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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麻痹点往往是百姓痛点

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据 9 月 13 日《大河报》报道，只

因设计时对车流量预估不足，九股

车道急变四股，郑州陇海路—中州

大道互通式立交桥附近经常堵成

“停车场”，过往车辆走这一公里的

路程，常常要用半个小时。

据 9 月 13 日《河南商报》报道，

只因忽略了监管，围着小学校的黑

午托班便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午托

班没相关证件，教师也没证，甚至暗

访记者应聘时连身份证都不用出示

就能当上午托教师；小学生 30 人挤

在 120 平方米的房间内，却没有消

防设备；午托班厨房内看着干净，可

那消毒柜成了摆设，记者暗访期间

没见开过……不难想象，如果午托

教师队伍中混进个坏人，如果有了

火灾，或者简单到因为没有消毒，学

生们交叉感染上疾病，不知会让多

少家庭备受煎熬，会给多少家庭带

来难以挽回的伤痛！

政府部门工作中任何一个麻痹

点，都可能成为老百姓的痛点。不

可否认，无论是道路交通建设，还是

学校教育提升、安全设施建设，地方

政府和相关部门都付出了巨大努

力，也取得了巨大成效，让百姓收获

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但问题是，

公共服务若有一处做不好，就有可

能给百姓造成困扰，甚至是灾难性

的痛苦。就像畅通的陇海高架桥、

中州大道，走在上面顺畅惬意，可只

有那么一小段的“肠梗阻”，就让顺

畅变成了拥堵，本来很气派、很现代

的民生工程，就因为那么一点瑕疵，

显得不那么尽善尽美。

当然也不可否认，世上没有绝

对完美的事情，工作中不可能做到

完全没有瑕疵，但问题是，相关部

门工作时，有没有提振精神，强化

责任，避免疏忽，杜绝麻痹？像陇

海路—中州大道互通式立交桥的

交通拥堵，是设计时对郑州车流量

估计不足，可郑州车流量多少，本

来就应该是设计时重点考虑的因

素。对午托班的监管，更是明显的

责任缺失，对小学生所面临的安全

隐患视而不见、麻痹麻木。新闻记

者能想到，能前去暗访，监管部门

为何没有想到，没去暗访，没去依

法整治？难道非得等到出了问题，

才能引起警觉吗？

古人说：“智者不必仁，而仁者

则必智。”这话里就有个责任心的问

题 ，有 个 责 任 心 激 发 出 的 能 力 问

题。有百姓冷暖常在心的责任感，

才能千方百计预防、解决干扰百姓

正常生活的问题。交通设计，涉及

方方面面，要尽善尽美确实有困难；

午托班隐藏在居民区，小且散，难监

管，也是现实问题。但如果心里想

着百姓，想着自己的一丝懈怠就有

可能给社会造成巨大困扰和损失，

就会想尽办法来解决。“山不碍路，

路必通山”。社会在发展，新问题会

不断出现，真正把责任担在肩上，才

能摒弃疏忽和麻痹，有针对性地提

出解决办法，让百姓少些痛点，多些

幸福点。7

□冯军福

来到当地交警执法窗口办理

业务，没想到竟遭遇两名工作人员

吹胡子瞪眼，不仅说话不中听，工

作态度还很不耐烦。当事人尹先

生心里窝火，一怒之下将办事人员

的不当行为拍摄成视频，并上网曝

光……这是前不久在河北衡水上

演的警民关系一幕。一便衣民警

在火锅店抓获嫌犯后，并没有急着

离开，反而站在餐厅中间，对着受

到惊扰的食客双手抱拳：对不起，

打扰大家就餐了。道歉视频发布

到网上，赢来的是众人的理解和喝

彩……这是近日在重庆被广为传

颂的另一番警民关系景象。

同为政府工作人员，交警因服

务不到位挨批，民警则因执法有礼

获赞，两相对比，高下立分。一个

“爱答不理”，伤害了警民关系；一句

“对不起”，则拉近了执法者与普通

民众的心理距离。为何一个冷漠小

表情，就遭来网友围观唾弃？因为

这样的冷漠你我在现实中都不止一

次遭遇。为何一个拱手小举动，就

引来众人鼓掌喝彩？恰恰在于民警

这一“自选动作”很走心、很暖人，满

足了人们对文明执法的殷切期待。

而期待缘于缺失。现实中，并

非所有执法人员都像重庆这位警

察“彬彬有礼”。暴力执法，甚至强

行抢、摔围观者手机，这样的案例

在我们身边并不稀奇。前几年，笔

者还是某报社实习生的时候，曾跟

随当地城管大队去街头执法。不

巧，遇见一店主将冰箱放到了自家

店门口，涉嫌占道经营。双方一言

不合，一边执意强行将冰箱拖走，

一边则呼天抢地不愿放手，场面顿

时大乱。推搡拉扯过程中，愤怒的

老板娘竟将“利口”咬向了其中一

名城管。虽时隔多年，但双方争执

时的剑拔弩张，和那几道冒着鲜血

的齿痕，笔者至今记忆犹新。

执 法 过 程 中 ，能 不 能 少 点 蛮

横、抖威风，多点理解和文明？从

小处讲，这事关执法人员自身形

象；从大处说，这有助警民、干群和

谐共处。当然，促进执法文明、重

塑警民关系，还必须要有硬约束、

铁杠杠。今年 7 月 26 日，公安部在

执法规范细则中明确提出，民警执

法时，在不影响正常执法的前提

下，要自觉接受监督，习惯在“镜

头”下执法，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

摄。这从制度上提高了执法的“可

见度”，让权力得以在“聚光灯”下

规范行使。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

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面对镜

头，有的人依旧吆五喝六，而有的

人却敢直面应对，差别还在于“心”

的转变，这不仅取决于民警的个人

素质，而有赖于工作作风的转变。

须知，只有放下特权的高架子，才

会赢得人前好面子。但愿我们今

后在围观的路上，能拍到更多的

“走心”之举、“暖人”之举。7

据9月13日《华商报》报道，西安市的郑师傅最近遇上了一个让他尴
尬的证明，受外伤住院已花费3000余元，但因无法证明自己弄伤自己，医
药费报销成难题。7 图/闵汝明

政府工作中任何一

个麻痹点，都可能成为

老百姓的痛点。公共服

务若有一处做不好，就

有可能给百姓造成困扰。

日前，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河南省行政

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要求省级行政机

关出台的“红头文件”，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

读，让群众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见 9月 12
日《河南日报》）

有这样一则笑话：深夜一男人惊呼，吾妻，汝

夫为毒虫所袭，速掌灯。连说几遍，妻子都没理

睬。男人疼得大叫：老婆子，快点灯，我被蝎子蜇

了！女人这才听懂。看似是则笑话，实则发人深

思：高深莫测、古板生硬的语言影响传播效果，通

俗易懂、直白淳朴的交流才会立竿见影。现在的

不少“红头文件”官腔太重，像“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加强领导”之类的词语太多，对于身居“最后一

公里”的基层民众来讲，就好比鲁迅评价孔乙己时

说的——“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用老百姓不爱听的话来宣传大政方针，不仅直接

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也会损伤政策的严

谨性和权威性。

将“官话”翻译成“地方话”，将“公文”释义为

“白话文”，是贴近群众、关注民情、顺应民意的举

措，这种“接地气式”的政策解读，不但值得我们点

赞叫好，更应该推广学习。3

（焦风光）

为“白话版”
红头文件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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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

郑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中国高铁运

营里程突破 2 万公里。（见9月12日新华网）
郑徐高铁之所以成为舆论场里的“网红”，也

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惠及沿线城市发展，也不仅

仅是因为“一极三圈八轴带”将承载起中原崛起的

瑰丽想象，或者更在于它激发了区域间的“同城效

应”。高密度的高铁网络，在人口流动频繁、资源

要素整合加快的今天，让不同城市群的相邻城市

间，成为时空上的“同城”，城市与城市之间来往更

为频繁，经贸更为顺畅。

郑徐高铁一开跑，千里之外的城市，也如在

“同城”，远路的亲戚更近了，远方的图景清晰了。

速度是高铁的“颜值”，质量是高铁的“气质”，处处

都是枢纽之城、路网之城，整个中国在高铁网络中

如折叠世界般眨眼可达，“同城梦”就成了中国梦

振翅高飞的那双翅膀。7 （何双江）

2万公里高铁
激发同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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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省医重振眼科发展格局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省眼科研究所）服务百姓展新姿

（上接第一版）不管是常见的眼疾，还
是罕见的疑难重症，在河南省立眼科
医院都能得到权威的诊治。目前常规
开展各种眼角膜移植、眼表重建、角膜
和晶体屈光手术的角膜病专业组已完
成角膜移植13000多例。

跨入新的发展时期，省立眼科医
院又从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院、中
山眼科中心以及美国密苏里大学引进
优秀人才，邀请知名眼底外科专家宋
宗明、视网膜及黄斑病专家金学民、眼
电生理专家雷博等专家学者来到眼科
医院工作，并积极引进多个知名眼科
团队，进一步推动了医院学术实力、诊
疗能力和科研能力的综合提升。

二、设置一流眼科专业中心

截至目前，省立眼科医院拥有多
个细致明确的专业科室，包括角膜病
科、玻璃体视网膜病科、眼外伤科、白
内障科、青光眼科、神经眼科、眼底内
科、葡萄膜病科、泪器病科、小儿眼科、
眼整形科、眼眶及眼肿瘤科、中医眼
科、低视力与屈光手术科、视光学中心
在内的多个专业科室比翼齐飞。

这些专业在省内外都享有盛誉：
Levine Spring眼睑植入术填补国内
空白、Boston人工角膜移植达国际先
进水平，开展的计算机辅助个体化三
维立体塑形钛网植入复杂眼眶骨折矫
形术填补了省内空白，药理及药剂研
究居于国内领先地位，设立在该院的
河南省角膜病重点实验室为全省首家
医学重点实验室。厚重的积淀，让它
们成为了实至名归的省内外眼科专业

“金品牌”。

三、创造一流优美服务环境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作为特色鲜
明的医院，无处不充满着爱眼、护眼的
浓厚氛围。在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大楼
外立面，有一个富有寓意的标志，这是
以眼睛的英文名称“EYE”中的首写字
母“E”作为创作核心元素，通过8个E

的交叉与重叠，并融入汉字篆书的
“中”字造型，象征中国与中原之意；造
型中还包含了阿拉伯数字“1”，寓意着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立足中原，打造中
国一流眼科医院的美好愿景。红蓝绿
三色相互辉映，宛如一幅立体视力表，
寓意省立眼科医院医护人员力争以一
流的医疗技术为患者打开一个色彩斑
斓的世界。

创意不仅在大楼外侧，走进宽敞
明亮的省立眼科医院一楼大厅，主墙
的光槽寓意光明，两侧覆盖玻璃的细
木条则是象征对视力的保护；绿植贯
通各个楼层，候诊区更是广泛运用温
润的圆弧，给人们以放松舒适的视觉
享受。

四、配置一流国际领先设备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临床部拥有
一系列国际一流的设备，如：超声生
物显微镜（UBM）、光学相干断层扫
描仪（时域OCT）、眼前后段光学相干
断层扫描仪（频域OCT）、激光共焦显
微镜、角膜内皮细胞分析仪、角膜地
形图检查仪、FFA 和 ICG 造影仪、泪

膜分析仪、视神经纤维分析仪、多焦
电生理仪、进口自动视野计、准分子
激光治疗仪、YAG 激光及多波长氪
激光治疗仪、综合验光仪等。同时，
基础研究部还拥有国际先进的研究
设备 50 余台，包括双光子激光共聚
焦显微镜、活细胞工作站、激光扫描
共聚焦显微系统、多功能微孔板测定
仪、德国蔡司荧光体式显微镜、荧光
实时定量PCR检测仪、超微量蛋白分
析仪、激光显微切割捕获系统、美国
沃特斯 HPLC/Quattro PremierX高
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统等高端设
备，在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专科服务
的同时，也给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
有力保证。

五、引进一流国际眼科品牌

位于一楼的蔡司优视力中心，是
以精准而享誉盛名的德国百年品牌德
国蔡司集团与河南省人民医院开展战
略合作打造的一家世界顶级视光学中
心。与传统视光学中心不同，这里配
备有高端的蔡司全自动验光仪和配镜
系统，所有设备都是高智能、高自动

化，专家手中的平板电脑可以掌控所
有的灯光、仪器和设备，甚至连窗帘的
开合都可以一键操控。该中心集电脑
验光、角膜曲率、角膜地形图、波前像
差四项测量于一身，能够精准测量眼
睛视力，快速捕获个人配试参数，对镜
架和镜片进行精确设计，并将在角膜
和眼底测得的“4万个点”的参数，通过

“专网专线”同步上传至德国蔡司数据
库，再由德国专家精密设计加工，让镜
片成为独一无二的个性化产品。在蔡
司 手 术 显 微 镜 室 ，Lumera T 、
Lumera 700 和 RESIGHT 700 等国
际一流的高端设备成为“镇室之宝”，
使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在临床、科研和
教学领域如虎添翼。

六、打造一流眼科医院管理模式

目前，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在河南
省人民医院领导下进行相对独立运
行。为了提升管理效能，将逐步探索
并引入现代职业化医院管理模式，如
引进职业化经理人等对医院进行企
业化管理，让优秀管理者服务医院发
展，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加强国际、
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邀请美国、日
本、韩国、瑞典等多个国家的眼科专
家来院进行学术交流、讲学和实验技
术指导，全方位落实与美国南加州大

学Keck医学院Doheny眼科研究所、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签订的长期合作
协议，选派年轻、高学历的学科带头
人赴美国留学，为医院在眼科研究领
域走向世界搭建平台。同时，医院将
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做好基层医院眼
科专业人才培养和医务人员的继续
教育，通过举办眼科医师进修班等形
式，让更多基层眼科医师具备更高的
技术水平和专业素养，更好地服务中
原百姓。

七、凝练一流百年省医人文情怀

走进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一楼宽敞
明亮的大厅，幽雅的环境、便捷的流
程、热情的服务，浓浓的人文情怀扑面
而来。在“日间病房”，患者可以在24
小时内完成入院、检查、手术和出院等
所有流程，极大地节约了时间和费用，
为白内障等手术患者切实提供了方便
和快捷；在患者休息区，一架三角钢琴
触动了所有人的听觉；坐在旁边的“咖
啡吧”，捧上一杯现磨咖啡，聆听着经
典的钢琴曲目，焦躁的情绪不知不觉
就会消散无形；儿童门诊的设置更是
令人眼前一亮：米黄色的主色调，充满
童趣的装修，再配上绿色的点缀和椭
圆形几何图案，完全契合孩子天真烂
漫的性格。

不仅门诊的设置充满人性化，在
住院部还专门设置了儿童病房和老年
病房。走进儿童病房，充满童趣的背
景墙和卡通标识标牌映入眼帘；儿童
棉被、儿童座椅，病床护栏，既温馨又
安全，床头甚至还设置了可移动小桌
板，供孩子们伏案画画。老年病房则
以白色的主色调搭配自然木纹的淡黄
色，给人以宁静、典雅的感觉，不仅如
此，这里每一把座椅都是根据人体生
理弯曲设计而成，舒适得体。

与此同时，病房里的护士站信息
管理系统也是一大亮点，大大的触摸
屏涵盖了管床医生、手术时间等信息，
不仅能为医务人员提供方便，也可以
让患者家属随时了解手术进程，避免
了在手术区焦急的等待。

立足新起点，推动新跨越。站在
新的历史机遇期，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将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技术优势、科研
优势、品牌优势、区位优势，以人为本，
整合资源，开拓创新，务实发展，把河
南省立眼科医院建设成为诊疗能力最
好、专家队伍最强、医疗设备最优、服
务水平最高、学科特色最明显、科技创
新最具优势、国际交流最活跃的高端
专科医院，在播撒光明的道路上继续
砥砺前行，为推动我省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本版图片均为田利明摄）

河南省人民医院领导看望眼科术后患者。

装备精良的手术室。 幽雅舒适的患者休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