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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非要给“北京榜样” 群体画个像， 那么他们就是一群每天生活在我们身边
的崇尚真善美、 大气热情开放的知行合一的好人。 普通而又平凡， 是他们共同的标
签。 其动人的力量也正是来自于这种平凡与朴实。 因其平凡而亲切， 因其普通朴实
而无人不可以效仿。 在追求光明与梦想的道路上， “北京榜样” 无疑是大家最好的
同行者。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由市民群众自己举荐、自己评选出来规模最大的榜样群体了。
“北京榜样” 大型主题活动开展5年来， 各级举荐的身边榜样已达25万人， 进

入市级榜样库的榜样候选人接近1万人， 被评选表彰为 “北京榜样” 周榜、 月榜和
年度人物的突破600人。

与以往的榜样选树套路也很不一样， “北京榜样” 不是自上而下发现、 发动和
树立起来的， 而是正好相反， “北京榜样” 是市民自发地发现和推荐的， 这种活动
方式让市民群众成为发现榜样人物的 “眼睛”， 让身边人寻找身边的榜样， 让身边
人举荐身边的榜样， 最后也是由市民自主自发地宣传推广自己喜爱的 “小伙伴”。

这几年来， 在北京的市民中， “北京榜样” 的选树、 学习和推介， 已经成为一
种市民的自发行为， 群众推送的 “自己的榜样” 也屡次成为了微信圈里的 “爆款
级” 推文。 因此， “北京榜样” 的传播过程， 本身就堪称一种现象级传播。

试问： “北京榜样” 为什么这样动人？
换句话问： “北京榜样” 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人的衷心喜爱？
倘要仔细推究起来，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 “北京榜样” 全都是群众身边人。 有统计表明， “北京榜样” 群体分布在

各行各业， 覆盖到企业、 街道社区、 农村、 机关、 大中小学、 科研院所和社会团
体、 “两新” 组织， 他们中， 既有耄耋老人， 又有 “80后” “80后”， 可谓涵盖全
社会、 覆盖全行业， 但这些人物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市民身边人”。 他们
全部是市民群众几乎天天可以见到的身边人物， 或者是街坊邻居， 或者是同学同事，
或者是窗口服务对象， 或者就是日日在公交上打照面的同行者。 正是因为他们全都
是身边人， 市民群众对他们非常了解， 对他们的事迹也很熟悉， 对他们的闪光点也
很信服。

二是 “北京榜样” 全都是普通人。 “北京榜样” 中绝大多数是工人、 农民、 外
来的农民工、 社区干部和基层群众， 当然， 也不乏著名科学家、 企业家、 大国工匠
等高级人才， 但高级人才也与其他榜样一样， 全都是工作在一线的普通劳动者和一
般市民， 所有的 “北京榜样” 全都来自基层， 也扎根在基层， 他们天天在一线岗位
上勤勉地工作、 学习、 生活和奔波。 这些榜样人物在身份上与市民群众完全一样，
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 他们也毫无区别。 普通就意味着平凡， 也意味着没有特殊的
光环照耀， 这样使得市民群众觉得榜样们就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 心里没有丝毫
的隔膜感和距离感， 而且榜样们的事迹， 也是自己完全可以效仿的。

三是 “北京榜样” 全都是群众心目中的好人。 “北京榜样” 中的所有人都可以
用 “好人” 这个最朴素的百姓口语词来概括———他们中有像殷金凤这样的全心为社
区居民办事的 “热心书记”， 有王晓旌这样孝顺老人的 “好媳妇”， 也有张晓艳这样
特别喜欢去贫困地区送医送药的 “好医生” 和把特殊的爱倾注到听障孩子身上的周
晔式的 “好老师” ……虽然 “北京榜样” 群体中也有像贾利民这样带领大国高铁崛
起的 “领跑者” 和护航索马里、 文武全才的北大女生宋玺这样 “高大上” 的人物，
但这些人物同样完全吻合群众心中的好人标准———真诚、 善良、 敬业、 诚信、 热心、
奉献， 他们朴实、 平常， 愿意为自己内心当中的梦想而坚持......

分析到了这个层次，我们就可以给“北京榜样”群体画个像了，他们就是生活在我
们身边的崇尚真善美、大气热情开放的知行合一的好人们。 他们与我们一样，每天行
进在奋斗的道路上。 只要你有心想做一个好人，在家当一个好儿女、好父母或好长辈，
在职场上希望当一名好员工、好主管、好老板，在社会上希望做到遵纪守法、热情助人，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则任何人都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榜样。 “人皆可以
为尧舜”，“北京榜样”群体，为这句名言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推而言之，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比照身边的 “北京榜样”， 先擦亮自己， 再照亮别
人， 以我百点热， 耀出千分光， 则萤光之亮， 只要集聚， 也可照彻星空。 换而言之，
只要 “北京榜样” 成为每个人做人做事的坐标， 则美好的社会何愁不能建成？ 温馨
宜居的美丽都市又何愁不能变成现实？

“北京榜样” 的感人力量来自于平凡， 而其可聚合的力量也真是因为其平凡而
可以推广至无远勿届， 在追求光明与梦想的道路上， “北京榜样” 是大家最好的同
行者。

可爱的 “北京榜样” 群体， 历史将铭刻下你们的温度和高度！ 你们投射出的人
文价值， 亦必将像那灿烂的星河， 照亮每一只在暗夜中注视你们的眼睛！

【“身边人说榜样”】
李楠 客一分公司第二车队乘务员

我和张鹊鸣同志是师徒关系， 同时我也
是鹊鸣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鹊鸣不仅在工作
中兢兢业业， 还带领服务队成员为乘客开展
指路活动 ， 还将他好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
我 ， 指导我在车厢中如何更好地为乘客服
务， 传授我掌握线路换乘的好的方法。 在我
有困难的时候， 他都义不容辞地帮助我。 在
我心中， 鹊鸣同志就是我的榜样， 是我学习
的楷模。

齐笑 客一分公司第二车队工会主席

我和张鹊鸣都是 “张鹊鸣创新工作室” 的主
要负责人。 鹊鸣在工作中真正发挥了一名劳模的
模范带头作用。 工作之余带领服务队成员勘测 、
走访线路，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严寒酷暑， 大家
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用双脚丈量城市出行地图 ，
方便乘客出行。 鹊鸣也在不断学习 ， 与时俱进 ，
制作 《鹊鸣绿色出行指南》 电子书， 方便大家的
阅读， 秉承创新精神， 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姜国华 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长

王晓旌被评为 “北京榜样” 年榜人物是实至名
归的。 她不仅对家人孝老爱亲， 对同事和朋友同样
是爱心相助。 晓旌身体不好， 但是用柔弱的肩膀，
与爱人一起扛起了三个家庭。 她所付出的， 是一般
人很难做到的。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
下， 她用实际行动树立了新时代的先锋榜样。

樊文龙 中日友好医院放射科

在张晓艳的带动下， 2015年底我就加入了全
国社区医疗服务志愿团。 加入这个团队， 我接触
到不同医院的知名专家， 他们几乎全是各个学科
的中流砥柱， 却全都怀揣一颗仁心， 在繁重的工
作之余赶赴基层做志愿活动， 丝毫不考虑个人得
失， 他们是我们年青一代的榜样， 我们要向他们
学习， 为基层百姓， 为祖国的 “健康中国” 大业
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杨焕平 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肖英总经理教导我们， 人无信不立， 业无信不兴， 诚
信经营是每一位华冠人必须长期坚守的底线。 作为一名普
通员工， 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道理， 并深受启发。 比如

她的敬业奉献精神、 她的诚信经营理念……都为我
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郭应云 社区空巢老人

殷金凤是社区居民的好书记， 人人对她伸大拇
指， 她心里装着居民， 更装着总给她添麻烦的空巢
老人， 社区需要这样的干部， 有她在， 我们心里踏
实。 殷金凤评选上 “北京榜样” 当之无愧。

王玉玲 社区工作者

殷金凤每天工作就跟上了发条似的， 一件事接着
又一件事， 只有休息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她疲惫的样
子， 居民一个电话， 立刻满血复活。 对于社区工作者
来说， 她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现在， 她成了更多
人的榜样， 引领更多的社区工作者为更多的居民服务。

周小龙 中铁北京工程局项目经理

童松是在北京地铁建设一线的践行者， 已
经奋战了23年， 一直为轨道交通的安全操心，
匠心筑梦， 凭的是传承和钻研， 靠的是专注与
磨砺。 也正是他以匠心守护首都地铁建设的写
照。 通过学习 “榜样” 人物， 用毕生的精力践
行自己所坚守的理想信念， 我们应将他当成标
杆， 学习他们面对困难时锲而不舍、 水滴石穿
的精神， 从而运用到自己工作中， 面对困难，
克服困难， 确保现场安全质量可控， 为首
都市民交一张满意答卷。

“北京榜样”为什么分外动人？
□本报评论员 周兴旺

学榜样
我行动

———榜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