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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与妻子芭芭
拉骑自行车经过天安门，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彼时，在中国
这个“自行车王国”里，汽车工业与汽车的普及才刚刚迈步。

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汽车社会”的概念由日本学者提
出，由汽车普及所带来的新社会形态因此进入大众视野。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每百户家庭汽车保有量达到20辆时，
通常被看作进入汽车社会。截至 2015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
量已达2.79亿辆，平均每百户家庭已拥有31辆私家车，北京、
成都、深圳等城市更是超过60辆。汽车的触角和影响力已辐
射到文化、法律、道德、家庭等各个领域。在城市中，人们的生
活环境与空间被汽车社会所重塑，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新面
貌。

不过，汽车带给国人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
烦恼。道路拥堵、乱开乱停等现象考验着社会的文明水平与
管理能力。如何让汽车社会更文明，是值得高速行进的汽车
行业停下来思考的问题。

驾车陋习频频引发“路怒”

“入国不驰，入里必式”“国中以策彗恤勿驱，尘不出
轨”——《礼记》中记录的这项“交通规则”，意为在城市
道路上驾驭马车等车辆的时候不能奔驰，不能扬起尘土。
这与现代交通文明的原则一脉相承。

不过，飞奔进入汽车社会的中国司机，却未必瞧得上
“入国不驰”的速度。随意变道、车窗垃圾、驾车打手机、
开斗气车、不系安全带、乱鸣笛、不礼让斑马线、滥用远
光灯、车辆乱停乱放……如今，在城市中开车上路，难免
会遇到上述交通陋习。有的驾车者原本规规矩矩，由于长
期被恼人的不文明行为所激怒，以至患上了“路怒症”，一
坐进驾驶室就“怒火中烧”。

今年3月，广东东莞一名车主故意撞翻前方强制变道的
汽车。事后，这名车主称这已经是他撞过的第7辆车，而且
一般都是别人全责才会撞上去。这一“马路侠客”般的壮
举，让不少饱受行车之苦的车主拍手称快，也引发了关于
文明驾驶的规则与道德之辩。

去年发生在成都街头的“暴力殴打女司机”事件，同
样是一起因“路怒”而引发的极端事件。值得一提的是，
新闻历经多次“反转”，尽管男司机打人确实违法，但女司
机多次突然变道、“劣迹斑斑”的驾驶行为依然遭到网民的
一致声讨，由此可见舆论对于驾车陋习的恶感之深。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实现了稳中有降，
但总量仍然较大，并且 80％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因交通违法
导致。据统计，2014年涉及路口的交通事故中，因不遵守
交通信号引发7415起，共造成1895人死亡，8048人受伤。

车流的灯光宛如长河，闪耀和流动在每一个回家的夜
晚。在这个繁荣与动人的景象中，驾驶者的公共意识和觉
悟却仍显苍白。经济学家梁小民谈道：“几乎每一个中国人
都有一个汽车梦。但是，关注汽车文明的人远比希望实现
汽车梦的人少得多。如果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汽车文明，汽
车梦一旦实现，就将意味着一场灾难的降临，个人的非理
性行为将会导致社会的非理性状态。”

在快速前行的汽车社会中，我们的文明与素养如何跟
上飞奔的车轮？

交通问题考验规划管理

我国的汽车文明建设为何迟迟跟不上汽车社会的发展
速度？有专家认为，这是由于机动化与城市化发展速度脱
节所致。在欧美国家，汽车化过程基本是在城市化完成之
后才逐渐发展，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我国所面临的问题
是，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机动化就已来临。

城市化与机动化的矛盾，突出体现在道路规划上。一
些城市缺乏科学规划，道路建设滞后，公交分担率低，道
路、停车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地方注重短期建设，忽视长
期影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造
成一些道路交通拥堵“瓶颈”和安全隐患路段。

以北京为例，2015年8月，北京市车均道路面积18.3平方
米/辆，仅比一个标准停车位的面积略大。同时，路网不完善。
现在的北京城脱胎于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城市道路
断头路多、支次道路少，贯穿南北的放射状道路少。

此外，北京主要道路超负荷运转，西二环、东三环等
路段高峰时超出设计流量50%以上。而四环路以内集中了全
市65%的重点小学、80%的三甲医院。望京、回龙观、天通
苑早已习惯了被称为“睡城”，车辆的潮汐流现象十分明
显。

有关专家认为，目前我国道路资源日益稀缺，行人与
车争抢路权的矛盾加剧。解决交通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如何平衡，考验管理者的智慧。

由中国社科院出版的 《汽车社会蓝皮书》 则提出，汽
车社会的管理目标不是让人不买车、不开车，而是从人本
的角度出发，寻找更公平、更有效率
的治本之策，建立起包括普通市民在
内的、由各利益集团共同参与、监督
的城市交通决策及管理机制。

立法执法理应刚柔并济

文明的汽车社会，离不开高素质
的驾驶者、人性化的交规和严厉的法
律。

交通文明的建立绝非一夕之功。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认
为，在交通事故当中，人的因素占
80％以上。要提升交通文明水平，改
变人的行为是关键。当务之急是通过
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特别
是广大驾驶人的交通文明意识，做到
自我约束、自我管理，道路才能畅通。

从今年4月起，驾照新规施行。除
了外界关注的小汽车自学直考、自主
约考等便民措施外，对于驾车人的要
求也有所提高。其中，只要是在实习

期内发生的交通违法，无论什么时间处理，记满12分都会
被注销驾驶证。

对于如何通过交通执法规范驾车行为，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加大处罚可能
会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但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这更需要
执法者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心态，杜绝以罚代管，真正让
交通规则进万家。

日前，安徽桐城六尺巷的“空白罚单”引发网络热
议。一名车主从南京开车到桐城办事，在六尺巷收到一张
特殊的违法停车告知单。没有扣分、罚款，而是一条温馨
提示：“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意”。

“空白罚单”式的“柔性”执法让人想起了电影《疯狂
动物城》中的兔子“朱迪”。第一天作为交警上岗的它，为
了完成任务，不分青红皂白地猛贴罚单，结果适得其反，
遭到动物城居民的抗议与吐槽。

事实上，交通法规的惩罚措施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
减少违反法规的不文明行为。专家建议，对明显阻碍交通的
行为，要严管严罚，但也要根据实情科学执法，执法者和车主
们不应该是“躲猫猫式”游戏。“驱走”懒政，创新执法应是第
一步。六尺巷交警春风化雨的执法方式之所以被频频点赞，
就是在于其以人为本、释放善意。如此这般，才能更好地赢得
违规者的尊重与遵守，实现执法的“初心”。

当然，及时严厉地对不良现象进行制止和处罚，也是
建立健康汽车文明秩序必不可少的环节。2011年，刑法中
的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车、高速飙车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其中。“醉驾入刑”5年来，全国因酒
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法律实施前5年分
别下降18%、18.3%。

从今年 3月开始，《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地方
法规的形式，将一些常见的不文明行为上升为“违法行
为”，同时将保护不文明行为劝阻人以法规的形式予以明
确。包括开车时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向车外抛洒物品等
不文明驾车行为，将被视为违法，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由
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安机关实施处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不文明行为归根
结底源于人们的道德观念。文明的培养必然有个过程，不
是一蹴而就的。但对于很多陈规陋习“屡教不改”，适时出
台法律法规，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和警示作用，对文明习惯
的形成和公民素养的提升提供保障。

前方道路前方道路，，是是汽车文明社会汽车文明社会
本报记者 刘 峣

笔者的爱人平素是个挺温和的人，
自从购车之后，却渐渐有患上“路怒症”
的趋势。请他心态放平些，他还颇为委
屈地说：“我‘路怒’是因为不守规则的
人太多了。如果大家能按规定限速行
驶，能在路口提前变道而不是横穿好几
道，能在夜间打开近光灯而不是远光
灯，如果左转按规则排队，堵车时耐心
等待而不是一个劲儿按喇叭……可能
我的‘路怒症’自然就痊愈了。”

确实，在中国的马路上开车，是
有点“险情乱象丛生”的味道。早在
2014 年，中国汽车数量就位居全球第
二，驾驶人数量世界第一，成为名副
其实的汽车大国。然而，中国的汽车
文明似乎还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违
反法律法规的危险驾驶、挑战社会道

德底线的不文明驾驶，在马路上并不
罕见。

有句话概括得很典型，在中国，
“没有脾气的人开不了车，能开好车的
人多少都有点脾气”。这里的“脾气”，一
是说偶尔犯犯规，二是说不时抢抢路。
比如，在着急的时候超个速，在堵车的
时候加个塞，或者在走错路的时候倒车
逆行一小段。虽然在严厉的处罚下，酒
驾、闯红灯等现象少多了，但上述行为
同样很危险，而且还不容易引起司机的
重视。

而汽车本身的私密性，更加重了
人们的无规则意识。美国人曾经让同
一批人分别驾驶封闭的吉普车和敞篷
车，结果发现把敞篷车的顶完全打开
时，人们会尽量不按喇叭催促前车，即

使按喇叭声音也很短，换句话说，是更
文明了。由于规则是属于公共场所的，
有了汽车外壳的遮挡，一些人就让心中
的魔鬼出来尽情撒欢。在他们眼中，拥
挤的道路就像是平坦的大路上堆放着
的障碍物。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司
机同自己是平等的，拥有相同的道路权
利。

一个让人感到安全、高效、文明
的汽车社会，最核心的还是司机的规
则、文明驾驶。视交通规则为阻碍，
视文明驾驶为“屌丝做法”，认为真正
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横冲直撞，那道路
怎么也顺畅不起来，“路怒症”也没法
痊愈。

不过，笔者虽然心急，但也明白
规则的形成、文明的培养，绝非一朝

一夕之功。除了扎紧制度的笼子，加
强监督，多做宣传引导，我们还需要
时间的沉淀。要知道，社会变迁中存在

“文化滞后”的现象，物质文化的变迁总
是快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社会变
迁总是先从科技、经济等器物层面开
始，然后是法律、规则等制度层面，最
后才是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直面问
题，加强相关立法，加大执法力度，
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另一方面，我
们也要理性看待客观规律，不要动不
动就评论“社会道德失堕”，失去信
心。现在中国道路上跑着的司机有

“50 后”“60 后”“70 后”“80 后”“90
后”，有新手有老手，有急性子有慢性
子，有“考本派”有“买本派”……

把这些条件搅和到一起，可想而知道
路有多复杂，我们于情于理都应该多
给社会一点耐心，对吧？

有些人可能转不过弯来，其实，
文明行车明显能提高效率，对大家是
双赢。比如占错了道要插队时，如果
摇下车窗，跟旁边的车打个招呼，反
而更能得到对方谅解让行，比斗智斗
勇的强挤要管用百倍。

另外，据笔者的观察，在北京早
晚高峰如此拥堵的情况下，无论司机
再怎么穿插、加塞、违章，跟老老实
实开车比起来，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永远是在下个红绿灯路口见。所以，
多耐心、放宽心，不如就从当下做起
吧，大家排好队，肯定比挤来挤去走
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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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对于路怒司机，德国交管部门明确

规定：用言辞和手势辱骂他人，属于侮
辱他人的犯罪行为；如果按喇叭、用灯
晃、不顾车距紧逼前车，根据情节轻重
可视为违反交通规则或违法犯罪。不论
做出哪种过激举动，罚款自不必说，严
重的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按照德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
时速越高，距离前车越近，处罚力度越
大。例如，若时速160公里，距离前车小
于8米，驾驶者将面临罚款400欧元、扣
4分、吊销驾照3个月的处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人将路怒症称为“公路恐

怖主义”，对路怒症的处罚常常是数罪并
罚，不少涉事人面临多项起诉，甚至包
括谋杀罪。

在新南威尔士州，任何人驾车追逼
另一司机或对其他驾车者进行恐吓威
胁、施暴欺凌都属严重罪行，有可能被
判最长5年监禁以及最高10万澳元（1澳
元约合5元人民币）的罚款，还会被取消
驾驶资格。如果发生人身伤害行为，惩
罚会更严厉。

■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些很独特的交通管理措

施，一方面控制汽车数量，一方面限制
汽车通行，避免了城市交通拥堵。交通
部门根据每年淘汰车辆的数量和道路建
设情况，确定每年新发放的拥车证数
量，只有具有拥车证的人才有资格购买
汽车。中央商务区周边建立了13个停车
场，车主只要交付很低的固定费用就可
以使用停车场，然后乘坐公交车进入限
制区。

■美 国
美国的交通安全状况不断改善得益

于行之有效的交通安全规划策略、安全
管理政策和改善措施。始于1966年的美
国联邦政府道路安全法案，要求各个州
制订道路安全改善计划，旨在降低交通
事故、死亡率和受伤人数以及财产损
失。具体要求包括：开发和更新交通数
据记录系统、收集事故数据、鼓励安全
带和儿童安全座位的使用等。

■日 本
日本坚持立法先行，形成了比较完

备的法规体系，为交通系统的高效运转
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1957年颁布的
《停车场法》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停车场的
建设，同时在资金和税收上给予支持。
1962年颁布的法规《机动车停车场所之
确保法实施令》和《自动车保管场所确
保法实施令》，为使自用车辆与公司用车
不占用道路长时间停放，规定所有车辆
持有者均须拥有路外停车场提供的泊
位，以此提高路外停车场的需求，促进
民间投资兴建路外停车场，并明确了违
反规定的惩罚办法。

■韩 国
韩国制定了《停车设施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及政策，将扩大停车位的供应
与需求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
效果。一是居民停车许可计划，通过在
住宅区内部道路两侧建路边停车位，向
用户提供可用的停车位。原则上，停车
位要分配给购买了停车位许可证的用
户。二是商业区停车位上限规则，用于
调节商业区包括CBD地区建筑物附属停车
位的数量。三是拥挤付费，以减少通往
CBD地区主要道路上的汽车交通流量。四
是停车场登记系统，准许车主获得自己
的停车位，并在注册汽车时登记在册。

■香 港
香港在城市规划和功能布局中，遵循

公交先行理念，首先注重解决交通问题。
另外，香港实行一系列政策，从拥有量和
使用量两方面调节和控制私家车增长。采
用首次登记税及每年收取车辆牌照费，通
过限制使用额度来调节私家车的拥有量；
采用较高的燃油税、道路通行费、拥挤收
费及隧道桥梁收费等，调节汽车使用量。

（范 娅 崔馨月整理）

他山之石66月月1515日日晚高峰期间晚高峰期间，，北京国贸桥附近路段车行缓慢北京国贸桥附近路段车行缓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鹏鹏摄摄

青岛巴士司机手举标语，倡议乘客不要向车窗外乱扔垃圾。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