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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坚持文明开车，“人在堵途”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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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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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不成事窗口”办的也是民生大事

免费乘公交：无偿献血者应有的“特权”

点

击广东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

年强则国家强。 民族危亡

之际， 五四运动唤醒沉睡

的中国； 国家奋起之时，

“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

口号响彻神州大地。 百年

来，五四精神代代相传，民

族薪火生生不息。因此，我

们才能在新时代看到：艰

苦抗疫时 90、95 后不畏艰

险、冲锋在前；脱贫攻坚决

战中青年一代付出青春、

无怨无悔； 创新发展征途

上青年才俊勇担大任、屡

创佳绩。 肩负民族复兴的

历史重任， 迈步现代化发

展新征程， 广大青年更要

把担子挑起来、 责任担起

来。

———央视网：《努力成

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尽量满足残障人士就

业需求， 应当成为促进就

业和依法治国的常态。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很

大程度取决于对待特殊群

体的态度上。 残障人士是

我们社会大家庭中的一

员， 他们更需要全社会施

以援手。 有关标准应该与

时俱进进行修改与完善，

剔除不符合时宜的条款，

为残疾人就业打开一扇

窗。 上天给予了残障人士

的不幸， 我们就要给予他

们更多的关爱。

———北京青年报：《尽

量满足残障人士就业需求

应成常态》

术前充分沟通、 耐心

讲解， 如实告知患者手术

费用、 可能存在的手术风

险以及术后并发症， 本是

医生的义务。 即便术中确

实出现特殊情况， 医生也

应坚持治病救人在先的原

则。然而，极少数医生却在

手术台上临时增加项目，

甚至给患者开刀时“持刀

加价”。这种行为不但严重

损害患者身心健康， 扰乱

了正常医疗秩序， 更玷污

了白大褂的圣洁。

———新华社：《别让持

刀加价玷污了“白大褂”！》

◎

木木 辑

五一假期已进入尾

声， 返程高峰随之开启。

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预计， 4日与5日部分高速

公路将出现缓行拥堵情

况， 对于12处可能出现的

拥堵路段， 交警部门发布

了绕行指引， 并建议市民

错峰返程。

假期出游， 最闹心的

事莫过于“人在堵途”。

虽然交警部门为缓解拥堵

作出了很多努力， 但长假

期间， 高速拥堵仍然是普

遍现象。 发生拥堵， 固然

与车流量猛增有关， 但关

键的原因却不是车子的数

量， 而是开车人的肚量。

路堵， 很大程度上源于心

堵。

想想看， 高速路上没

有红绿灯， 为何堵车？ 原

因无外乎两个： 一是车辆

故障， 但这是极小概率；

二是交通事故， 比如追

尾、 剐蹭， 这是致堵的最

大原因。 追尾也好， 剐蹭

也罢， 归结起来还是违章

驾驶或不文明驾驶所致。

不得不承认， 日常驾

驶中， 司机随意加塞、 互

不礼让、 斗气超车、 压实

线等行为， 是比较多见

的。 这些不文明行为， 会

明显影响交通秩序， 还有

可能导致车辆摩擦或交通

事故。 比如， 个别司机违

章超车或开斗气车， 导致

交通事故， 就会影响后面

车辆的行驶， 当车流速度

慢下来， 负面情绪就会传

导给其他司机， 如果后面

司机随意变道、 加塞， 必

然是“欲速则不达”， 从

而导致恶性循环， 加剧拥

堵。

市区道路拥堵的原理

也一样。 按照中医理论，

“痛则不通， 通则不痛”，

只要经脉中没有堵点， 就

不会发痛。 道路拥堵， 是

因为有堵点。 堵点来自哪

里？ 排除施工、 等红灯的

不可抗力， 堵点几乎全都

来自车辆之间的摩擦或交

通事故。

日本东京 、 我国香

港， 都是车多路窄的大都

市， 但这两个城市却极少

出现堵车现象。 我印象比

较深的是， 2016年11月22

日， 日本福岛发生7.4级

地震， 新闻画面显示， 当

地居民紧急撤离时秩序井

然， 虽然车辆排成长龙，

行驶缓慢， 但没有一辆车

占用空空荡荡的反向车

道。 这是因为， 汽车文明

较早得到了普及， 司机的

驾驶素质整体较高。 经济

学家梁小民在 《汽车社

会》 中写道： “欧洲的马

路并不比中国的宽多少，

但交通秩序相当好， 几乎

没有我们这里常见的酒后

驾车、 违章行车、 抢道或

‘加塞’。 在没有红灯的地

方汽车总是礼让行人。 过

去我也曾为中国汽车太多

而发愁， 到了欧洲才知

道， 汽车多少无关紧要，

关键是有没有汽车文明。”

可见， 保障道路畅

通， 文明驾驶是关键性前

提。 提高自身修养， 摒弃

“路怒”， 不焦不躁天地

宽。 人人文明驾驶， 人人

受益， “人在堵途” 是可

以避免的。

◎

椿桦 本报评论员

五一长假，南海神·广州日

报号同信息时报号两只游船轮

流开办“珠水百年·水上茶居”航

班。游客可以同时体验到“叹茶”

同“游珠江”两大广州特色了。

寻日就有一位游客问我

话：“你哋广州有茶楼、茶居，以

前仲有二厘馆同茶寮。 呢几种

嘢有咩分别呢？ ”

话说好耐以前， 广州生活

比较贫穷， 劳苦大众要饮茶就

只能帮衬“茶寮”，一台一凳一

碗茶，有啲甚至无得坐，设施相

当简陋。

斋饮茶就好容易肚饿。 如

果想食嘢又点办呢？于是，有啲

老细就开始兼营抵食夹大件嘅

糕饼点心， 一盅两件， 二厘茶

钱，由此得名“二厘馆”。

再后来，生意做大咗，有人

就开始起楼经营。 穷人喺楼下

饮茶，有钱人就上楼品茗听曲。

由此“茶楼”应运而生。

茶楼之中， 茶居系相对雅

致嘅一种，比如陆羽居、天然居

就系其中代表。相传，康有为中

意去陶陶居打趸， 仲帮佢哋写

埋招牌添。所以，叫得做“居”嘅

地方通常都系“环境好、 点心

靓、招呼周到”。

时至今日， 茶楼同茶居嘅

区别已经好模糊了， 出品不相

伯仲，粤味同样浓厚。 连同“广

州饮茶”呢块金漆招牌一齐，继

续吸引住八方游客过来帮衬。

◎

梁倩薇 编辑

原来办不成事，群

众可以通过电话、 留言

簿等形式反映问题，但

时效性差。 如今，又有新

渠道了， 新华社记者在

河南、北京、江苏等地政

务服务中心采访了解

到， 多地设立“办不成

事” 反映窗口， 以破解

“门好进，脸好看，事难

办” 这一放管服改革的

“痛点”和“难点”（《新华

每日电讯》5 月 3 日）。

群众到政务中心办

理事项， 当然希望把事

办成。 但放眼当下，违反

既有规定“办不了”，缺

少关键材料“很难办”，

办事人员怕担责“不给

办” 等， 成了一些群众

“办不成事”的症结。 增

设“办不成事” 反映窗

口， 让办事不顺的群众

有路可寻、有人可帮、不

白跑路， 是政务服务精

细化的又一鲜活体现。

群众利益无小事。

以专门窗口应对、 兜底

“办不成的事”， 为群众

提供办事指引、 协调有

关部门给出解决路径

等， 可确保老百姓不扑

空， 有助于纾解他们办

不成事的消极情绪。 近

年来，从“接诉即办”到

“未诉先办 ”“容缺受

理”，再到“办不成事窗

口”， 诸多民生举措，都

显著提高了政务服务效

能， 增强了政务服务的

前瞻性。

“办不成事窗口 ”

虽小， 解决的却是民生

大事。 窗口单位要将好

事办好， 一方面要不断

把职责范围的事情做优

做全， 另一方面也要向

前一步， 加强主动性，

拓宽意见反映渠道， 了

解企业、 群众的需求及

建议， 主动问需于企、

问需于民。 此外， 还应

以开设“办不成事窗

口” 为契机， 想办事人

员所想、 急办事人员所

急， 破除阻碍企业、 群

众办成事的隐形壁垒，

尽可能让群众少遇到

“办不成的事”。 某种意

义上讲， “办不成事窗

口” 的利用率越低， 就

意味着“办不成事窗

口” 的贡献越大。

◎

孔德淇 媒体人

群众出游与消费意

愿的提升， 是疫情防控

形势向好的的最好证

明，

“‘五一 ’ 假期过半 ，

广东

150

家重点景区迎

客逾

755

万人次 ”

（《南

方日报》5 月 4 日），就体

现了这样的态势。

不过，安全出行、文

明旅游，还需老生常谈，

这既是保护他人， 也是

保护自己。 比如，

“清远

突 降 大 雨 旅 客 被 困 深

山 ， 连 山消 防 救 出

14

人 ”

（大洋网 5 月 4 日），

出现这样的情况， 旅客

受苦甚至有危险， 也让

消防官兵受累。 不管是

旅游还是登山， 务必事

先做好充分准备， 选择

安全线路。

当人们在享受悠闲

假期时， 还有一部分人

在岗位默默坚守。 比如，

“五一不放假，她们全天

24

小时待命 ”

（《信息时

报》5 月 4 日），讲的是广

州消防 119 接线员在坚

守；

“五一假期广州警察

不打烊 ！ 多个命案在逃

嫌疑人落网 ”

（《信息时

报》5 月 4 日），讲的是人

民警察一直在为社会平

安稳定做贡献。 为了减

轻这些坚守者的负担，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出

游时掌握必要的安全知

识， 听从工作人员的安

全引导， 不做威胁自身

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

为。 平时的生活工作中，

大家都能做到遵法守

纪，那么，社会就更加和

谐， 一线的安全守护者

也会更轻松。

有付出， 就会有回

报。

“

5

月起，广州献血者

持无偿献血优待证可免

费坐公共交通 ”

（南方网

5 月 3 日）， 乘坐公共交

通的费用不高， 但象征

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

无偿献血者来说， 免费

体现的是一种荣耀，是

应有的“特权”。 此举能

让献血志愿者感受到暖

意， 这种暖意会传导给

更多人， 从而激励更多

人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日前，一台特别的公交车

开进了广州市北京路步行

街———这是全市首台由公交

车改装而成的标准化新冠病

毒疫苗流动接种车，市民在这

里接种疫苗无需预约，只需一

张身份证，说打就打，这让不

少前去接种的市民直呼“太方

便”。 根据广州市各区疾控的

工作安排，未来各区居民或都

有机会享受到相关的流动接

种服务。

这样的场景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流动献血车，以及疫情

防控中一些地方将公交车改

装成核酸检测采样室。如果说

“采样公交车” 是一些地方疫

情防控中的应急之举， 那么

“疫苗公交车”则兼具了“全民

一起苗苗苗”的宣传普及与实

用功能。置于疫苗接种的推广

阶段，常态化配置“疫苗公交

车” 不只方便了民众接种疫

苗，也彰显了公共卫生事业的

公共属性。

众所周知，此前疫苗接种

多属于闭环管理，即以社区或

单位等为单元组织接种疫苗。

闭环管理的好处在于，尽最大

可能让满足接种条件的群体

尽快完成接种。 然而，社会的

多元化必定催生出多元需求，

闭环管理统一时间、 统一地

点、统一步调的性质，会影响

到一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节

奏，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

应。 此外，如果以工作单位为

单元组织接种，也会遗漏灵活

就业人员、 自由职业者等群

体。

有鉴于此，在疫苗接种闭

环管理的同时，需要寻求一种

开放式的形式予以补充，从而

让民众能够更为自由、方便地

接种疫苗。“疫苗公交车”正是

一种开放的形式。这种补充形

式深入到街头，较好调节了闭

环管理给一部分人带来的不

适感。

更重要的是， 当越来越多

的“疫苗公交车”开上街头，不

只是对疫苗接种的一种开放式

宣传， 还宣示着公共卫生事业

的公共性与兜底性。 公共卫生

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

区民众健康的公共事业， 本身

就需要科普与宣传， 从而汇聚

更多人的意愿与行动。 就如同

流动献血车让更多人加入到无

偿献血的队伍，“疫苗公交车”

对接种的推广价值不容小觑。

在某种程度上，“疫苗公

交车”实现了流动接种和异地

接种，在保证新冠病毒疫苗种

类齐全的情况下，甚至能够满

足第一针和第二针疫苗在不

同城市接种的需要，这让疫苗

接种更为方便，也能够有效提

高接种率。正因如此，“疫苗公

交车” 的做法具有推广价值，

当越来越多的城市街头出现

“疫苗公交车”，公共卫生事业

的各地联动就会更为顺畅。

◎

燕农 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