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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观点〗

学校规范用字，势在必行
□胡乐彪（本地）
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宣传
工作者，笔者经常会到中小
学校采访，目睹很多学校的
走廊、展板、宣传栏等充斥着
错别字，甚至还有用错标点
符号以及将字拆分成两半的
现象。更有一些学校在迎接
检查或举办现场会时，将精
心制作的展板摆放在最显眼
位置，全然不顾错别字赫然
其上。读罢，轻则让人莫名其
妙，不知所云；重则引起误
会，延误大事。

究其原因，有的是学校在
最终定稿时因校对、审核不认
真而致，也有个别学校图省
事，在制作文化展板时当起了
“甩手掌柜”，全权委托打印社
设计、制作，直至最后也未进
行校审把关。经过调查，笔者
发现在一些学校，此类用字不
规范的现象并不鲜见，这已成
为学校一大弊病。如果不认真
对待，不但会使人错误地理解
它的意思，而且还能把正在求
学的学生引入“歧途”。试想，
当家长们或外来参观者看到
时，他们会据此怀疑学校治学
是否严谨，学校形象会大打折

扣。
学校无小事，处处皆教
育；教师无小节，事事是楷
模。众所周知，学校的教育教
学工作既是提高国民语言文字
应用能力、提升人力资源素质
的主要渠道，也是语言文字工
作的基础阵地。推广和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培养国民语
言文字规范意识、使用和推广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是各级各
类学校地法定义务，是学校依
法办学的基本要求。学校是教
书育人之地，字字句句折射出
学校品牌和形象，各项工作来
不得半点应付和马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 指出：“只有使用
规范汉字，才能充分发挥汉字
的交际功能，更好地为现代化
建设事业服务。”校园用字忽略
规范性，看似小事，其实是大
事，在惹出笑话的同时，折射
的往往也是学校的办学态度。
况且，青少年学生正处于学习
字词的最佳时期，且辨别字词
正确与否的能力较弱。展板、
墙壁等处出现的不规范用字，
极易误导他们将错别字或谐音
字认为是正确用字，或者明知
是不正确用字，却因为耳濡目
染形成了思维定式，而终将其

认为是正确的用字。
因此，作为教书育人的地
方，学校更应该以强烈的责任
心，加强组织管理，高度重视
文字工作，坚持把文字工作列
入学校议事日程。凡是对外展
示的文字展牌，都要做到有具
体领导分管，有专职工作人员
负责，切不可对外承包不管不
问。同时，要不断健全制度，
认真检查落实，做到层层把关
审核，及时修改错误，确保铭
牌、标志牌、板报、展板、宣
传栏、墙壁文化等必须使用规
范字。

〖微言大义〗

〖有话漫说〗
@刘奂明#请市民挑刺儿
增加民众获得感#
据媒体报道，
顺义天竺镇社
区微信公众号最近上线了
“随手
拍”
功能，
居民发现城市管理、
综
合执法、
社会治安等问题可随手
拍摄、即时上传，城镇运营指挥
中心会在第一时间协调职能部
门进行处理。工作人员介绍称，
这是该镇在落实“接诉即办”工
作中向前迈进的一步，
希望能有
更多的市民帮着挑刺儿。
职能部门各项工作干得好
不好，是否存在民生短板，市民
感触最深，最有发言权。民心是
最大的政治。做到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
民有所需、
我有所为，
切
实惠及百姓，
必然会提高政府的
公信力。
对
“随手拍”
挑刺儿所反

映的问题，做到接诉即办、马上
就办、办就办好，以实际行动取
信于民。
此举值得点赞。
@史俊逸#危房改造掺假，
民生工程伤民心#
近日，央视财经《经济半小
时》栏目记者在吉林省洮南市调
查时发现，
这里的农村危房改造
存在弄虚作假现象。
洮南市富裕
村去年村里进行农村危房改造
时，
统一在旧房子外面包了一层
红砖，
房顶盖上了彩钢板，
窗户、
门一换就完事，
屋子里面不管。
政府干的 ，都应是人民盼
的。
各级政府部门切实履行好职
责、发挥出作用，民生工程才能
真正成为让人民放心、满意的
“暖心工程”。弄虚作假、敷衍应
付，
只会伤了民心、
失了信任。

〖网言个论〗
图/陈彬

“南风效应”
□杨维立

□汪昌莲

北京通州区永顺镇已有 11 个村建设了红白喜事大厅，供村民操办红白喜事时使
用。其中，新建村还为符合移风易俗标准的村民补助一万块钱，上营村则通过村办饭店
提供优惠等方式，鼓励和倡导村民们移风易俗。
现在村民们选择更加简约文明的操办方
式，每次最少节约几万元开销。

〖今日观察〗

“带病”
判决书何以层出不穷
□杨玉龙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4 月 13 日消息，针对《
“20 万”亩地之争湖南高院一判决书现
317 处笔误》的报道，湖南省高院回应，已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以补正裁定的方式对该
判决书中的 23 处（含重复出现的）错误予以纠正，同时启动了问责程序，对承办该案件
的法官进行了严肃处理，并登门向当事人道歉。

撇开相关案件的细枝末
节，仅凭这一连串的错误，就不
难想象该判决书的公信力有多
大。以《华夏时报》此前报道为
例，60 多亩土地在判决书上摇
身 一 变 成 了 20 万 亩 ，将
“38891407 元 ”判 成“38891407
万元”
。
法院判决书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带病”判决书并非孤
案。去年就有媒体记者统计，仅
2015 年以来，被曝光的低级错

咨询电话
“隐身”
折射服务意识
“失联”

误判决书至少有 11 起，相关判
决书涉及民事案件、刑事案件
和行政案件，其中就包括人名、
公 司 名 称 、日 期 、涉 案 金 额 错
误，错别字、漏写字等各种“笔
误”。而这些低级错误并非难以
杜绝，关键是责任心的问题。
而且，2018 年最高人民法
院专门下发《关于全面提升裁
判文书质量切实防止低级错误
反复发生的紧急通知》，旨在切
实提升裁判文书质量。但要想

真正杜绝“带病”判决书面世，
最根本是落实好文书起草、审
核、签发等各环节校核工作的
责任制。
判决书关涉着民众的切身
利益。而且，法律的公正，不仅
仅体现在审判的公正上，更体
现在法律程序的点点滴滴中。
而判决书不仅反映着法官裁判
文书的制作的水平，也关乎着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影响着
司法的公信力。

政府部门咨询电话，
是企业、
群众获得政务服务
的方便通道。但近日工人日报记者发现，
在山东，
一
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咨询电话却在
“隐身”。记者在中
国政府网“我为政府网站找错”栏目中发现，有十余
条办事群众留言反映：在“山东政务服务网”遇到业
务办理流程不清楚时，想打电话咨询相关部门却找
不到电话。

事实上，
山东部分政府部门
存在咨询电话
“隐身”
现象，
仅露
出了冰山一角。地方政府服务
热线电话，
由于整体服务质量不
佳，
在公众心中产生了不良的印
象。有调查显示，虽然 96.9%的
公众至少听说过一条公共服务
热 线 ，但 提 到 对 其 印 象 ，仅 有
28.8% 肯 定 是“ 亲 民 好 举 措 ”，
54.7% 认 为“ 有 些 鸡 肋 ”，还 有
16.5%认为“纯属摆设”。特别
是，服务热线电话普遍存在“三
难”
，即难打通、
难沟通、
难办事，
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众所周知，
政府部门设立和
公布咨询电话，
是推行政府信息
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进一步
密切联系群众的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因此，咨询电话应以便
民、
利民、
为民为宗旨，
立足于市
民需求，
为市民提供
“一站式”
信

息服务。然而，
一些政府部门要
么咨询电话
“隐身”
，要么咨询电
话难打通，
显然背离了设立咨询
电话的初衷。
针对群众反映出的政务服
务热线不能转接相关部门、
一些
部门咨询电话未公开或公开不
规范、
机构改革后政府部门名称
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山东省政府
办公厅下发通知，
要求迅速核查
整改。
说到底，咨询电话“隐身”，
折射服务意识“失联”。既然咨
询电话是政府解民忧的绿色通
道，就应该对外公布，并保持畅
通无阻。对于市民的诉求，
不管
是咨询、
求助、
投诉还是建议，
都
该及时协调相关部门予以积极
解决，
并将处置结果及时向市民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