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拿到一份“红头文件”，你会把它从头到尾
地看完吗？对此，很多人说看不完，原因无他，
这些文件多数情况下干巴巴、不够生动形象，晦
涩难懂。

据河南日报 9月 13日报道，《河南省行政
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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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一出，引发网友热议，很多网友在拍手称赞的同
时，对“红头文件”的“白话版”充满了期待。

文件从桌面飞到田间

大河网网友“风华正帽”：政府制定文件，是

要指导工作的，如果文件太过晦涩难懂，基层干

部和群众都是一脸蒙圈，那想落实恐怕就难了。

政府文件都能有人给老百姓翻译翻译，让大家都

看得懂、用得上，才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狐狸糊涂：必须点赞啊，河南的这一规

定，是要对红头文件进行话语转换，从群众视角

出发，将“官话版”转化成“白话版”，尽力做到

“眼睛向下”，力求让文件精神从“纸上”飞到“田

间”，让红头文件真正红遍乡村田野，走进群众

的心里。

别让文件像博士论文

@可惜不是你：文件要出白话版，当然是

好事儿。不过追根溯源，文件在制定时就该接

地气、改文风。领导干部多下基层、深入群众，

就不会制定出如博士论文般的红头文件，想让

老百姓办事不迷糊需少些“博士论文”。

大河网网友“漫步”：我们现代提倡的文学

改良运动，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学上如

此，生活中亦应如此，可见话语转换的必要性。

反之，一些“红头文件”官腔太重，影响了传播效

果。高深莫测、古板生硬的语言，冰冷的让人难

以接近，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用得上才不会有信息差

大河网网友“不翼而飞”：文件要让大家看

明白，还要有实效。能为百姓办实事儿的文件，

下发的才有意义。有时作为政府文件必须要严

谨，难免看上去冗长一些，只要做好解释说明工

作，相信百姓一定会理解。想百姓之所想、急百

姓之所急，政府文件让老百姓看得懂才不会有

信息差。

@龙在江湖：很多时候，政府文件出台的初

衷是好的，可是很多老百姓不明白咋回事，不知

道里面透露的哪些信息对自己有用，造成众多信

息不对称的事情发生，近年来因信息不对称伤农

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政府文件接地气，老百

姓才会办事不迷糊，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才会高。

文件应权威 更要有效

针对《河南省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
办法》出台一事，9月19日，大河网记者采访了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

锁，他认为，个别省级行政机关过去出台的“红
头文件”，有一些确实存在着听不懂、信不过、难
执行的问题。他认为，文件应权威，更要有效，
这样才能真正造福人民。

听不懂。一些省级行政机关颁发的文件，整
篇都是复制或缩写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有关文
件，内容都是很宏观的话，没有本地的实际情况
分析，也没有结合本地实际的工作要求。群众
听了云里雾里，确实不知说的是哪里。

信不过。一些文件就是做做样子，中央说
了，地方不有所表现也不行，但是基本上不考虑
落实的问题。现在好多部门在做“十三五规
划”，做的时候煞有介事，但是心里都很清楚：

“规划规划，墙上一挂”。谁落实？谁检查？自
娱自乐罢了。

难执行。有的文件起草者文字水平低下，
行文很不严谨，给具体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严
重影响了工作进程。文件中的问题被指出后，
死要“官僚”面子，不修正错误，不解决问题，要
群众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样的文件实际上成了
群众办事的“拦路虎”。

张明锁说，从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到个别行
政机关存在的“官僚化”倾向与“懒政、怠政”问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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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或
解决这方面问题，若执行到位，可以有效提高政
府工作效率，提升政府公信力。

张明锁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所以
必须高度重视政策文件的起草、用语、解读和实
施，政策文件就是颁布党和政府政策和工作策
略的文章，一字千金，一定要一丝不苟地把它写
好，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并通过试行，再颁发实
施，这样才能保证政策文件的“针对性、科学性、
权威性和有效性”，文件应权威，更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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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一名女孩在郑州火车站丢了钱包，本以
为找不到了，没想到一名环卫工阿姨捡到钱
包后在风中等了她一个小时，钱包又回来了，
女孩感动得坐地而泣。9月19日零时12分，
@苏粉mpp发的两则微博引发许多大V转
发，很多网友说，把阿姨的善良传承下去就是
最好的回报。

@苏粉mpp在微博中说：今天在郑州火
车站赶车丢了钱包，我是幸运的。路边一个
黑黑瘦瘦的环卫阿姨问，妞妞，你在找什么
啊？我说，钱包掉了。她说你姓什么？我说
孟。阿姨用黑黑的手递给我陪我两年的小
黑。当时我整个人蒙掉了，阿姨的手凉凉的，
今天郑州风很大，她在冷风中等了我将近一
个小时。无法用言语感谢，想表示心意，阿姨
拒绝，不透露联系方式。希望让更多的人看
到这位善良可爱的人。我哭得稀里哗啦只是
因为觉得好幸运。谢谢阿姨，求转发。

很多网友在@苏粉mpp的微博下面跟评
说，善良的人都在做着朴实的工作！所以请
对身边做朴实工作的人多一些体谅，多一些
尊重。

@Clown的幸福生活:岁月的无情，生活
的艰辛，挡不住善良的心。扫大街不是下等
职业，希望全社会可以真正尊重这些平凡的
人。

@superper亮:首先，很感动，平凡的伟
大。其次，不要在马路上乱丢垃圾。曾经跟
一位环卫阿姨聊过，大冬天，他们四点就要起
床到马路上开始打扫卫生，最多的就是车主
从车窗扔出去的烟头，扫不出来就用手去捡，
很冷很冷的天。

在感动的同时，很多网友表示，这是一个
城市的善良，满满的都是“郑能量”，把阿姨的
善良传承下去就是最好的回报。

@ljf小飞:善良的人永远都是那么可敬。
@好男人都落单了:话不用多说，以后多

做好事儿，就是对这位阿姨最好的回报。

女孩钱包失而复得感动而泣，网友说——

传承善良就是最好回报

微博炉

□大河网记者 刘高雅

9月 15日，一则谴责游园不文明行为的
帖子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陈志成”三个字被
人以红色笔迹涂鸦的方式，涂在北京房山怪
石山景区的13处景观石上。之后，工作人员
用了一天时间清理13处涂鸦，尽管使用了50
公斤的稀料，不过还是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17日上午，在景区涂鸦的陈志成来到景区，清
洗涂鸦并公开致歉，称因年事已高想在山上
留念想才喷漆，并表示会将印记都清理干
净。此事在微博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有网友
评论称，“涂鸦好洗，‘心病’也要去！”

知错能改 切忌网络暴力

@鹰击长空：老人诚恳地出来认错道歉

了，尽管道歉修复不了被破坏的景观，但起码

认错态度是好的，不能不给犯错的人改过自

新的机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就

是好的开始，过度批判和网络暴力只会把他

越推越远。

@峭壁击碎者：致歉反省并主动对景区

进行修复，虽涂鸦行为不当，起码敢作敢当，

这比躲在屏幕后面吐槽、谩骂的键盘侠强多

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为犯错便对他人

人身攻击，难道不是错上加错？

严重破坏景区应法律制裁

@梦醒时分：素质堪忧，犯错的代价太

低，景区不文明行为才会层出不穷，除了纳入

征信、列入黑名单外，对景区造成严重破坏的

行为，建议考虑制定法律予以制裁。

@安广禄：对游客陋习说“不”！假如景

区在门口公示，依照法律规定，在景区涂鸦、

刻字等严重不文明行为是违法的，并列上相

关法律规定，是不是就可以从源头上扼杀这

样的行为？

涂鸦好洗“心病”也要去

@我爱我家：一天之内涂鸦 13 处景观，

携带的作案工具应该非常显眼，可悲的是，一

天之内，景区管理人员竟然没人发现，其他游

客也没人制止。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虽说

是主观故意，但也是客观纵容的结果，文明旅

游，人人有责。

@猫在森林：近年来，游客不文明行为比

比皆是，留念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刻上“到此

一游”真的是最好的留念方式吗？除了刷存

在感、惹人反感、破坏公共财产外，没有其他

任何意义，别让“到此一游”的纪念方式成为

无法治愈的毒瘤，涂鸦好洗，“心病”也要去！

双管齐下 莫让“奇石泣血”

9月 19日，记者采访了河南师范大学社
会事业学院教授张长伟。张长伟认为，景区
不文明行为屡现，是一种公共意识不足的表
现，根本原因在于对公共空间与私域空间的
行为界限分不清。私域空间使用权归自己，
但公共空间是属于大家的，在社会生活中，每
个个体都应养成公私有别的行为习惯。对于
这类造成严重后果的景区陋习，张教授认为，
应加强立法，从根源上遏制不文明行为滋生。

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叶珊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景区公共区域涂鸦的行为，
不仅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还违反了国家相
关规定。根据《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不文明
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游客若实
施了破坏公共设施、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文
物古迹等违反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的行为，造
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该行为应当被纳入“旅
游不文明行为记录”。陈志成在景区的众多
重要景点的醒目部位，用鲜艳的红色涂鸦材
料大肆涂写的行为，如果经旅游不文明行为
记录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会被纳入“旅游不
文明行为记录”向社会公布。

叶珊认为，在景区公共区域肆意涂鸦的
行为，体现了部分游客道德素质低、法律意识
淡薄。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不文明行为
的道德、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增设可行的监控
设施、加强巡逻，加大对于公共财产的保护力
度。当然，最重要的是道德约束和法律制裁
双管齐下，提高游客的自觉性，提升文明出行
意识，从根本上减少、杜绝该类“奇石泣血”行
为再次发生。

9月18日，大河网“大河网景”栏目发布了一组照片。五个在郑州铁路
系统工作的女生是同学也是闺蜜，为纪念相识16载，她们拍了一组穿婚纱
的闺蜜照。

当年的男同学看见这组闺蜜照不乐意了，各种羡慕嫉妒恨，扬言要拍
出大片风范，与美女们一争高下。其中四位男同学用扳手、斧头做道具，以
郑州郊区某处废旧工厂为背景，自己做衣服，用“三脚架”友情客串摄影师，
一直拍到相机没电才罢手。他们叫自己“铁路汉子”，要拿这组照片与“五
闺蜜”争锋。

9月19日，这组“铁汉子”的照片在“大河网景”发布。这两组照片发布
后，引发众多网友围观，有网友点赞表示，耍酷玩浪漫，“铁汉子”可媲美“铁
娘子”。大河网记者 刘高雅 整理

河南出台办法，“红头文件”要有“白话版”。网友点赞——

文件接地气 办事不迷糊

专家解读

涂红北京景区13处景观的陈志成道歉并清洗涂
鸦。网友热议——

涂鸦好洗“心病”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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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西工区四项措施整改校园存在
的安全隐患，确保学生安全。 一是成立校
园安全隐患排查组，加强对各校校舍、学生
宿舍、学校食堂、消防设施等方面的安全隐
患排查。二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落实各项
安全保卫职责、制度，强化门卫、值班及校内

安全巡逻等工作。三是采取强有力措施，推
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进校园活动，加强对师
生及店铺环境卫生意识的教育引导。四是
要求各校认真上好“开学安全教育第一课”，
进行道路交通安全、饮食卫生安全等方面的
教育。 （蒋衡）

洛阳嵩县大章镇创新非煤矿山领域废
弃硐监管新方式，把公安系统的电子巡检
模式运用到非煤矿山领域的废弃硐检查
上，效果显著。由于黄金价格攀升，近几年
常出现非法“洗坡洗硐”、通过废弃硐盗采
黄金资源等非法行为，由此造成的人员伤

亡也时有发生。大章镇政府为确保全镇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年购置了电子巡检仪，
实行行政村、企业双向巡检，每季度轮巡一
遍，并制定量化考核制度，根据巡检结果给
予巡检人员奖励，有效遏制了非法违法行
为的发生。 （恩平）

为确保校园安全用电，近日，国网社旗
县供电公司组织精兵强将对全县中、小学
校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学校变
压器、配电室等供电设施及学校内教室、宿
舍、食堂、计算机房等用电线路设备进行了
仔细检查。同时，针对校园用电特点及校

园安全用电注意事项，该公司在学校门口、
走廊、宿舍醒目位置张贴《安全用电常识》
《安全用电宣传手册》等资料，教育和引导
师生提高安全用电意识，营造良好安全用
电氛围。此次排查共消除隐患 27处，更换
变压器6台。 （刘哲）

为保障中秋节期间的安全管理，杜绝不安全因素，确保安全无
隐患，保证在押人员在看守所过一个安定、和谐的节日，9月14日,
新乡卫河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郭建林带领部分干警联合市看守所
干警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此次检查，一是对看守所内监室的门
窗、铺板、放风场护栏、室内宣传栏板以及对在押人员的衣物、被褥
等是否藏有可供行凶、脱逃、自杀的危险物品和违禁物品进行检查；
二是卫生检查，清除监室存留得过多衣物，并将多余衣服编号存放
仓库集体保管；三是清查食品生产日期和质量，确保安全无隐患；四
是与在押人员谈话，及时掌握监室在押人员思想动态。检查结束，
郭建林副检察长在总结会上对市看守所安全监管工作责任意识
强，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始终将安全监管工作视为工作的生命线，
注重对在押人员的思想、法律政策教育工作，对发现问题及时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给予肯定。通过此次节前安全检查，排查了监室不
安全因素，全面掌握了在押人员的思想动态,做到了心中有数,确
保中秋节期间看守所安全稳定。同时,对存在的安防设施、食品问
题,提出了纠正意见和建议,看守所及时进行了落实。市监管支队
支队长王全新、市看守所所长要宇新全程参与检查。 （任会志）

卫河检察院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

洛阳西工区把好开学安全关

确保校园安全用电无忧

创新非煤矿山领域废弃硐监管新方式

为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
力度，近日，南阳市宛城区司法局开
展社区矫正工作自查活动。一是强
化思想意识，重视自查活动。对在册
的 350名社区服刑人员的工作档案
进行逐一梳理，查漏补缺，与社区服
刑人员登记的基本信息进行核对。

二是强化责任意识，重视严格执法。
加强监管稳控，对社会调查评估、接
收、监管、教育等环节的执法行为进
行检查。三是强化忧患意识，重视查
补细节。对社区矫正管理的日常工
作台账及社区服刑人员工作档案进
行全面整理。 （杨长阁）

近期，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创
新网络宣传载体，有效利用互联网
资源，构建廉政文化宣传新格局。
通过信息交流平台，组建了“廉政
信息交流群”，广大纪检监察干部
群策群力，形成了廉政文化网上宣
传团队，拓展了廉政文化宣传报道
的思路；通过电子显示屏连续播放
系列廉政宣传口号，营造了风清气

正、倡廉知耻的社会舆论氛围；将
形式多样的预防职务犯罪、倡廉防
腐画面制作成“廉政屏保”程序，安
装到每一位党员干部的手机；通过
发送廉政短信，使廉政文化信息随
身携带，尤其是重大节日和换届期
间，提醒村级以上党员干部严明纪
律规矩，风清气正过廉“节”。

（于清利）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自查活动

创新载体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