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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用手机开车用手机
车祸概率增车祸概率增2020倍倍

打车时，最怕遇到啥样的司
机？回想起几天前的惊魂一幕，
在北京工作的瞳瞳（化名）至今
心有余悸。

“凌晨一点多，我叫了一辆
网约车回家。结果司机一路都在
聊微信，不停地看手机。我多次
提醒他集中精力开车，还被白了
好几眼。”瞳瞳说，经过一个路
口时，信号灯刚刚变绿，沉溺于
手机的司机没注意，险些同侧面
高速驶来的车辆撞上。历险之
后，司机方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手
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生
活中，人们已须臾离不开手机。
开车打个电话、回条微信，似乎
司空见惯。然而，就在低头、分
神的一瞬，危险就有可能发生。
近年来，由分心驾驶行为造成的
交通事故已呈上升之势，“低头
司机”俨然成为潜在的道路杀
手。

治理开车时使用手机的行
为，力度不小，但成果寥寥。围
剿“低头司机”，靠法律、靠科
技，也要靠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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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过斑马线的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明明是绿灯，但往
往需要让右转弯的汽车先过。右转车辆礼让行人，这是道路交通法的明
文规定，但长期以来，抢行斑马线的驾驶陋习早已成为顽疾。右转的车辆
头接着尾地过，绿灯时间往往又不到1分钟。当着急的司机遇上同样着急
的行人，谁先过，就得看谁的胆、谁的脾气更大了。

斑马线，是行人和司机在参与公共道路交通中的唯一交集，双方
本可以和谐相处，车让人，人让车。其中，车让人被写进了很多国家
的道路交通法中。这意味着，司机应该承担起维护交通和谐的主要责
任。但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在中国，如今买得起汽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开车的人也越来越多。数
据显示，自 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施行到 2015年，10多年间，中国
机动车驾驶人数量从 0.75亿人增长到 3.27亿人，快速步入汽车社会。但
是，很多司机的文化素养似乎并不及格，超速超员、酒后驾驶、强行超车、
疲劳驾驶、遮挡号牌、抢行加塞、开车使用手机等行为大量存在。部分司
机甚至犯下醉驾，开车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在对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执
法检查后撰写的报告中写道，中国近90%的人身伤亡交通事故是因违法
行为导致的，其中，司机违法驾驶、不文明驾驶是造成各种交通事故的重
要原因。

有句话说，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秩序是很直观的窗
口。因此，提升文明素养，需要司机加强自身道德涵养，谦让为先。
中国人处世自古推崇“让”字当先，因“让”而生的桐城“六尺巷”
至今仍传为佳话。就拿开车过斑马线来说，其实只需要司机踩一脚刹
车，或者给行人一个善意礼让的手势即可；倘若头脑发热，闯红灯、
撞伤撞死行人，吃亏后悔的最终还是自己。

提升文明素养，还要敬畏交通法律法规。如果说驾驶文明是
“软约束”，那么交通法规就是“硬约束”。交通法规是维护交通秩序的
保证，更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例如，上海今年修订的道路交通
管理条例强调开车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未满 12 周岁不能坐副驾驶位、
外环内不准鸣笛等，根本目的在于让司机做到“心中有敬畏”，从规则
的“被约束者”转变为规则的“自觉维护者”，最终成为良好社会秩序
的“共同受益者”。

提升文明素养，更需要立良法。2015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机动车礼让行人”写入地方法
规。条例规定，机动车在经过人行横道时需礼让行人，违者将受到处
罚，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会被记录到个人信用信息。如今，杭州
机动车让人已经成为全城司机的自觉行为。这样的“礼让”让很多到
杭州的外地人感慨：尽管这座城市的建筑、道路是陌生的，但心里却
有一种归属感——因为这里到处充满暖意。可见，司机一个小小的文
明驾驶行为，同样能反映城市精神，让城市变得温暖。

如今，我们正在快速进入汽车社会，文明驾驶习惯需要同步跟
进。作为司机，当您驾车上路时，也请您带上心中的道德律。

汽车社会需要文明
彭训文

他 山 之 石

事实上，“低头司机”之所以难以杜绝，其
重要的原因在于执法难。统计显示，全世界范围
内有超过50个国家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但在很多
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执法取证困境。

截至今年 3月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首次突
破 3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超 3.64亿人。汽车越来
越多，使用手机的行为难以捕捉，执法取证的难
度可想而知。

有关人士建议，对于驾驶中使用手机的监管
与查处，应结合视频识别等技术，加强对使用手
机等重点分心驾驶行为的取证工作。

为此，除了采取“人海战术”外，多地已启
用高清监控设备以及各种“黑科技”，以抓拍使
用手机的违法行为。从去年8月开始，上海启用
电子警察自动抓拍驾驶员开车打手机的行为。系

统开发前期，公安交警部门搜集了 500余张抓拍
到的典型图片，输入后台建模，通过计算机自
动比对，系统能在短时间对违法行为进行判定。

据介绍，目前类似电子警察系统判断是否
开车打手机，需要满足两个要素：其一是驾驶
员手的位置；其二是手中有手机。有业内人士
指出，开车使用手机的方式很多，相对于“打
手机”的明显特征，“玩手机”更加隐蔽，取证

难度更大。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分析这类行为
特征，让科技设备能更加准确、敏锐地判断出
这些行为。

专家建议，应全面研究驾车使用手机的行
为特征，制订违法行为取证标准，为杜绝此类
行为提供法律支撑。同时，加大打击力度，通
过现场执法检查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让“低
头司机”不再“低头”。

而从技术上，业内人士表示，应针对开车使
用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开展预防和监测技术研
发，改进车辆安全装置。如车载语音控制系统、
定速巡航等，降低驾驶人分心驾驶的几率。注重
分心驾驶被动矫正技术研究和应用，如疲劳检
测、车道偏离预警等技术，确保分心驾驶行为发
生后能够及时发现和矫正。

日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
起因驾驶者浏览手机而引起的交通肇事案件。肇
事司机因低头看手机，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已偏离
道路，撞到在前步行的行人，导致该行人抢救无
效死亡。

庭审中，肇事司机承认，自己明知在驾车过程
中看手机是不对的，但仍抱有侥幸心理。法院依照
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司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尽管司机有自首情节和积
极赔偿行为，但依然有不少网友认为“判得太轻”。

因侥幸心理引发恶性事件，在现实生活中，这
样的惨案还有不少。去年3月，湖北武汉一男子开
车时低头看手机引发事故，导致一名 70岁老人不
幸身亡；2015 年 6 月，福建一客车司机因看短信，
撞上一辆面包车，造成2人死亡、45人受伤……

“低头司机”有多普遍？据福特汽车委托的
一项调查显示，59％的中国驾驶人开车过程中看
微信，31％的人玩自拍或拍照，36％的人有刷微
博、微信朋友圈的危险行为。

记者调查发现，打电话、发微信、查看导航

信息等是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主要原因。为了方
便，不少司机还在车内安装了手机支架。有网约
车司机表示，由于要接单、联系乘客、查看路
线，不得不随时盯着手机，而自己又不愿为此停
车浪费时间。

事实上，“低头司机”并非中国特色。据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超过
1/4 的 车 祸 是 由 使 用 手 机 引 起 的 。 2013 年 ，
21％的车祸涉及使用手提或免提电话，由手机
短信而引发的车祸上升到了6％。而英国官方的
统计也表明，2009 年，16%的交通死亡事故和
20%的交通伤害与开车时分神有关，且大多数司

机都是年轻人。
开车使用手机属于“分心驾驶”的表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受访者
存在分心驾驶的行为。

据业内人士介绍，分心驾驶行为可以分为 3
类：一是满足驾驶人身体舒适需求的分心驾驶行
为，如抽烟、饮水、进食、调节空调等行为；二
是满足驾驶人心情愉悦需求的分心驾驶行为，如
化妆、刮胡子、聊天等，也包括使用手机拨打电
话、收发信息等；三是周围环境引发的分心驾驶
行为，如照顾小孩、长时间关注某个车外突发情
况等。

研究显示，正常驾驶时，驾驶人反应时间
在 0.3 秒—1 秒；使用手机时，反应时间延迟 3
倍左右。而且行车间距延长，让道路通行效率
降低，同时车辆横向控制能力降低。模拟实验
的结果证明，开车打手机导致驾驶人注意力下
降 20％，如果通话内容很重要，则驾驶人的注
意力会下降 37％。驾驶人边开车边发短信，发
生车祸的概率是正常驾驶时的 23 倍。

3月25日，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 《上
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正式生效实施。其中，
该条例第 34 条第 7 款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上
道路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拨打接听手持电
话、浏览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这
类违法行为将被处以计2分、罚200元的处罚。

专家表示，这一规定明确，除了接听拨打手
机之外，发微信、刷微博、玩游戏等使用手机的
行为都不被允许。同时，包括平板电脑以及未来
可能出现的电子设备，在驾车时都不能用。

那么，如果遇上红灯或拥堵时，车辆处于停
驶状态，是否可以使用手机？上海交警部门表
示，行驶过程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遇红灯时
暂停，因此同样不能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

除了上海外，多地也展开了对“低头司机”
的打击。浙江省从 3 月 1 日起，对开车使用手机
等 20 项隐蔽性交通“顽疾”进行为期 10 个月的
集中整治。据了解，仅2016年，浙江因开车使用

手机、分心驾驶等影响安全行为共导致交通事故
死亡的人数占全省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44.3％。

事实上，对于开车使用手机的行为，相关法
律早有规定。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开车使
用手机将被处以扣 2 分、罚款 200 元的处罚。但
对这一处罚标准，各方观点不一。尤其是开车时
使用手机的场景越来越多，事故频繁发生，如何
界定和惩罚这一行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支持方认为，开车使用手机的危害已有明证，
而现行法律的处罚力度过低，必须入刑才能有效
遏制。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递交议案，建议

修订法律，加大对开车打手机的处罚力度，实行扣
6分处罚，并考虑将其与酒驾一样入刑，按“危险驾
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

反对方则表示，开车使用手机必须根据场合
和地点来判断其危害程度，不能等量齐观。一刀
切地入刑，有违“罪刑相适”的一般刑法入刑原
则。有网约车司机表示，在车辆运营过程中，常
常是刚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抢
单、派单，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行驶中浏
览手机，建议立法、执法部门以及网约车公司细
化和明确手机使用的具体场景和方式。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要针对开车使用手机
的现象特征，强化对驾驶人的培训、考试和处
罚，提高驾驶人安全意识；细化对使用手机等驾
驶违法行为的处罚，根据不良驾驶行为对道路交
通安全的危害严重程度，制定差异化的罚款和记
分标准，对于因使用手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进
行严厉惩罚，以儆效尤。

2003年和2012年，法国政府两次
调整交通法规，逐渐加大了对驾车打
电话行为的约束和惩罚。现在法国严

格禁止司机在驾车时以手持的方式使
用手机，一旦发现将在驾照上扣去 3
分，并处最高750欧元的罚款。

关于分心驾驶，美国对18岁以下
未成年司机、持商业驾照的司机和校
车司机监管最为严格。纽约州、加州
和首都华盛顿在内的15个州禁止在公
用道路开车时使用手持电话，一经发
现会直接被警察拦截并处罚。包括首
都华盛顿在内的38个州禁止新手司机
和未成年司机通过任何形式使用手机。

美国对开车时收发短信的规定也
很严格，目前只有4个州没有禁止开
车时收发短信，而且违法者一经发现
会直接被警察叫停处罚。处罚规定也
有不同，加州只罚钱不扣分，纽约州
又罚钱又扣分，犹他州在开车时发短
信将被罚款750美元以及90天入狱监
禁。

美 国

法 国

新加坡从2015年起实施了被称为
“世界上最严交规”的新版交规，规定司机
开车时手绝对不能触碰手机或其他电子
设备，同时还禁止使用耳机或者手机免
提功能接打电话，即便等红灯时也一样。

根据规定，第一次违规的司机，最

高可能罚款 1000 新币（约合人民币
5000元），监禁6个月。第二次违规将受
双倍惩罚。任何被发现在开车时手中握
有手机的司机都将被定罪，手握手机不
仅包括打电话发短信行为，也包括上
网、访问社交网站、下载视频等。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司机开车过程中使
用手机都会被扣分和罚款。通常每个
州的惩处力度大约是扣3分以及罚款
二三百澳币 （约合 1500 元人民币左
右）。2015年，澳大利亚出台了更加

严格的规定，副驾驶使用电子设备也
被严格限制。手机、平板电脑等设
备，如果被副驾驶位置上的乘客使
用，并且在驾驶员的视线之内，一样
是违法的。

新加坡

整治整治““低头司机低头司机””各国出招各国出招

是否该入刑是否该入刑
应定差异化标准应定差异化标准

解决执法难
制定规范升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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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3030 日日，，在上海街头在上海街头，，左转弯车辆正礼让行左转弯车辆正礼让行
人优先通过马路人优先通过马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凡凡 军军摄摄

上海浦东新区道路行驶的车辆上海浦东新区道路行驶的车辆。。 刘德斌刘德斌摄摄 （（中新社中新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