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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人车避让变成人车礼让

城市文明水平线
■ 本报记者 良子

对于一年多前在海口市坡巷路人行横道
上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附近居民符先生仍
然记忆犹新。

2016年8月10日，司机何某驾驶小轿车经
过坡巷路人行横道时，行人钟某以及李某菊、徐
某各驾驶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这里，由于何某未减
速停车让行，导致轿车碰撞到钟某、李某菊、徐
某，当场造成三人受伤、三车损坏的交通事故。
后来，钟某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于当日死亡。

“一年多前在这里发生的血淋淋的事故，让
我至今经过这里时都异常小心。”符先生说。

据海口市交警部门统计，2015年5月1日
至2016年5月1日，在海口市区道路斑马线上
发生的交通事故共27起，受伤25人、死亡3人。

斑马线，本是行人的生命保障线、司机的安
全警示线。为什么在这条“保障线”和“警示
线”上，仍不时出现险情呢？

“对于发生在斑马线上的事故，主要是交
通参与者法律意识、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违反
法律法规通行所导致。”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新闻发言人周平虎介绍，一是机动车行经
斑马线未按规定让行，另一个是行人闯红
灯。从统计情况看，机动车未按规定避让行
人导致的事故占90%。

海口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面对斑马线
上的事故九成是由机动车未按规定避让行人
导致的这一现实，该如何破题？

“斑马线没有监控也没有灯控，别的司机
都不避让，我也就跟着过去了。”与市民周先
生有同样心态的司机不在少数。

“正是因为海口城区大部分的人行横道
上没有监控，司机才会放纵自己不避让行人
的行为。”海口交警刘警官表示，对于不避让
行人的司机，要加大处罚力度。

但是，这个处罚的标准该如何拿捏？目
前，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只有第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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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什么情况下
可依法处罚，又该如何处罚，《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并没有详细说明。

如何把法律依据，变为切实可行的执法
标准？

2016年3月，根据城市交通的实际情况，海
口公安交警进行了大量调研。“我们进行了技术
研发，采用国内主流的700万像素摄像机，利用
视频检测和分析技术，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违
法行为进行全过程记录和抓拍，最终形成符合
标准的非现场执法依据。”海口市交警支队科技
科科长陈冬介绍，为了更准确认定斑马线前不
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让违法司机信服，
海口交警还结合实际情况认定了三种违法情
形：即行人已进入人行横道，机动车未停车避
让；行人与机动车同时通行，可能引发冲突的；
机动车行驶的车道，与行人走的车道相邻的。
另外，还确定了不认定违法的五种情形。

为提示车辆并兼顾通行效率，海口还在
距离斑马线50米的地方设有“礼让行人”的路
标，在距斑马线10米之内的路面印有黄色禁
线，在斑马线两端及中间隔离绿化带部分都
设有明显的禁线标识。

2016年8月15日，电子抓拍系统启动当
天，海口交警开出第一张“车不让人”罚单，车
牌号为琼ADY3××的黑色小轿车因在斑马
线前未避让行人，被罚款100元，记3分。

“自从有了电子监控，我过马路的时候，
那些车都会主动停下来，感觉司机都很文明，
自己也更安全，特别享受车辆给我们行人让
路的感觉，非常好！”市民李女士说。

据了解，海口目前已建成并投用14套斑
马线电子抓拍系统，从2016年8月至今年10
月，已抓拍不礼让行人交通违法行为15123
起。今年前10月，因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不礼
让造成的交通事故同比下降48.49%，受伤人
数同比下降58.65%，死亡人数同比下降50%。

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斑马线上的文明是交通
文明的重要展示窗口。让斑马线
成为城市文明的风景线，除了法律
约束、技术保障，更需要市民的文
明自觉。

“您好，感谢您在斑马线礼让行
人，为您点赞！”9月13日下午，在海
口龙华路椰树集团门前人行横道边，
一名交通志愿者将手中“为你礼让
点赞”的标语牌举到一辆小轿车前，
向司机表示敬意。面对突如其来的
赞美，这位司机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脸上露出了笑容。

为助推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海口从8月份开始在全市开展“礼让
斑马线·为你点赞”活动，并进行现场
网络直播。

“斑马线礼让行人是我们司机本
来就应该遵守的，看到大家为我们点
赞，心里感觉很温暖。”海口出租车司
机符师傅表示，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司机的行为可以说是城市文明流
动的窗口，随处可见，所以更要做到
交通文明。

70岁的陈阿婆通过斑马线时，向
礼让的司机伸出了大拇指。“司机礼
让，是对我们行人的尊重，尊重是相
互的，这种相互尊重会让斑马线更安
全。”陈阿婆说。

“为了让‘避让’斑马线变成‘礼
让’斑马线，我们设置了一套文明互
让语言，行人在进入没有灯控的斑马
线前，可通过向前竖起大拇指告诉往
来司机自己要进入斑马线，而司机看
到这个动作后，可把手伸出车窗外示
意行人先通行。”在活动现场，海口市
交警支队法宣科科长林明智表示，通
过设置文明互让语言，让礼让斑马线
真正变成了一种文明互动，从而促进
交通文明。

9月12日，海口21名退休干部
加入交通管理监督员队伍，走上街头
劝导文明礼让。“我们都是退休干部，
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责无旁

贷，礼让斑马线应该从每个人做起，
相信我们海口的交通会更顺畅、城市
会更文明更美丽。”65岁的退休干部
林阿姨说。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文明交通
的宣传和践行中来。

2016年8月，海口市委宣传部、
海口市文明办向广大驾驶员发出“文
明礼让，让爱先行”倡议书。

2016年9月，海口公交公司出台
规定，要求公交车司机礼让行人，否
则会被扣掉当月的安全奖。

从2016年 8月至今，海口市文
明办协同海口交警、交通局、团市
委、教育局、公交车公司、出租车公
司等相关单位，持续开展“争创文明
城市，礼让斑马线”文明出行宣传活
动。学生、司机、志愿者积极参与，
大家走上街头散发宣传单，劝导礼
让行人。

为发动市民参与文明出行活
动，从去年开始至今，海口交警开
展“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有奖”
活动，收到举报并采纳 155125 条
线索。同时，通过媒体及网络平
台对不礼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驾驶员及车牌号进行曝光。截至
目前，共曝光642名不礼让行人的
驾驶员。

从市民举报“随手拍”，到媒体曝
光“上黑榜”，对不礼让行人的交通违
法行为起到了震慑及教育作用。

据统计，海口电子抓拍不礼让斑
马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从今年3
月的1070起，下降到10月的521起，
降幅近五成。

利用高科技手段创新执法方式、
提高执法水平，启动电子抓拍系统、
人脸识别系统，全民宣传动员，提倡
守法文明出行……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进程中，海口陆续出台整治措
施，通过一年多的交通综合治理，
实现了从“避让”斑马线的法律遵
守到“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出行的
可喜变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明交通无法一
蹴而就，需要人们意识的逐渐提高，
以及管理手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10月31日，在南海大道一处没
有安装电子抓拍系统的斑马线旁，市
民黄女士对记者说，她的小孩上学、
放学都要经过这条斑马线，不时还是
会碰到有些司机从斑马线上呼啸而
过。她希望海口能够在更多的斑马
线上安装电子抓拍系统。

据统计，海口城区有1815条斑
马线，其中安装监控设备的仅有400
多条。完善所有道路的监控设备，仍
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会毫不动摇地坚持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整治，就像整治酒驾一
样，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海口市公
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李辉表
示，交警部门将不断完善立体化行人
过街设施，改善行人等候区的遮阳遮
雨条件，优化信号灯配时。同时，大
力推广使用诸如高清抓拍和人脸识
别等科技手段，运用特区立法权，加
大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及行人或
非机动车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引导市民提高礼让斑马线的意
识，努力促进城市交通文明。

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执行会长
代红认为，管好斑马线，要把整治与
社会共治结合起来，需要综合施策、

系统治理，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走上街头，
开展礼让劝导活动，引导和培养全社
会的规则意识、交通文明意识，带动
全社会文明礼让斑马线氛围形成，
让礼让行人成为更多驾驶人的自觉
习惯。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是考量一座
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文明过马
路，更体现社会文明和谐。海口市文
明办专职副主任林兴民表示，目前，
海口齐心协力打好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攻坚战，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积极参
与及努力，礼让斑马线，让出的不仅
是安全，更是一种关爱和温暖，更是
社会文明的体现，我们每个市民的交
通文明行为都是城市一道温暖的风
景线。

“无论是驾驶员道德的养成，还
是整个社会观念水准的提升，既需要
向善向上的标杆的熏陶与感染，也有
赖于相关制度和法规的引导。”海南
省律师协会会长廖晖认为，随着机动
车数量的逐年增多，培育汽车文明
至关重要，制定明确的礼让规则和操
作方法，加强驾校培训中礼让意识的
培养等等，都还有落实、落细的空
间。我们期待礼让斑马线成为海南每
座城市的常态，文明交通在全社会蔚
然成风。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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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海口举行的“礼让斑马线·为你点赞”直播中，一幅画面温暖
了整个椰城。斑马线上，一位老大爷腿脚不便，走得很缓慢，看到其他行
人都走过去了，老大爷的脚步迟疑起来。这时，司机刘师傅将手伸出车
窗，微笑着示意老大爷先通行。“这是我们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榜
样”“期待礼让斑马线成为城市的常态……”30分钟的直播，吸引了近15
万名网友观看留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等。

作为展现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交通文明成为许多人对一座城市
文明程度的第一印象。本文仅以礼让斑马线为一个剖面，试图解析一
座城市如何通过法规、技术、观念等方面的更新，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
明水平。

交通文明一头连着车辆，一头连着行人。
礼让不仅是一种法律约束，更是一种价值导向。
作为城市交通的参与者，车要让人，人也须让车。

近日，记者来到海口海垦路与三叶西路十字
路口，5分钟内有10多位行人在不同方向的4条
斑马线上闯红灯，有些司机不得不采取紧急刹
车。“这里原来是没有红绿灯的，现在设置了红绿
灯，非常不习惯。”一位闯红灯的中年男子称。

就像行人通过斑马线时，都希望车辆能够慢
一些、等一等，车辆行经斑马线时，也希望行人能
够遵守交通规则。“虽然法律赋予行人在斑马线
上拥有优先通过权，但这并不表明行人就可以闯
红灯。我们司机不避让行人会被抓拍罚款，那行
人闯红灯为什么不处罚？”一位司机坦言。

记者从海口市交警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市
共有红绿灯338个，而交警仅有481人。“行人
脸上没有‘车牌号’，非现场执法取证很难，在几
百条街道都安排交警现场执法，显然不太现
实。”一位在路面执勤的交警道出了无奈。

为了助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在启动斑马

线电子抓拍系统一年后，针对行人闯红灯的执
法难题，海口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今年8月2
日，海口正式启用“闯红灯人脸识别系统”。

陈冬介绍，“闯红灯人脸识别系统”可以快
速搜索到违法者的个人信息，并显示在街边的
电子显示屏上。此举不仅有效解决了以往行人
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行为取证难、管理难、处罚难
的问题，也有效震慑和遏制了行人和非机动车
闯红灯行为。“我们希望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从
根本上培养起市民的文明交通意识，让大家都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据了解，8月2日至9月12日，海口已启用
的两套“闯红灯人脸识别系统”抓拍非机动车、
行人交通违法4868起，9月 13日至 10月 12
日，抓拍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2512起，下降
趋势明显。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行人
闯红灯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据悉，海口交警部门还将利用全市300多个
交通监控摄像头采取人工抓拍的方式，在灯控路
口抓拍行人及非机动车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让“车让人”与“人让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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