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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底，24省份35城市开通运营轨道交通，运营里程5295公里。读者来信建议——

地铁文明乘车从你我做起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

务管理办法》，将于2020年4

月1日起施行。截至2018年

底，我国内地24个省份35座

城市开通运营轨道交通，运

营线路 171 条，运营里程

5295公里。从国家层面出台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

务的管理制度，对于推动提

高城市交通服务质量，提升

广大乘客出行满意度，具有

重要意义。对于乘客该如何

文明乘坐地铁，地铁管理部

门该如何进一步优化服务，

广大读者纷纷来信表达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

“禁令”体现公序良俗
奚旭初

为“同车不同温”点赞
胡建兵

守住文明出行底线
江德斌

“禁食令”需自觉遵守
吕可玫

勤俭节约 绿色生活

地铁“迟到证明”值得探索
张立美 10月30日，湖南省江永县思源实验学校，老师在为学生

讲解节水知识。在10月31日世界勤俭日到来之际，江永县各
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
节约好习惯。 田如瑞摄（中经视觉）

上图 10月30日下午，北京地铁1号线建国门站，
乘客自觉排队，井然有序。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左图 10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运营分公司四牌楼地铁站，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
服务。 方 好摄（中经视觉）

10月31日是世界勤俭日。10月30日，江西省新余市渝
水区通洲办事处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组织通济社区志
愿者走进辖区阳光艺术幼儿园，与小朋友们一起利用废旧物
品制作手工艺品，共同倡导勤俭节约、保护环境的良好生活
习惯。 陈文娟摄（中经视觉）

“无塑开学”有必要
叶金福

“妈妈小屋”做法好
付 彪

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 《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 规
定，乘客不得在地铁内进食 （婴儿、
病人除外）。

出台地铁“禁食令”有助于让出行
更文明。据悉，此前有的地方已经出台
了地铁“禁食令”，但实施情况不尽如
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铁“禁食
令”的执行没有细化，不能体现人性化
要求，难以让乘客配合执行。

众所周知，地铁相对封闭，空气流
通不畅，在车厢里进食，难免使其他乘
客感到厌烦，甚至会给他人带来不便。
何况，在地铁上进食后留下的异味和垃
圾，容易滋生细菌和蟑螂，可能会传播
疾病。因而，地铁上确实需要禁食，广
大乘客应自觉遵守“禁食令”，保持车
内卫生，营造良好的乘车环境，进而倡

导市民养成讲文明、讲卫生从小事做起
的良好习惯。

当然，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实施地铁“禁食令”也是如此。比
如，长距离乘坐地铁而不吃东西，对于
一些诸如低血糖患者而言太不近人情。
这就需要完善地铁“禁食令”执行办法
和相关细则，使规定更有人情味，更具
操作性。因而，在有了地铁禁食统一规
范的标准后，应加强地铁内外宣传，
让公众知道哪里属于禁止饮食范围，
自觉做到不违反规定。对于违反者要
实施处罚，消除侥幸心理。同时，应
及时提醒和引导乘客在乘车前解决好
身体需求问题，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让管理多些人性化，防止“执法”变

“执罚”。
（作者单位：湖北省嘉鱼县财政局）

少数乘客坐地铁时，因外放声音过
大、吃东西、扒车门等，干扰到其他乘客，
引发乘客之间的矛盾冲突，诱发地铁安全
问题。此前部分城市已经发布了地方条
例，禁止乘客在地铁外放音响、吃东西等，
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各地规定不尽相
同，存在较大争议。此次交通运输部发
布《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
办法》，对地铁文明行为予以规范，有利
于实现全国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地铁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出
行交通工具。与之相伴的是地铁文明问
题也会日益凸显，需要有更高层级、更加
统一的法规予以规范。

《办法》明确了地铁乘客行为规范的
具体要求。规定乘客应遵守票务管理规
定，明确了影响运营安全的10类禁止性
行为，以及影响秩序的7类约束性行为，

要求乘客在疏散时服从工作人员指挥和
引导，提倡文明乘车美德等。对于“拒不
遵守乘车规范的，运营单位有权予以制
止，制止无效的，应报有关部门依法处
理”。这无疑使地铁工作人员有了制止
不文明行为的执法依据。

地铁车厢空间狭小、封闭，高峰期客
流量很大，容易造成车厢拥挤。基于维
护地铁安全秩序，保障市民享受安静、有
序的乘车环境，倡导文明乘坐地铁，对不
文明行为予以禁止和处罚，是必要措
施。地铁文明乘车规则的建立，为的是
保障每一位市民的利益，也是城市文明
进步的标志之一，期待每一位乘客都能
遵守相关规范，以守住文明出行底线，促
进社会文明提升和地铁安全运行。

（作者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城
市之光）

乘地铁须遵守规矩，禁食、禁音响
外放、禁带宠物等，这既是文明公德的
体现，也呼应了乘客的正当要求。地铁
禁食有必要，否则车厢如“餐车”，气
味难闻，一不小心还容易蹭脏他人衣
服。另外，食物残渣还可能引来老鼠，
容易啃噬地铁线路设施，影响地铁安全
运营。又如，禁止音乐外放同样很必
要，否则一个人高分贝“低音炮”自
嗨，会让其他乘客被“噪音轰炸”。毕
竟，地铁车厢不是自家住宅，公共场所
要有维护公众利益的边界底线，谁也不
能用个人习惯和个人爱好在公共场所说
事。

现代社会总体上是开放和宽容
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给了每个人选
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然而，任何
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自然人，又

是社会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须
对社会负责，必须遵守基本道德标准
和行为准则，也就是公序良俗。无论
是谁，享受自己的自由，必须以不妨
碍公序良俗为前提，这是不可逾越的
底线。乘地铁不进食、听音响须静
音、不能带宠物等，都是公序良俗在
地铁车厢内的体现。

在地铁内吃东西、音响外放、携带
宠物……一些坏习惯是在潜移默化中
养成的，好习惯也是一样，而且扬弃
坏习惯的过程往往是孕育好习惯的过
程。改变陋习，离不开外力推动。如
今，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了地铁内应
该禁止的行为，将相关要求落实到位，
既有利于激浊扬清，也对有关部门执行
力提出考验。

（作者地址：江苏省常熟市常福三区）

每到夏天地铁冷气开放，同一趟地
铁列车有人嫌热、有人怕冷，如何才能
满足不同旅客对空调温度的需求？对
此，有的城市地铁线路尝试分设“强
冷”车厢和“弱冷”车厢，探索“同车
不同温”模式，乘客可根据指示标识按
需乘车。

由于车厢环境相对封闭，乘客身体
状况和生活习惯不同，在夏天，有的乘
客喜欢车厢温度冷一点，有的乘客则希
望不要太冷。如果“同车同温”，很难
让所有人满意。地铁线路推出“同车不
同温”模式，并在候车站台地面上张贴
一些“强冷”“弱冷”指示标识，可以
使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或者一些喜欢
温度低一点的乘客进入“强冷”车厢乘
车，那些平时怕冷的人则进入“弱冷”
车厢乘车，不仅满足乘客的需要，也确

保乘客的身体不再因为冷气强弱而受影
响。这无疑能提升乘客通勤出行体验，
是一种人性化服务的创新，为其他行业
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地铁线路推出“同车不同温”模
式，带来了较多启示。无论是什么行
业，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积极为民
众着想，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用
心去解决，都会做到让尽可能多的民
众满意。据悉，相关地方地铁线路采
用“同车不同温”模式是在多年征集
暑期乘客车厢温度体验，反复论证和
试验后推出的，这说明地铁管理部门
一直在关注乘客的需要，倾听乘客的
心声。这样的为民服务意识值得肯定
和点赞。

（作者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世纪大
道6号）

在很多有地铁的城市，乘坐地铁上
下班是很多市民的出行选择。因为，相
比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地
铁不堵车，准时性非常高。不过，由于
下暴雨等不可抗力因素，以及地铁遭遇
信号故障、列车故障、临时限行等特殊
情况，发生地铁晚点事故又在所难免。
一旦发生地铁晚点事故，一些掐着时间
点出行的上班族考勤就成了问题。

显然，因地铁晚点事故造成的上班
族迟到，主要责任不在职工个人。根据
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规定，职工迟
到会被给予扣工资等处罚。如果因地铁
晚点导致职工迟到被单位处罚，这对上
班族而言，难免有点冤枉。对此，有的

地铁公司会给乘客出具地铁晚点道歉
信，充当“迟到证明”，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让因地铁晚点而迟到的上班族免于
处罚。对上班族来说，地铁公司出具道
歉信，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人性化服务。
不过，地铁晚点道歉信能否真正作为

“迟到证明”，还要看单位是否认可，这
需要相关部门协力推进。

对于地铁晚点事故造成的上班族迟
到，主管部门和地铁公司应多为乘客做
一些考虑。一方面，地铁公司出具“迟
到证明”应当成为一种惯例，只要地铁
发生晚点事故，地铁公司就要及时向乘
客提供“迟到证明”，在“迟到证明”
上面清晰记录地铁晚点的初步原因，发
生的具体时间段以及相关道歉内容等信

息。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做到了这
一点。另一方面，交通主管部门可以与
人社部门合作，以立法形式明确“迟到
证明”的法律效力，倒逼用人单位认可

“迟到证明”，免除对因地铁晚点造成迟
到员工的处罚。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
高都镇洪沟联小）

教育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和中国科协四
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小学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增强生态环境意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努力实现“无塑开
学季”，学校不得强制学生使用塑料书皮，尤其不能使用有问
题的塑料书皮。

每到开学季，一拿到老师新发放的课本，很多学生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给新书包书皮。在笔者小时候，包书皮的材料
不是旧报纸，就是旧挂历、旧年画，而且往往是自己“亲手”完
成。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孩子们的书皮早已“更新
换代”了，各种五颜六色的塑料书皮，不仅颜色鲜艳，而且包起
来省时省力，深受学生喜爱。不过，塑料书皮危害较多，且不
利于环保。有些不合格的塑料书皮含有甲醛和苯，对于儿童
的神经系统和体格发育有影响。一旦塑料书皮破了，学生往
往一扔了之，塑料难以降解，极易造成白色污染。

实现“无塑开学”，是一堂环保教育课。这不仅有利于在
中小学生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是积极引导广大中小
学生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让勤俭节约、低碳消费、绿色
发展理念蔚然成风。期待在广大教师和家长的引导下，孩子
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书皮“禁塑”的目的和意义，自觉远离塑料
书皮，回归环保、低碳、绿色的纸质书皮。

（作者单位：浙江省开化县教师进修学校）

整洁明亮的房间里不仅有宽大洁净的宝宝护理台，冰箱、
微波炉、多功能调奶器、烧水壶等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近
日，福建省某单位的“妈妈小屋”建成并投入使用，为职场妈妈
提供了一个温馨舒适的专属空间。

“妈妈小屋”，其实就是母婴设施。2016年11月份，原国
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
确到2020年底，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
基本建成标准化母婴设施。值得关注的是，各地在执行10部
门《意见》时，比较重视商圈、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母婴设施
配置，对用人单位母婴设施的配置关注不够。事实上，近些年

“二孩”政策放开后，职场妈妈越来越多。不少哺乳期的妈妈
需要利用工作间隙存储母乳，下班时带回家喂养宝宝。“妈妈
小屋”的诞生正是基于女职工哺乳期备乳、哺乳的需求。

其实，在用人单位配置“妈妈小屋”也有章可循。根据《女
职工保健工作规定》，有哺乳婴儿5名以上的单位应建立哺育
室。不过，现实中真正落实此规定的用人单位并不多。需要
认识到，母婴室不是可有可无的设施，而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
要部分，有助于提高我国母乳喂养率，提高婴幼儿免疫力。换
句话说，“妈妈小屋”应成为用人单位的标配。希望更多用人
单位借鉴相关经验，推进落实母婴设施建设计划，体现城市公
共服务的温度。

（作者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樱前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