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车让让人人 文文明明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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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横道， 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 “斑马线” 是道路上一个重要
的标示线。 这些看似简单的白色
横线， 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按
照公安部和交管局路口环境秩序
专项整治工作部署， 本市强化驾
驶人源头管理， 在驾驶员培训考
试中增加 “礼让斑马线” 等考题
内容， 同时严格考试评判标准。
驾考过程中， 通过人行横道没有
停车避让行人， 将直接判为不合
格。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管
是驾驶员还是行人， 还存在着不
少不文明的现象。

【调查】
驾驶员———急脾气 斑

马线前主动避让少
近期， 市交管局陆续实施措

施， 加强路口秩序管理， 包括施
划立体斑马线、 集中整治路口车
辆不礼让行人、 非机动车停车越
线等行为。 自6月12日整治行动
开始以来， 针对路口机动车遇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
行 、 转弯的机动车未让行人先
行， 及行人、 非机动车违反交通
信号指示等违法行为， 交管部门
已经总计实施处罚27700笔 (次)。

“在路上， 不管是驾驶员还
是行人似乎都变成急脾气。 都是
抢抢抢， 感觉等灯都是在浪费时
间。” 说到道路行驶礼让的话题，
刘然满腹怨气。 “我不会开车，
平时上下班都是坐公交。 每次回
家过我家门前的路口时， 都提心
吊胆的 。 即便是这里划着斑马
线， 汽车也是说抢则抢。”

家住刘家窑附近的刘然每次
下班都要穿过一个桥洞， “我要
从路北边走到南边， 中间横跨着
三环， 所以只能从桥洞下经过。
但是这短短的距离， 却如同打游
戏闯关一般。”

刘然介绍， 桥的北侧因为没
有人行横道， 都是要眼疾腿快才
能穿过车流来到桥洞前。 “没有
斑马线 ， 人家车也都是正常行
驶， 行人也只能等着东西向车流
等红灯时， 才能穿到桥洞前。 不
让也就不让啦， 但是桥洞的南边
划着斑马线， 汽车还是照样不礼
让行人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
速行驶；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 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行经
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
横过道路， 应当避让。 然而在调
查中， 记者了解到， 一些驾驶员
在斑马线前 ， 脾气变得有些急
躁， 存在着不主动礼让行人的行
为。 对此， 不少人很有体会。

“这小年轻胆儿可真大 ， 跟
车抢， 不怕被撞啊。” 司机邓磊
在生活中性格挺随和， 可一坐进
驾驶舱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用个
时髦点儿的词说就是 “路怒 ”。
“行人过街方向明明是红灯啊 ，
我正常右转为什么要让他们啊？”
不过， 在得知近期交管部门正在
开展针对 “不礼让斑马线” 的专
项整治工作后， 邓磊的语调降了
三分， “行人是弱势群体， 我们
在开车时候确实应该让着他们，
这个道理在学交规的时候我们就
知道， 可有时候开上车就控制不
住自己了， 以后， 我会尽量注意
避让行人。”

“其实， 斑马线礼让不仅是
对于人身安全的一种体现， 更是
文明的体现， 驾驶员还是应该换
位思考。 如果是自己在过人行横
道时， 是不是也希望过往的车辆
能够主动让一让自己。” 张萌已
经开车有三年多了， 虽然驾驶技

术已经很熟练， 但是在礼让行人
方面自己还是做的很到位。 “经
过斑马线时， 我还是会减速让行
的， 这样予人予己都是安全的，
也是文明的。” 对于驾驶员不礼
让斑马线的行为， 造成的惨剧也
值得人们警示。

非机动车、 行人———交
规模糊 想走哪里走哪里

又是一个周日的中午， 位于
西罗园的一处十字路口机动车、
非机动车、 行人早已堵成一片。
“这行人啊 ， 就说是弱势群体 ，
也不能一点交通规则都不守啊，
想走哪走哪这怎么成。” 家住附
近的郑先生抱怨道。

“我家这个路口出了名的堵，
为啥， 有的机动车抢是一方面，
行人不等灯， 抢行也不能小瞧。”
郑先生说， 这个路口并不宽， 交
通信号灯需要等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行人往往不耐烦， 非要闯红
灯过马路。

无独有偶 ， 还是刘家窑这
里， 也常常是非机动车、 行人不
愿等灯，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一
个位置。 今年年初， “堵点” 刘
家窑桥为了缓解交通问题， 取消
了东西向人行横道， 设置提示标
语， 人走过街天桥。 这一措施实
行近半年 ， 似乎有些 “不了了

之”。 昨天， 记者在刘家窑桥下
看到， 东西向过街的行人中， 不
走过街天桥的不在少数。

“我腿脚不好， 爬不了天桥，
小伙子， 等你们到我这个岁数就
理解喽！” 一位看上去五六十岁
的阿姨听到交通协管员地劝阻
时， 振振有词地说。 “有一个人
这么横穿马路， 很快就会有其他
人跟上， 弄得我们很为难。” 桥
下的交通协管员说， 虽然他们已
经反复用喇叭强调东西向行人要
走过街天桥， 可偏偏有些人 “听
而不闻” 地硬闯。 这样一来， 过
街 的 行 人 便 会 与 路 面 的 车 辆
有交叉 ， 尤其在早晚高峰时 ，
右 转 弯 的 车 辆 常 常 会 与 行 人
“亲密接触”。

调查中， 不少机动车驾驶员
都为非机动车和行人不遵守交通
规则的行为， 感到很苦恼。

“今天真幸运， 被亲了！” 几
天前 ， 拥有11年驾龄的 “老司
机” 李昊更新了一条朋友圈， 配
图是自己被撞的爱车。 “都别开
玩笑啦， 为了躲突然冲出来的电
动自行车， 我被后车追尾了， 郁
闷着呢！” 在评论区中， 李昊无
奈地解释道。

李昊告诉记者， 当时他正在
回龙观西大街直行， 他知道前面
有一处人行横道没有红绿灯， 且
附近车流人流较为密集， 所以每
次走到这里他都会特别注意。 那
天， 凑巧他家里有点事， 他一边
开 车 一 边 思 考 该 如 何 解 决 ，
有 点 走 神 儿 ， 所 以 当 电 动 自
行 车出现在他视线范围时 ， 距
离已经很近了。

“我赶紧踩下刹车 ， 几乎就
在同时， 我听见脑后勺方向一声
闷响， 再看时， 那辆电动自行车
已经开远了。 没容我缓过神， 就
听见有人一边敲我的车窗一边说
‘兄弟， 怎么开车呢嘿！’” 讲述
被追尾的经历时， 李昊脸上始终
带着苦笑。 “让我们司机礼让斑
马线， 这没错， 我觉得更重要的
是行人、 非机动车驾驶员和机动
车驾驶员都应该有点自觉性。 现
在是司机抱怨行人乱窜， 行人埋
怨司机抢行， 各说各的理， 这样
下去， 路面交通秩序能不乱么？”

对于非机动车逆行等现象
《道路交通安全法》 也有相关规
定， 但是不少非机动车驾驶员和
行人却对此很模糊。 李昊表示，

驾驶员都清楚， 在途经人行横道
时要减速观察， 注意避让行人，
但是道路交通情况复杂， 特别是
在一些车流人流密集的路段， 行
人、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层出
不穷”， 让驾驶员 “防不胜防”。
如果因为有了 “礼让行人”， 使
行人变得无所顾忌了， 显然是和
初衷相悖的。 他建议， 在规范驾
驶员文明驾车行为的同时， 也要
加大宣传力度， 在倡导 “礼让行
斑马线” 的同时， 倡导人们从自
身做起， 遵守交通法规。

【提示】

驾车多观察 主动来礼让
对于在驾驶员培训考试中增

加礼让斑马线等考题内容， 同时
严格考试评判标准 。 驾考过程
中， 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避让
行人 ， 将直接判为不合格的话
题， 记者也采访到北京公交驾校
总教练王宾， 他介绍， 根据相关
规定， 公交驾校已经做好相应的
安排。

“现在驾考科目三的题库中，
已经增加了50道涉及礼让斑马线
的法律法规、 法律后果等的题目
加入进题库。 此外， 在驾校的训
练场中， 也增加了不少斑马线的
设置。 主要是为强化学员的礼让
意识， 不仅仅是应对考试， 更多
是在以后路上开车时也要做到这
点。” 王宾说。

王宾也对驾驶员做出些专业
提示。 “开车时， 要礼让。 怎么
才是礼让的表现， 驾驶员要多观
察， 不要抢， 要减速， 这些都是
礼让的表现。” 王宾补充， “专
业会说灯头灯尾不要抢。 抢灯虽
然不违章， 但是很易造成危险的
发生。 抢灯时， 车速比较快， 疏
于观察， 很易发生事故。”

王宾还提到， 信号灯变为绿
灯时也不要着急起步行车。 “还
是要多观察， 尤其是靠里侧或者
是中间车道的汽车， 要随着外侧
车道的车起步， 要观察仔细。 在
经过公交车站时 ， 也要观察行
人 ， 要减速慢行 。 要注意后视
镜， 会存在盲区。 后视镜只能观
察到车子斜后方的情况， 而车子
侧后方的情况会观察不到， 这就
很易造成事故的发生。 还是要提
示驾驶员， 在开车时， 要做到多
观察。”

““礼礼让让斑斑马马线线”” 内内容容已已纳纳入入驾驾照照考考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