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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层层发文、层层开会，着
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着
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
痕的问题”……近日，中办印发了《关于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通知》，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
年”，让基层干部切实从文山会海、迎评
迎检、材料报表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
干实事，赢得一片点赞之声。

“加班加点写材料、没日没夜整数
据、一心一意填表格、辛辛苦苦编简报”

“开不完的会议、填不完的报表、写不完
的材料、做不完的台账、迎不完的检
查”……这是基层干部陷于文山会海之
中、疲于应付检查之中的真实写照。忙
于开会、检查成了主业，办实事、抓落实
成了副业，部分基层工作“脱实向虚”已
经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的一大短板。

《通知》明确，发给县级以下的文
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中央印
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 10 页，
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

考核事项减少50%以上，严格控制一票
否决……通过一个个具体数据，收紧了
开会、发文、检查的“闸门”，迈出了为基
层减负的坚实一步。

基层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治
标也要治本，要从源头上挖病根、割毒
瘤。除了限制开会、发文、检查的数量，
还要避免陷入“限制、反弹，再限制、再
反弹”的怪圈，治标难治本。当前，各地
推动工作依赖于“一级一级开会、一级
一级发文、一级一级检查”，不开会不足

以体现重视、不检查不足以推动落实，
而一级级的“开会发文检查”，最后都会
叠加在基层干部身上，压得他们喘不过
来气。

基层减负必须破除“开会发文检
查”的路径依赖。要借助信息化手段，
创新工作机制，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
少开会、开短会，慎发文、发管用的文，
督查检查考核“少而精”“深而实”，让各
级干部真正从繁杂的事务中脱身，回归
真抓实干、服务群众的本职。

正值樱花开放的季节，这些天武汉
大学很是热闹。

打卡武大樱花，近几年一直是网络
上春日旅游的热门项目。尽管从2016
年起，武汉大学就开始实行网络预约、
免费入校的策略，但蜂拥而至的人潮，
还是让校园喧嚣如闹市。据媒体报道，
目前武大周一至周五每天接受 15000
人预约，周六、周日每天接受30000人预
约。如果敞开放人的话，人数会更多。
浪漫的樱花在增添武大百年名校的独
特魅力，向社会公众展示学校竞争软实
力的同时，也给校园添了不少“堵”。

毕竟，武汉大学是国家重要的教
学、科研和人才培育场所，其接待社会
公众参观的服务和安全设施十分有限，
不可能像一般旅游景点那样，可以敞开
大门迎接游客。涌入的人多了，吃喝拉

撒等“后勤保障”，都是问题。另外，成
千上万人进入学校，必然会挤占师生们
的空间和资源，从而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
序。事实上，面对汹涌而来的赏樱游客，
武大也在不断进行着兼顾开放与管理有
序的探索，比如收取一定的门票，下达“限
客令”等，但目前来看效果仍不明显。

其实，与武大面临同样“被景点化”
苦恼的还有清华、北大、厦大等高校。
面对大学“去景点化”这一社会治理问
题，如何寻找各方价值共识，需要全社
会共同作答。一方面，学校的大门当然
不能因为游客过多而关闭，但不妨考虑
科学设定最大承载流量，并规划合理、
快速的分流路径，或者引入科技元素，
尽最大可能减少赏花对正常教学秩序
造成的影响。比如，今年武大与各方平
台合作进行5G直播，让没到现场的人

也可以欣赏到樱花美景，就受到了不少
好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应该主动
出手，采取合理有效的引流措施，避免
人潮扎堆。比如，武汉很多高校都有着
各自的特色和美景，如何通过宣传引导
让武汉从“一樱独秀”变为“百花齐放”，
值得探索。

高校资源向社会开放是大势所趋，
包容、开放也是大学的应有之义。但是
大学毕竟是大学，不同于其他旅游景
点，它本质上是知识的殿堂，必须在敞
开大门欢迎社会公众赏景的同时，走出

“被景点化”的怪圈。要做到这一点，相
关大学需要提高管理与引导能力，有关
部门也要主动关心纾困，帮助高校一起
提升综合管理水平。此外，社会公众提
升自我素养，拒绝不文明行为，也是重
要的一环。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教育部的一
纸通知叫停了一些社会培训机构以“国
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
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父母用送孩子
上国学班代替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
学的，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想取代义务教育的国学班被叫停
是迟早的事，但围绕国学班的争议恐怕
没有那么容易尘埃落定。中小学生到
底该不该学国学，这个事本身并无争
议，我们的先人留下这么灿烂的文化，
自然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国学不仅应
该学还应该好好学，争议在于怎么学、
学什么？

一个重要前提不能丢，那就是在保
证义务教育、正常教育的前提下学，力
所能及地学，有能力有兴趣的不妨多学
一点。学龄儿童参加义务教育是法律
规定，学国学可以，但取代义务教育，脱
离义务教育这一体系就非常不可取。

也不是什么国学班都可以上的。
有些国学班缺乏系统的教材，只是凭热
情和经验在教学。有些国学班的师资

都是个问题，想复制古代的私塾，可是
有几个老师能复制古代私塾里那些教
书先生的功底？又有几个老师可以充
当国学路上启蒙者、领路人的角色？有
些国学班则是搬一些古代科举体制的
办法拿到现在来用，完全与社会脱节。
有些国学班只聚集在四书五经这些著
作上，往往忽视了国学中别的精华。这
样的国学班只怕功底没打好，口味反而
给读坏了。更有些国学班，完全是包装
之下的圈钱手段，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更要弄清楚学国学的目的是什
么。国学本身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值得
一辈子好好研究，但这条路并不适合所
有的人，未来的国学大师也不是通过这
种方法就可以简单复制出来的。你真
的以为把孩子摁在案板上，天天摇头晃
脑就能学会国学？对大多数中小学生
而言，国学是他人生成长的一个基础学
识，不可能是全部。哪怕存在一小部分
有这方面天赋的，正确的学习方法也是
打好基础，埋下种子让它在未来萌芽，
而不是现在就想要一个结果。

社会这么多年形成的一整套现代
化教育培养体系，是中外教育专家、社
会各界反复试验总结而成的一种非常
成熟的模式，其科学性就在于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寻找人生方
向，寻找兴趣爱好，而不是一开始就设
定方向。不学不接触，除了国学，你怎
么知道孩子的未来不是一个科学家？
你怎么知道孩子擅长什么不擅长什
么？这正是现代化教育培养体系带给
人的无限可能。

而所谓的国学班恰恰走了相反的
一条路，且不说其培养体系科不科学，
有没有经过论证，关键还在于抹杀了孩
子的各种可能性。作为家长你没有权
利剥夺孩子的选择权，而往往家长与孩
子的选择是错位的，这样埋下的隐患可
能一生都补不回来。

脱离了义务教育，上哪拿毕业文凭
呢？又怎么迈过高中乃至大学的门槛，
又用什么方式获得社会的认可？学国
学，有热情是好的，但热情不能代替理
性，更不能指望脱离社会现实自我存在。

这两天，杭州“公
号界”有点慌，“专注博
主数据研究”的自媒体

“阿尚叔”对杭州城市
公号新媒体进行连续
监测追踪，发现“41 个
杭州号，32 个（流量）
异常”，其中不乏“全国
500 强公号”以及一些
美食大号。值得欣慰
的是，本地传统媒体旗
下的多个微信公号，监
测“数据正常”，“仍然
有 着 对‘ 真 实 ’的 坚
守”。

所谓流量异常，其
实 就 是 涉 嫌 流 量 造
假。比如有的公号文
章，明明到了几千点击
就已经后继乏力，忽然
又扶摇直上、短时间内
点击量暴涨；有的公号
文章隔了一夜点击量
大增，感觉就像读者都

是在深夜打开阅读一样；更明显的
是，有些文章流量涨了，点赞（现在叫
在看）一点都没增加或增加异乎寻常
得少……这些都属于流量异常，而且
可以肯定地说，多数都存在刷流量
（造假）的行为。

公号刷流量，是自媒体行业公
开的秘密，但以前很多人只知道有
这么一回事，却不一定知道情况多
么普遍，而“阿尚叔”通过抽样调查，
给了大家一个更为直观的感受。抽
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公号刷流量不
仅非常普遍，而且已经到了扭曲真
实的程度。

当然，做公号的自媒体多数并
不关心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很简
单，只要流量好看，公号就有变现价
值，广告价格就能提高，财源就能滚
滚而来。所以，这些公号会不惜成
本购买流量，营造虚假繁荣。而对
于投放公号广告的客户来讲，无论
是营销机构还是企业公关人员，往
往也需要这种虚假繁荣，否则，如果
投放公号的流量太低，对广告主或
所在企业就没法交待。于是，自媒
体和广告营销机构就形成了某种共
谋关系，一方虚增流量，另一方睁一
眼闭一眼，你好我好大家好。

问题在于，一篇文章的点击量，
既呈现了内容的受欢迎程度，也反
映了人们对话题的关注程度，如果
掺杂了水分，就成了真实世界的虚
假镜像，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
客观判断。这是其一。其二，对广
告主来讲，广告费投放出去没效果，
这等于是无效营销。虽然广告投放
不一定都有效果，但依托流量造假
的投放却肯定没有任何价值，这就
等于是一种自嗨型的广告。

诚信是一个社会正常运作的基
础，也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微信公号
流量造假既伤害读者的信任，也损
害广告主（市场）的利益，这是一种
饮鸩止渴的运营方式，也是一种不
可持续的行业发展方式。随着信息
传播方式的变革，自媒体越来越多，
人们每天在手机上看公号文章、刷朋
友圈，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大量自媒
体发布的信息，自然也不希望自己关
心的所谓热点消息、爆款文章，竟是
通过流量造假炮制出来的内容。

因此，自媒体应有自觉意识，
杜绝流量造假，摆脱自嗨式发展，
内容平台也应加大力度清理造假
账号，规避“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这样才能有利于内容产业的良性
发展。

绿道是心灵通道，连接了城市与
田园，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城市绿道，
不仅是种草植树，更是用理念铺路。

城市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生产
之外，还有生活；建设之外，也需留
白。在发展中能看得见具体的人，满
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城市
规划的进步。

如今，若在上海、武汉街头停下
脚，当地人或许会告诉你：他们引以为
傲的地标，除了上海中心、黄鹤楼，还
有黄浦江两岸45公里贯通的绿道，还
有东湖边的绿道，这让全国两会上的
代表委员点赞它是“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典范之作”。

放眼其他地方，南京的明城墙绿
道、环紫金山绿道，广州的黄埔绿道，
成都的天府绿道……绿道给城市提供
了一套慢行系统。在树林掩映之中，
步行道、跑道、骑行道依次排开，如琴
弦并列，在高架、环线、地铁奏响的城市

“快旋律”外，写下一首舒缓的“副歌”。
快还是慢？这是辩论了很久的生活话
题，最佳的答案，恐怕还是兼而有之。
即使在陆家嘴上班的金融人士，再争分
夺秒，也总有一刻愿意将时钟拨慢，走
到楼下滨江绿道散散心。此时，绿道是
添绿的步道，也是吟啸徐行的载体，是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另一个“频道”。

城市绿道不断延伸，多少埋藏着
人们对田园城市的寄望。从现代化的
进程看，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大趋势，但
紧接的问题便是：城市，如何让生活更
美好？2013 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一种最自然不过的情感，抒发的是
存于每个人心底的生活理想。南朝史
学家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曾感叹：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
天下独绝”。两年多前，富阳江滨大道
开通，这条“最美绿道”因“望尽富春山
水”引许多人徜徉其中。此处，绿道是

心灵通道，连接了城市与田园，融合了
传统与现代。

让人心向往之的田园城市，总是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支撑的。杭州从
2003 年起在市区河道整治同时建设
城市慢行系统，历经 16 年努力，建成
各类绿道几千公里，形成了以西湖风
景名胜区为“绿芯”，钱塘江、运河绿地
为“绿带”，河流、道路沿线的绿地为

“绿脉”，各级公园绿地和绿化广场为
“绿点”的城区绿道系统。多少年来，
杭州人一直感念白居易、苏轼两位太
守，庆幸他们“前人栽树”，留下“绿杨
阴里白沙堤”。可喜的是，后人并没止
于乘凉，绿色发展的理念在这里发扬，
丹青妙手，点染了多少绿水青山。

理念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诸多案
例中不难看到，绿道有了最先的 1 公
里，往往很快就有第100公里；而它的
横向扩散，又会变成“绿芯”，变成“海
绵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绿
道，不仅是种草植树，更是用理念铺
路，总有起点，但没有终点。

在城市绿道的规划中，我们还能
看到一种分享的理念。去年，在武汉
江滩和上海黄浦江边采访，当地干部
无一例外提到了：“还江岸、江滩于民”
这句话。一个“还”字意蕴深。这是分
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空间上的体现。当
码头、企业为民生发展让步，经济指标
为幸福指数让路，也意味着城市规划者
逐渐意识到：城市的主体归根到底是
人，生产之外，还有生活；忙碌之外，还
需休憩；建设之外，也需留白。在发展
中能看得见具体的人，满足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这是城市规划的进步。

城市绿道不仅仅是一条路，它也
是城市规划的“思路”，思路一变天地
更宽；它也对接了现代城市人的“心
路”，让田园诗意可望可即；当然也预
示着整个国家的“出路”，绿色发展没
有休止符。所以，这样的绿道，不妨长
一些，再长一些。

在民众“苦‘回户籍地办证’久矣”
的背景下，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可
谓针对民生痛点的精准抚慰。

据新京报报道，国家移民管理局
披露，自2019年4月1日起，中华人民
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
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实行“全
国通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
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上述出入境证
件，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也就是
说，办护照、通行证不再受限户籍，在
全国哪个出入境管理窗口都能办。

在民众“苦‘回户籍地办证’久矣”的
背景下，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可谓针
对民生痛点的精准抚慰，合乎公众期许。

出入境证件将实行“全国通办”，
意味着三个“都能办”也将实现，也就
是全国各地都能办、内地居民都能办、
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如果说，“全国
通办”打通的是对地理位置、户籍福
利、证件种类的限制，那“都能办”的局
面，则是对既有政策限制的打破、对民
众需求优先的复归，也清晰地彰显了
政务政策与民方便、授民便利的善意。

梳理时间线可以看出，近年来国
家移民管理局在缩短办证时限、简化
办证手续、便利异地办证等方面，做出
了诸多努力。如自 2018 年 5 月 1 日
起，全国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只跑一次”制度，确保申请人到出入
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成申办护照等
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2018年8月，
出台22条改进服务管理新举措，规定
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
（补）发出入境证件、申办出入境证件
7个工作日内办结等5项便利措施。

再结合将于今年4月1日实行的
“全国通办”来说，“网上办”“异地办”

“就近办”，成为这些新举措越来越鲜
明的特征。而是否能让民众“轻松
办”，也越来越成为考量政务能否实现
便民、惠民、利民目的的“重要KPI”。

具体到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来
说，最具价值的，无疑是“内地居民可
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
上述出入境证件，申办手续与户籍地
一致”这点。毋庸置疑，这是对以往异
地办政策限制的松绑，也是对民众实
打实的便利之举。

从2016年开始，公安部出台措施
让异地办理护照等证件成为可能。在
当时来看，此举的确大大降低了护照
等证件异地办的门槛，但“须持有居住
证”的前提，给“只跑一次”的便民政策
留了一道槛。

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各地对办理
居住证多有“居住半年以上”“有稳定
就业、稳定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的
限制，对有异地办出入境证件需求的
民众来说，仍留下了“多跑一次腿”的
隐忧。而从现实观感和网友反馈看，
这一点也确实困扰着不少民众。

从今年4月1日出入境证件实行
“全国通办”之后，办出入境证件须回
到户籍地的情况将成为历史。这带来
的，不仅是对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返
乡跑”“来回跑”的经济减负，更是对民
众异地就业工作、创业、养老等民生需
求更为妥帖的安放。本质上，这也契
合“放管服改革”在惠民便民方面的价
值指向。

政务服务在“让信息多跑路、让民
众少跑腿”上，当永无止境。出入境证
件“全国通办”，就是在这方面做加
法。这样的“加法”越多，带来的便民
乘法效应也就越可期。

基层减负要破除
“开会发文检查”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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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绿道”不断延伸
□何鼎鼎

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
解民众奔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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