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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铁南京南站一下车，记者
就被这座号称“亚洲最大综合交通
枢纽”的壮观震撼了。占地近70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5.8 万平方
米，总高为 59.96 米（二层站台在
12.4 米高空，三层候车大厅在 22.4
米高空）的南京南站就像一个站立
的庞然大物，把铁路、地铁、公路客
运、公交、出租车 5 大交通体系“拥
揽入怀”，通过200多部电梯让他们
彼此连接，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
不一样的出行体验。

“从位于马群的家出发，乘坐地
铁 2 号线到大行宫站换乘地铁 3 号
线到南京南站，再换乘机场线，不慌
不忙 1 个半小时足够了，这要在以
前从马群坐公交去机场，没个半天
时间根本不敢坐。”经常到全国各地
出差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去机
场都是坐出租车，因为公交实在不
方便，自从南京南站机场线建好后，
出行更愿意坐地铁，一来时间自己
能掌握，二来地铁换乘，特别是南京
南站的换乘特别方便，设计很合理，
基本不走冤枉路。

据江苏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规划
处处长罗睿介绍，“为了尽量减少旅
客的换乘距离，南京南站在设计时
就创造性地将长途汽车、公交车车
场塞到高铁站的桥肚子里，通过上
下垂直通道，实现铁路、公交、地铁、
长途客车和机场大巴的‘零距离’换
乘”。南站高铁间的换乘，旅客也无

需出站，下车后只要沿着地标找到从站台换乘的垂直
电梯，2分钟就可以从站台直接进入候车室候车。

在南京记者看到，给公众出行带来便利的远不止
南京南站的“零距离”换乘。像南站这样的高铁、城际
列车、长途汽车、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无缝换乘”
的交通站点配套综合枢纽，南京共建有5个，分别分布
在城市的东、南、西、北、中各个方位。此外，贯通长江
两岸的江底隧道、跨江地铁、水上轮渡、舒适环保的新
能源公交车，还有衔接出行“首末一公里”的公共自行
车，由近及远，形成一张完善的绿色出行网。

南京公交的发展变化是南京居民有目共睹的。据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雷介绍，目前全市地铁运营
线路共 6 条，总长度 225 公里，拥有公交车 8880 辆，新
能源公交车、充电桩从无到有，纯电动和燃气公交车辆
比率提高至 62.6%，还在长江上开辟了 4 条航线 15 艘
轮渡，为市民出行以及往返长江两岸提供了多样化选
择。据统计，目前南京市公共交通日均运送乘客 550
万人次，较 2012 年日均增加 130 万人次，公交机动化
出行分担率达59%。

最新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中国城市交通出行报
告》显示，南京在全国主要城市交通拥堵排名比 2015
年再降 4 位。去年 12 月，南京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
上获得了全球城市交通领袖奖。

跟随“我的公交我的城”东南线
采访团在南京、宁波采访的几天里，
记者采访了每天与乘客打交道，保
障乘客出行安全的高铁安检员、地
铁引导员、公交司机，也见到了不少
保障公共交通正常运营，默默在背
后奉献的“隐形人”。

他们掌控着所在城市地铁列车
的运行状况，他们调度指挥并维系
地铁这个庞大、专业且复杂系统的
持续运转。地铁的乘客看不到他
们，他们随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
屏的一举一动，时刻关注着列车的
动态，关心着乘客的安危；地铁的乘
客无法直接感知到他们的服务，他
们却始终保障着地铁在城市公交体
系中的畅通便捷。他们就是地铁调
度员，被称为“地铁安全守护者”。

他们是公交的保健师，掌握着
每一辆公交车的“健康状况”。他们
的心里装满了公交车上连接每一个
零部件的线路图。他们皮肤被晒得
黝黑，38 摄氏度的高温下，衣服上
的汗水和油污早已让人分不清楚，
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在炎炎酷暑给
乘客送去清凉。他们就是公交修理
工，被称为“公交医生”。

他们是公交司机的心灵伴侣，
不厌其烦地倾听着公交司机的烦躁
与不满，耐心地为司机们出谋划策，
解忧排难。他们有时要扮演受气
包，有时又要扮演“知心大姐姐”，他
们只是为了让公交司机的每一次出
车都心平气和。他们就是公交司机
的心理医生，被称为“心灵治疗师”。

如何保障公共交通安全出行是
公共交通建设的重要命题，考验着城市交通建设的智慧，也
离不开每一位公交人的用心付出。高铁安检员、地铁引导
员、公交司机值得尊敬，地铁调度员、公交修理工、公交司机
的心理医生也值得敬佩，他们用心呵护着一趟趟回家的路
程，温暖着整座城市。

近日，记者乘坐 606 路公交车从福建厦门同安城区出
发，前往军营村。绿意葱葱，云雾缭绕，半小时后，层层叠叠
的茶园逐渐映入眼帘，预示着军营村就快到了。

军营村海拔900米，是厦门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一，茶
园是村民们最主要经济来源。然而，时雾时晴的天气，在给
茶叶种植带来丰沛水源的同时，也曾给村民的出行带来很
多不便。

“10 年前，山里没有公交车，村民拿茶叶下山售卖，全
靠双脚走，往返同安城区差不多60公里，一大早出门，有时
太阳落山人还没到家。”军营村党支部书记高泉阳告诉记
者，当时虽然也有私人中巴车，但安全没有保障不说，价格
还很高，来回要10多块钱。

2006年，同安区在福建全省率先实现建制村村村通沥
青（水泥）路，村村通公交工程也齐头并进。2007 年，606
路公交车开进了军营村。厦门公交集团总经理林荣生介绍
说，“606 路是公交集团同安公交公司开辟的 8 条山区线路
之一，从同安汽车站途经军营村、白交祠到达西坑村，全程
46.8 公里，票价 1 元，途经 36 个站点，平均每天运送村民
100多人次，是村民出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

在军营村候车亭，一位妇女说不清自家具体有多少亩
茶园，却将公交车发车时间记得一清二楚。原来，她的女儿
和儿子都在同安城区，一个打工，一个读高中，每周末都坐
公交车回家，“以前我骑着摩托车，后面带着两个孩子，一路
提心吊胆呀！现在好了，公交车既方便又便宜”。

由于山区天气阴晴不定，常常浓雾弥漫，这对公交车驾
驶员的驾驶技术挑战很大。“考虑到山路的特点以及行车的
安全，606 路公交车特选 7 米长车型，配有缓速器，有利于
下坡安全行车。还安装了时速控制报警器，一旦车速接近
或超过30公里，GPS就会自动发出提醒，驾驶员如果10秒
内不减速，就会被扣工资。”同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李京元
介绍说，类似606路这样的山区公交线路，同安公交公司共
开通了31条。

山区公交开行的初衷是方便村民出行、便于农产品下
山。但近几年，军营村村民发现，公交开行后，一些改变悄
然发生——每逢天气不错的日子，乘坐 606 路公交车上山
的游客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不断回流，养土猪、
养土鸡、进行茶叶加工、办农家乐等等，村里的人气空前高
涨。“人流、车流聚拢了人气，也带动了村里的经济发展。”高
泉阳说，606路公交车刚开通前后，军营村人均年纯收入仅
四五千元，如今已经达到 1.2 万元。2015 年 10 月，军营村
还荣获了“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美誉。

“今年3月，随着同安城区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村庄淡
溪村的公交通车，意味着厦门岛外公交系统得到了进一步
完善，‘村村通公交’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厦门市交通运输
局副局长龚建阳介绍说，从 2010 年起，厦门市大力推动城
乡公交一体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全市公交分为本
岛、海沧、集美、同安、翔安 5 个组团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政
策、统一票价，现在已基本实现全市域范围内的公交一体化
管理。目前全市具备通客车条件的268个行政村已全部通
达公交，通村公交线路的开通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出行
便利，也给予了他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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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出行实在方便！
——“我的公交我的城”调研纪行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公共交通是一个城市的重要基础设

施，也是市民出行不可或缺的一种交通方

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机动车数量增长

迅猛，交通拥堵问题日益显现，加上公共

交通发展的相对滞后，给群众出行带来了

诸多不便。在“乘车难”“出行难”已成

为大部分城市的通病时，如何提高城市公

交系统的运营效率和乘车体验？成为每一

位城市居民出行的诉求，也是城市公共交

通亟待解决的难题。

近日，记者跟随交通运输部组织的

“我的公交我的城”东南线采访团赴南

京、宁波，就交通运输行业创建公交都

市、推进公交优先、提升公交服务、建设

智慧公交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实地

调研。

安全出行离不开这些

﹃
隐形人

﹄

吉蕾蕾

福建厦门：

公交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吸引
更多人选择公交出行，南京、宁波在
推进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方面下
了很大功夫，为群众提供了便捷、安
全、舒适的出行服务。特别是推行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公交优惠政
策，让老百姓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早些年前，宁波可没有公共自
行车，更别说地铁了。现在出门，公
交、轨道、出租车、公共自行车，随你
挑。”上班族杨先生谈起宁波的公交
发展，感慨地说，现在的公交便捷、
舒适不说，还特别实惠，“目前实施
的公交优惠政策与以前相比，差不
多能节省一半的出行费用。”

据了解，早在 2013 年 7 月，宁
波就开始实施“地面公交 1 小时换
乘优惠”，并针对不同人群发放各类
优惠卡。其中，面向所有人的普惠
卡，乘公交可享受六折、地铁九五折
优惠；面向全日制大、中、小学的学
生卡，可享受乘坐公交三折、地铁五
折优惠；年满70周岁以上的老人可

办理高龄老人免费乘车卡，残疾人
公共交通出行更是实现了免费全
覆盖。

公交优惠政策的出台，一般都
是自上而下的，而南京有个“南京特
色”的组织——南京公共交通乘客
委员会。据了解，南京公共交通乘
客委员会是由热心、热爱、关注公交
事业的 50 位志愿者组成，成立 5 年
来，累计提交提议涵盖公交服务、行
车安全、运力保障等25项内容超过
1 万件，已成为管理部门规划线路、
设置站点、提升服务的决策依据。

南京公共交通乘客委员会副主
任鲍昭恺回忆说，去年初，15名委员
分别对全市的15条公交线路始发站
点进行试乘，发现在下午4点半到6
点半这段时间，只有一条线路的一
辆公交车回到始发站点，这说明高
峰时段的路面拥堵严重影响了公交
车的运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
该在类似新街口、湖南路、夫子庙等
闹市区建立公交专用道，因为只有
保证公交正常运行，才能吸引市民

选乘公交出行。”鲍昭恺说。
根据南京公共交通乘客委员会

的建议，南京交通部门经过调研，突
破性地在城市核心区域设立公交专
用道,实现公交路权优先。截至目
前,南京市共建成 67 条、车道里程
近300公里的公交专用道。

前不久，随着南京长江大桥封
闭施工，30条过江线路只保留了15
条过江公交，而且公交转从扬子江
隧道和长江隧道通行，通行里程和
时间都有所增加，出行成本也上升
了，不少市民对新的公交线路调整
产生抵触心理。经过调研，南京公
共交通乘客委员会向相关主管部门
提交了“过江公交线路试点90分钟
内换乘免费”的方案，目前这一方案
正在审核，相信不久就会有回复。

“乘客委员会就是要做乘客、政
府、公交公司三者之间的润滑剂、桥
梁和缓冲剂。”鲍昭恺说，公交代表
民生，只有它茁壮成长了，市民的出
行 以 及 经 济 社 会 才 会 走 向 良 性
发展。

一张卡，从城东的北仑到市中
心的天一商圈，只需 40 分钟；一张
卡，玩转地铁、公交、公共自行车，还
能享受公交换乘1小时免费。如果
说，这样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模式
改善了浙江宁波市民王忠良的出行
体验，那么，宁波公交总公司信息中
心管理平台的验收成功，则让王忠
良的出行变得更加“智慧”。

站在宁波公交总公司信息中心
管理平台的大厅里，一个个实时挪
动的小蓝点在占据整面墙的可视化
系统大屏上显得格外壮观，整个城
市的路网情况清晰地呈现在记者
面前。

“每一个小蓝点分别代表着正
在行驶的公交车，调度员不仅可以
对全市任意公交车进行点击查看运
行情况，也能精准地掌握实际路况，
实时与客运公司沟通，让现有车辆
的满载率达到合理状态。”宁波市公
共交通总公司运营管理部副主任许
斌介绍说，目前宁波市4725辆公交

车都装有 GPS，通过 GPS 信息传
送，可视化平台可以实时显示路面
拥堵情况、车辆运行情况、现场站点
画面等信息。与此同时，这些信息
又被分享到“宁波通”手机APP上，
乘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询
市区全部公交线路的到站信息。

据了解，“宁波通”手机 APP目
前已经实现了公共交通、停车诱导、
拥堵指数、定制公交客流调查、公共
自行车余量查询、汽车购票、违章查
询等30多项服务功能，注册用户数
超过 70 万，日均活跃人数达 10 万
以上。

对于公众来说，智慧公交最直
接的表现莫过于站点的智能公交电
子站牌。“等公交的最差体验就是不
知道所等的车什么时候才能到站，
尤其是在艳阳高照的夏天，因为时
间心里没底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放弃
公交。”经常乘坐529路公交车的张
女士告诉记者，如今她出行会毫不
犹豫地选择公交，因为现在的公交

站牌除了具备传统站牌的指示功
能，还能实时动态显示公交车的位
置、进站情况、天气情况、公共WiFi
等信息，不仅可以清楚地知道所乘
车辆的到站时间，还可以轻松快速
地了解周边交通的近况，适时调整
出行计划。

“智慧公交是未来城市公交发
展的必然趋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
务司城乡客运管理处处长孟秋表
示，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都把结
合互联网技术，发展智慧公交作为
实现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由量到质提
升的重要途径。今年 7 月印发的

《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
中明确，将城市公共交通来车信息
预报纳入发展指标，提出要建设与
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智能公交系
统。并提出到 2020 年，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的城市要全面建成城市
公共交通运营调度管理、安全监控、
应急处置三大智能系统，从而丰富
公众出行所需的信息服务。

便捷公交

：构建多元出行网络

互联网+公交：开启智慧出行模式

惠民公交：提高公交出行吸引力

宁波永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公交修理厂电工班长
励海良正在检修公交车的空调线路。

图① 能实时掌握每一辆公交车运营情况以及路面情况

的信息中心管理平台，有效地保障了宁波市民的出行。

图② 作为衔接“首末一公里”的公共自行车，给市民出

行带来了不少便利。这是宁波市民正在租用公共自行车。

图③ 南京开通的第一条现代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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