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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柳拂堤醉浐灞
浐灞是西安最大的湿地公园，

水面浩淼、植被丰富、空
气清新，常有白鹭展翅、
水鸟掠波，是难得的野趣
体验地。走在湿地公园的
绿荫小道上，瞬间就融入
到大自然的怀抱。嫩嫩的
枝芽，蓝蓝的天空都是大
自然给我们的恩赐。

在 浐 灞 国 家 湿 地 公
园，水草海鸟连成一幅美

景，它的面积是大明宫的两倍，无
论是人工建设还是整体规划，都
让人眼前一亮。

曲江最美“后花园”
作为西安的“后花园”，曲江无疑

是市区踏青首选地。北广场的
音乐喷泉、芙蓉园的唐韵水景、
唐城墙公园的诗情绿意、千亩南
湖的潋滟流波……不仅环境好，
关键吃喝玩乐选择多。

春色满园关不住，最是芙蓉
四月天。漫步在古色古香的大
唐芙蓉园中，抬眼间尽是牡丹
与红墙黛瓦的融合，分分钟让
你徜徉在历史与花儿的海洋

中。如果等不住牡丹花开，三月下
旬，一簇簇樱花，令人目不暇接，顷刻
间就能感受春日里的浪漫。 □ 刘畅

城市“绿肺”大明宫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在大明宫

国家遗址公园，迎春花早已吹响
报春的号角，一丛丛金黄色的迎
春花在不知不觉间悄然开放，吐
露出朵朵嫩黄的小花，仿佛向人
们诉说着春天的消息。在遗址
公园里，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
客，不但可以感受到春的气息，
还可以畅享天然氧吧。

对于风筝爱好者来说，空旷
的场地是最佳选择。在这里，不

仅可以充分利用园区空旷的有利环
境，走跑蹲移，感受无障碍放飞，还可
以观赏大明宫的建筑群胜景。

吟风划船汉城湖
汉城湖是西安仅次于南湖的第

二大人工湖。汉城湖景区由七
个功能分区组成，分别为：封禅
天下、霸城溢彩、汉桥水镇、角
楼叠翠、御景覆盎、流光伴晚和
安门盛世。

除此之外，还可以乘观光
车游览风景区，沿途设立了多
处乘车站点，让西汉的烟尘、东
汉的风洗去现实生活中的疲
倦，承载着梦想穿梭于曲折蜿蜒

的林间小道，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
丝毫差异的风声鸟语，柳暗花明，低
头望去，一幅优美长卷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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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车站安检口，旅客排成长队；医院
挂号口、取药口，患者、家属摩肩接踵；银行网
点窗口、水电气交费口，市民列队翘首……在

“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的当下，与“马上就
办”“只跑一次”等政府办事方式相比，一些公
共服务行业却“风光依旧”：“开半扇门、关半
扇门”，开一半窗口，关一半窗口，让前来办事
的群众止步于“一米线”前。

“半扇门”外
一米之距“特熬心”

晚上 12点，东部省会城市一家儿科医院
内，就诊患者已排到 400多位，候诊大厅挤满
了患儿和家长，但医院只有 2 名夜班医生接
诊，不少就诊通道并未开启。虽然每隔三五
分钟就叫一个号，但后续赶来的患儿和家长
使得候诊队伍不断加长。

正在排队的患儿家长王林，多次在夜间
带孩子来这里看病。“排两三个小时的队，打
完针就清晨四五点了。”他说，看病几分钟、
排队两小时，反差太大。孩子一发烧、腹泻，
家长难免心急，家长和导医人员争吵的情形
时有出现。

一边是群众排长队，一边是服务能力闲
置，群众办事被挡在“一米线”外。记者调查
发现，在一些大中城市，公立医院、水电燃气
公司、火车站、大银行等身负公共服务职责的
窗口，“开半扇门、关半扇门”现象普遍存在。

在北京某高铁站一进站口，春运前夕的
候车乘客挤满了隔离栏列成的“九曲十八
弯”，等待安检长队中的旅客熙熙攘攘。而旁
边封闭的安检通道上，两台安检设备闲置。
人流队伍日渐拥挤，有旅客因为等待不及，急
于进站，与安检人员发生争执。

在淄博市一家通信营业大厅，记者看到，
5个普通服务窗口只开放了3个。记者领取一
张服务凭条，上面显示前面有 19 人正在等
候。1个多小时的等待后，2个没打开的窗口
始终紧闭。随着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越来越
多，大厅等候区变得人满为患。

更让办事群众不满的是，一些窗口明明
有工作人员，却用“暂停服务”将排队等候办
事的群众晾在一边。东部某省会城市市民朱
女士告诉记者，前不久，自己去自来水公司交
水费，服务大厅4个窗口只开了1个，2个窗口
后面明明坐着人，却不开放。她上前询问，被
对方告知“暂时有事，去旁边窗口交费”，结果
足足等了40分钟。

只顾自家降成本
却把成本转嫁到群众身上

明明有足够的服务能力，为何一些公共
服务机构只开“半扇门”而任由群众排长队？

记者采访了解到，多数公共服务机构的
窗口总数是基于最大业务量规划，具体打开
多少需要根据办事群众的人数进行调整。
但一些服务机构出于成本等因素考虑，没有
及时调整，造成“顾客盈门”的现象。

一名在火车站负责安检的工作人员坦
言，火车站的安检通道只有春运等客流高峰

期才会“开足马力”，平时“按需开启”。他
说，国内不少火车站已将安检业务外包，开
一个安检通道就得增加五六名工作人员，承
包公司为节约成本会尽量少开安检通道。

医院等机构同样着重考虑成本等因素。
有医院急诊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后半夜无
人就诊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医院安排急诊
医生数量较少。如果哪天患者突然较多，就
很可能出现排长队的现象。

在智能化时代，一些城市的铁路和高速
交通、医疗、水、电、暖气、手机话费等领域
的交费业务，已可通过支付宝等软件实现，
无需群众专门跑路。然而，仍有一些地方的
公共服务机构逆潮流而动，客观上加大了群
众的办事成本。

如一些城市的燃气公司近年推行“插
卡”式燃气表，客户交费大多需要前往服务
网点排队等待。有业内人士透露，使用“插
卡”式燃气表之后，能将“后付费”变成“预付
费”，企业财务成本明显降低，但用户服务改
善不大。

公共服务窗口“半扇门”导致的效率低
下、群众强烈不满等问题，曾引发一些主管
部门的关注。银行、医院、铁路等行业主管
部门曾出台规范性或引导性文件，但落实的
效果与公众期待相去较远。

中国质量协会 2017 年 6 月发布的一份
调查报告显示，银行营业厅排队等候时间长
是近几年客户反映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问
题。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13 个样本城市，
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仍是目前营业厅服

务的最大痛点，各银行表
现普遍不佳。

引入竞争
提速公共服务改革
公共服务行业关系百

姓日常生活，关乎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获得感。随
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越
来越多的公共服务面向
社会开放。在市场大潮
中，这些部门应接受群众
更高标准的检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一些专家认
为，当下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更应紧密结合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群众更美好的生活需要
为导向，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尚重生等专家表示，社会公共服务部
门应当从源头进行改革，树立以市场为导向
的改革方向，才能提高服务水平。

“不能完全寄望于这些部门的‘自我革
命’来改善服务质量，还必须有来自外界的
压力。”尚重生建议，政府部门应当创造条
件引入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打破少数垄断
和地方保护，在市场竞争中让服务意识落
后、服务质量低下的公共服务机构主动转

型，满足群众需求。
同时，政府也应提高对公益类窗口机

构的监督水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说，公共服务窗口的服务质量如何，政府部
门作为社会服务购买者、委托人和监管主
体，必须进行严格监督，解决群众深恶痛绝
的作风问题。

专家认为，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简政放
权的继续深化，将有越来越多的面向公众
的职能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实现。
只有加快改革进程，真正完全打开“一扇
门”，才能让群众感受到优质公共服务的

“一片天”。 □ 余孝忠 席敏 陈灏 邵鲁文

任你门前排长龙 半闭窗口就不开
——公共服务“半扇门”现象调查

在火车站安检口在火车站安检口，，排起的长龙和闲置的安检通道形成鲜明对比排起的长龙和闲置的安检通道形成鲜明对比

“神仙打架”的低级错误不是早该避免
吗？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不是本该同心
协力、协同推进吗？

烧饼是各地干部群众的家常美食，但
如果基层治理“翻”起了“烧饼”，就让人实
在吃不消了。《半月谈》杂志近日报道，一些
多部门交叉施政的领域存在决策“翻烧饼”
现象。部门之间“神仙打架”，基层成了“角
力场”，让基层干部做工作左右为难，基层
群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报道提到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中部
一农业大县规划了一个“农光互补”的光伏
农业一体化项目，能够带来多赢，乡镇很快
建起来了，一切符合预期。可当收益即将
装进群众腰包时，县国土部门称该项目建
在了基本农田上，必须限期整改。乡镇干
部尽管很委屈——当初反复征求了上级意
见，但不得不陆陆续续拆掉。此情此景，让
人想起一句俗话“崽卖爷田不心疼”。可悲
的是，类似现象绝非孤例。

规定或决策“神仙打架”，“土”政策与
惠民策互为“矛”“盾”，结果是，乡镇干部遭
罪，基层民众遭殃，这样的乱象究竟有多
少，实难统计。但可确定，这种现象有百害
而无一利，且不说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政
府公信力也会流失。

“神仙打架，凡人受伤”，板子应该打在
谁身上？以上文提到的“农光互补”项目为
例，县国土部门称大棚项目建在基本农田
上，是破坏耕地保护“红线”的行为，绝非故
意找茬，而是持之有据。如果他们容忍这
种行为，则涉嫌不作为。因此，上头“神仙
打架”，下头“左右挨骂”，谁都委屈，谁都振
振有词，谁都可以找到推卸责任的借口，只
留下缺乏话语权的民众为此埋单。

何以破解“神仙打架”？相关人士开出
了药方：法规要理清，权责要对等。换言
之，一方面应该进一步规范政策、法规的制定流程，把依
法行政落到实处。另一方面需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让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权责对等，从制度上强化部门联动
的责任和意识。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遵循这样的

“劝架”之道，方可规避类似的打架现象。
问题是，“神仙打架”的低级错误不是早该避免吗？

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不是本该同心协力、协同推进
吗？当前，协同治理已是热词。比如，中央深改小组会议
曾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
注意协同。”改革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

有学者研究发现，协同工作也是国际惯例，其直接目
标即消解部门分割的碎片化管理困境，通过组织重构、预
算整合、政策目标分享、信息共享等途径，来提高公共决
策的质量。因信息不畅、各自为政而导致资源浪费、公帑
靡费，实在让人痛惜。

其实，像基层中“农光互补”项目被拆的悲剧，完全可
以避免。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
定》规定，市县政府行政决策应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
度，还应进行合法性审查，坚持集体决定，以及建立实施
情况后评价制度。哪怕在项目动工前，当地国土部门能
够介入，也能减少无谓损失了。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去年中央印
发的《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凡属
本机关重大事项，应当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
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领导班
子成员应当根据集体决定和分工，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切
实履行职责。”“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般应当经过调查研
究、征求意见、专业评估、合法合规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
等程序。”无论党的机关还是政府部门，都有责任恪尽职守，
真正为民众福祉着想，而不是让人背锅或当甩手掌柜。

俗话说：“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垮
台。”事关公共利益，职能部门多一些补台意识，少一些拆
台思维，将协同治理落实到位，势必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

“神仙打架”现象。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
使，既有政绩，带来“存在感”，又让民众受益，赢得好评，
何乐而不为？ □ 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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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3 月 25 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省合
唱协会承办的“唱响新时代，迈向新征
程”2018陕西省职工群众新春合唱音乐
会在西安人民剧院举行。来自全省 14
家合唱团 1000 多名演员参加演出。这
是陕西省总工会为繁荣职工文化不断
丰富和满足广大职工群众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美好向往，充分展示全省工人阶
级唱响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时代风
采，秉承“职工文化群众化，群众文化精
品化”理念的一次尝试。这是陕西合唱
艺术最高水准的一场音乐盛宴。

西安人民剧院，以其悠久的历史和
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成为西安这个城市
的文化符号。国内外重要艺术团体来陕
演出，都在这里举行，它是西北乃至全国
很有影响的文化殿堂。省总工会将合唱
音乐会安排在这里举行，就是要让职工
群众文化走进高雅艺术的文化殿堂。

参加演出的 14家合唱团，有西北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安大学等大
学合唱团，有长安八音合唱团、西安人
民剧院合唱团等专业合唱团，还有陕西
知音合唱团、西安学友合唱团等群众自
发组建的合唱团，还有测绘局、西电集
团等企业组建的职工合唱团。这是专

业性和工会组织群众性相结合的一场
高标准的音乐会。国家一级指挥刘希
秋、焦望曾、张进军等陕西音乐界顶尖
级人物的参加，注定使这场合唱音乐会
代表了陕西最高水平。

7 时整，演出正式开始，1000 多人
的剧场座无虚席，诺大的剧场鸦雀无
声。第一个出场的是西北大学现代学
院老教授合唱团。75人的合唱团，男教
授白衬衣、红领结，虽然白发苍苍，但精
神矍铄；女教授一袭花圆领深蓝拖地长
裙，显得端庄妩媚。一曲《红旗颂》，将
合唱艺术的魅力展现无余，不时赢得

台下阵阵掌声。
演唱会上，14 个合唱队轮流登场，

每个队演唱两首歌曲。曲目有大家熟
悉的《跑马溜溜的山上》《茉莉花》《远
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歌曲，也有
《再别康桥》《美丽的南海》《父亲的草
原母亲的河》等新创作的歌曲。

七八十人的合唱队在演唱中，时而
低沉，似语凝咽浅酌低唱；时而悠扬，似
天籁之音直穿云霄；时而激越，像大潮
奔涌而来，一浪高过一浪；时而舒缓，似
大潮退去，渐渐归于平静。演员们以独
特的音乐形式表现出作品的内涵，台下

1000多名观众静静地聆听，尽情享受着
音乐之美。当美妙旋律描绘的意境或
者表达的情感引起观众共鸣时，观众席
上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每一首
歌曲，都是发自演员心灵深处的慨叹，
阵阵掌声表达了人们对高雅艺术的追
求和渴望，代表着职工群众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美好向往。

合唱艺术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和其
他声乐艺术形式相比具有音域宽广、力度
更大、气息可以无限长、音色更加丰富多
彩的特点。由于多声部的原因，使其更富
于旋律美、节奏美、复调美、和声美。观众
在观看演出时，无时无刻不被其表现的内
容和情感所感染，心灵被唤起共鸣，思想
得到升华。合唱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表
现力，和近乎完美的协调、统一、和谐的天
籁之音，陶冶和净化人们的灵魂。

合唱艺术是众多合唱队员之间互相
配合相互协作的一种集体活动，合唱中的
高度协调、协和统一能使人们增进和谐的
团队精神，有助于培养集体主义观，激发
爱国主义热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
建。同时合唱艺术有参与人数多、排练
时间长的特点，有利于提高职工的音乐
素养，陶冶情操。 □ 本报记者 宫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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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2018陕西省职工群众新春合唱音乐会有感

■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