷锋精神倡导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和自我的道德提

在处事方面，他黑白分明、坦诚相待、绝不砌墙。他思

升，体现了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的特点，同时展现了

想高尚，追求高远，目标明确，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

社会主义促进自我道德提升的思想优势。

宽容大量，能够接受别人的缺点。因此，弘扬雷锋精神
能够将正面的雷锋形象展现出来，对鼓励人们通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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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Feng Spirit’s Times Value from Innovative Visual Angle of Social Management
LI Jian-tao1, GUO De-ho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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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rapid and inten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Lei Feng Spirit, and we would make a
conclusion that Lei Feng Spirit can not only help broaden the train of thought managed by innovative society and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but also help Improve the society administration level of “three moral ”education and help strengthen the belief managed by
society basis from the innovative visual angle of so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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