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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居住难两全
——报告显示，GDP排名前十的城市平

均通勤距离均在8公里以上，时间均在40分
钟以上

每天早晚高峰，是城市交通最繁忙的时段。7点
钟，在北京 13 号线龙泽地铁站，队伍已经排成长
龙，依次进站以后，还要等几趟才能挤上地铁。“上
车上不去，下车下不来。至少等四五趟车才能进，
进去也就是刚好趴在门口，人贴人。”一位乘客说。

13 号线上的霍营、立水桥、回龙观、龙泽是北
京热门的通勤站点，连同附近的天通苑，一起代表
着北京北部庞大的居住区。此外，热点进站口还有
十里河、宋家庄、北京南站等，分别代表着北京南
部、东南部、环京的热点居住地区。

出站地点同样呈现热点突出的局面。比如，复
兴门、阜成门属于金融街区域，国贸、大望路、金
台夕照属于国贸区域，西二旗、朝阳门、西直门、
丰台科技园等也是企业集中的地方。居住和就业各
自有较为明显的热点区域，部分站点通勤压力大，
这也是不少大城市早晚通勤的突出特征。

北京白领赵作林每天的通勤就在这两端的热点
区域之间展开，每天从13号线龙泽站出发，转10号
线到丰台西局站，这一程 30 多公里，选择地铁通
勤，从家到公司耗时 75分钟。年初赵作林和妻子考
虑过搬家，但是若换地方，房子面积就得缩小一
半。“解决了通勤问题，就解决不了人均居住面积问
题。在回龙观住大房子，父母还能一起照顾孩子。”
赵作林说。所以，当下这种通勤状况还在持续。

在大城市，不少人面临着居住和通勤难以两全
的共同问题，最终在通勤上稍作妥协成为许多人不
得已的选择。根据极光大数据此前发布的 《2018 年
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在 GDP 排名前十的城市
中，北京居民通勤平均路程 13.2 公里，平均用时达
56 分钟；上海 12.4 公里，用时 54 分钟；广州 8.8 公
里，用时 45 分钟；深圳 8.7 公里，用时 44 分钟。整
体看，10座城市平均通勤距离均在8公里以上，时间
均在40分钟以上。

公共交通需给力
——长距离通勤通常需要多种交通方式

衔接完成，这就需要整个公共交通系统解决
耗时长、可靠性偏低的问题

如何让每日两次的通勤更顺心？在上班族们看

来，无外乎距离和时间两方面。在距离一定的情况
下，时间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交通。

李云翔在北京金融街一家企业工作，家住南五
环，每天 70 分钟的通勤当中，她需要先乘坐公交，
然后改乘地铁，地铁换乘一次，出站后再借助共享
单车完成最后 1.5 公里，最终抵达公司。“经常是到
公司就感觉已经打完一仗了。早上迎着阳光出门，
打扮得好好的，但追赶公交、挤地铁的时候啥也管
不了。”李云翔说。在这一程通勤中，各种交通方式
既相互补充，也体现了各自的优缺点。

“地铁比较靠谱，时间好把握。”相对而言，地
铁是许多人通勤的首选。根据北京地铁公司所辖 16
条营运线路数据，以7月9日至15日这一周为例，除
周三外，其余工作日客运量都在 1000 万人次以上，
而周末两天均为600多万人次。除了巨大客流量带来
的相对拥挤之外，难以保证点到点抵达也成为不少
城市地铁出行的一大不便因素。例如，不少市民发
现，市区内离居住地最近的地铁可能在 1.5 公里之
外，因此完成通勤还需要其他方式接力。

“公交是中短途通勤很好的选择，不堵车的话非
常方便。”马田在北京车公庄上班，有公交可直达，
不堵车的时候 20分钟。对她而言这是最便捷的交通
方式。但是，遇到早高峰堵车的时候，车程会变成
40分钟。受多种因素影响，地面公交市场客运量呈
下降趋势。例如，北京公交集团2017年客运量31.87
亿人次，较2016年下降11.7%。公司有关负责人此前
表示，随着北京城市发展和人口流动，部分线路不
适应当前客流变化，已展开对800多条线路、4万多
个站点的梳理调整。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对本报
记者分析，目前不少长距离通勤需要多种交通方式
共同完成，这其中既有衔接问题，也有地铁、公交
本身的优缺点和末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要解决通
勤整体时间长、可靠性偏低的问题，需要提高公共
交通服务水平，在衔接换乘、车次、线路等方面综
合下功夫。

专家进一步分析，因为轨道建设有周期，加上
大城市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公共交通的改善很难立
竿见影，不过地铁线路增加、公交专用道路等方面
的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同时，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
化，社区和企业班车、定制公交服务等方式丰富着
出行选择。在采访中了解到，深圳的方宇就通过公
司的班车出行，通勤时间由 1.5 小时缩减到 1 小时。

“公司班车服务可以点对点，弥补了公共交通换乘的
缺陷，还是挺不错的。”方宇说。

职住平衡有期待
——在城市已有格局上，可以鼓励租赁，

在新城规划中，更多考虑空间平衡、功能配套，
促进就近就业

能不能通过更换住房或工作地点让通勤距离更
近一点，这也是许多上班族在考虑的问题。

当下，家住北京回龙观的赵作林遇到了一个难
题。妻子的新工作定在了通州，自己工作在丰台，这三
个点分别位于北京城区北部、西南和东南，妻子每天
往返通勤超过 100 公里，自己通勤 60 多公里。几番商
量，家里决定明年把房子换到通州，方便妻子上班，但
这样，赵作林的往返通勤变成了 100多公里。因此，换
了房子，赵作林自己还得考虑换工作。

“北京集中的办公区域就是那些，想找到高薪好
工作，很大概率要在那几个区域找。这些地方房价
高、房租高，所以很难兼顾理想工作和居住地点的
平衡。”赵作林说，综合考虑，他希望未来能在地铁
6号线沿线找到新工作。

每天在上下班途中奔波的李云翔也在琢磨一件
事儿，若是想离家近，换工作能去哪儿呢？当下看
来，北京亦庄是一个选项。而不久前发布的 《促进
城 市 南 部 地 区 加 快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则给她带来更多信心。“按照新的规划，南
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带初步形成、丽泽金融商务区
新兴金融产业加快集聚，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加
快建设，这些都是未来就业的期待。”李云翔说。

实际上，职住平衡已经被纳入不少新城区规划
之中。例如，北京市 《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就明确提出“促进职住
平衡”；去年北京市集体租赁房选址，也确定了毗邻交
通枢纽、毗邻产业园区、毗邻新城“三个毗邻”原则，以
最大程度实现职住平衡，让老百姓就近上班、居住。

陈艳艳认为，提倡职住平衡就是要减少通勤的距
离和时间。在城市的已有格局上，可以通过鼓励租赁
的方式来助力通勤方便；在新城区建设中，则更加注
重城市空间的发展和周边配套，比如在居住用地附近
增加办公用地、商业用地等，就提供了改善职住平衡
的可能性。此外，鼓励在地铁附近高密度开发等，也将
助力减少两端通勤时间，让职住更便利。在上端的城
市规划设计中，要越来越多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

暖暖的阳光洒进屋子，窗台上几株野菊正值开放。在
护理师陪护下，一头银发的吴秀兰躺在浅蓝色柔性水床上
接受按摩。见有人来访，她欠起身子热情地与记者握手，
随身飘出淡淡的护肤品清香。若不是旁人介绍，记者实在
看不出这是一位小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的80岁老人。

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千万万个家
庭面临的现实难题。近日，记者来到辽宁省沈阳市一家

“公办民营”的养老中心，体验家门口养老的便捷与舒适。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文安路社区的万佳宜康居家养护中

心，是政府提供办公用房，由民营机构运营的连锁养老场
所。走进中心，展现在眼前的浅黄色墙壁，一尘不染的地
板，无所不在的围栏、扶手等保护设施，让记者犹如进入
一个大号“幼儿园”。已从业3年的护理员张文诗说：“其实
老人和小孩一样都需要呵护，这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吴秀兰刚来养护中心时抵触与人交流，护理员几经谈
心，才明白老人因为大小便全在床上，怕自己身上有味
儿，不好意思面对外人。借助国内先进的助浴设备，老人
一周洗两次澡，平时护理员勤打扫、勤翻身。身上干净
了，内心也敞亮，老人现在逢人就主动唠嗑。

文安路社区覆盖19个小区，6100户居民中共有2500位
60岁以上老人，其中就有许多失能、半失能老人。养护中
心开辟 20 多张床位，既可提供长期看护，也接受早晨送
来、晚上领回的日间托管，让老人家属有了喘息之机，腾
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

不仅吸引老人“走进来”，居家养老中心也借助网络优
势“走出去”提供入户照顾、送餐上门、临时照料等个性
化服务。家住电业小区的82岁空巢老人孙彦范以前是养护
中心的常客，不久前，老人因脑梗发作摔倒造成骨裂，行
动不便，按时吃饭成了难题。每天中午一到饭点，护理员
就会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孙奶奶家中。“不仅送饭，还陪聊
天。”孙彦范说，如今她与护理员天天相见，亲如祖孙。

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
的“居家养老”，眼下在国内许多地方正悄然兴起。沈阳市
针对“居家养老”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长，养老机构
无力承担的特点，探索“公办民营”发展模式。政府提供
办公用房、少量补贴并实施行业监管，社会力量参与运
营，如今已建成20多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据新华社沈阳电）

最近，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后坞
村，常常能看到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徳清武
康支行行长蔡寿根的身影。在该村莫干·昕竹民宿
项目建设中，蔡寿根常常与结对的后坞村村书记
项明亚一起到场地商议工程进度，并给予项目贷
款资金支持。

今年2月，农行湖州分行在全国金融系统首创
“乡村振兴”导师制，当地15名村书记与农行各县
区乡镇网点负责人进行“师徒结对”。根据市里的
安排，蔡寿根与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项明亚结为

“师徒”。此后，蔡寿根经常跑到师傅那儿请教，
项明亚也满腔热情地替徒弟出谋划策。

“项书记成了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她会把
农户的贷款需求及时告知，我们则可以更加准确
真实地了解农户的资产、信用等方面情况，并给
予资金支持。”蔡寿根介绍，后坞村有 118家农家
乐，随着民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家乐改造成民
宿。在此过程中，资金支持至关重要。目前，农行德
清武康支行对该村已实现授信全覆盖，由32户农户

提出申请的810万元贷款已全部发放到位。
农行湖州分行行长胡隽介绍，该行从 2014 年

开始，已连续 4 年累计派出 64 名干部到乡镇挂
职，建立市县行行领导、部门中层“三联系”制
度和督导员“三农”联系工作小组，重点开展蹲
点帮扶，做好对接，解决难点问题，搭建完善农
村金融服务渠道。今年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乡
村振兴”导师制。“通过导师结对，把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金融队伍持续推进农村腹地，有力促
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胡隽说。

据悉，农行湖州分行“乡村振兴”导师制设
立以来，15 个导师村共开展互联共建、交流提升
等活动46次、参与活动人数达3525人次，授信总
户数 9367户，授信总金额 8.9亿元，发放惠农 e贷
690户、金额1.39亿元。接下来，导师村还将分批
设立，每名网点负责人至少选择一个村结对帮
扶，定期点对点、手把手现场指导，逐步实现导
师村村民信贷档案建设 100%，整村授信、美丽乡
村贷或富村贷款授信100%，助力乡村振兴。

政府提供办公用房 社会力量参与运营

家门口前享晚年
王炳坤 张惠慧

农行湖州分行建立“乡村导师制”

师徒结对助力乡村振兴
谢尚国 陈 航

小赵、小王、小方分别工作和生活
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深圳，虽然距离
遥远，但他们有着相似的行动轨迹。早
上 6点多起床，1个小时内出门，步行至
地铁、公交车站，中间至少一次换乘，
中途或末端再借助共享单车代步，1 个
多小时后，陆续抵达公司。一天的工作
结束，大约晚上 5：30 以后，他们又陆
续以同样的方式，回到住处。

一朝一夕，上班回家，通勤是大城
市有规律的潮汐，也是城市人们每天的
固定行程。但是通勤距离远、时间长、
交通不便等问题也让许多人头疼。通勤
的难题难在哪儿？如何解决？

通勤距离远、时间长、交通不便，让许多人头疼——

通 勤 难 题 如 何 解 ？
本报记者 李 婕

全域旅游托起致富梦
近年来，河北省平山县在脱贫工作中，按照“全域旅游、全季

旅游、全业旅游”的理念，依托丰富的红色教育、乡村游、农业观
光采摘等资源，带动当地贫困户增收致富。图为日前在河北省平山
县红崖谷景区，游客被刚出锅的年糕吸引。

新华社记者 赵丹惠摄

乡村特色民宿引客来
近年来，福建省晋江市一些沿海村庄利用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产

业基础，引入文化创意元素，推出诸如集装箱酒店、房车酒店、产
业体验型民宿等特色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图为日前在
福建泉州晋江金井镇围头村，一位游客在体验房车酒店。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四川建地震预警科普站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2日电（记者杨华） 收到地震预警信息该怎

么办？地震来了该怎么办？近日，由四川省防灾减灾教育馆和地震
预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联合建设的四川首个省级地震预警科普中心
站在成都成立并启动。市民在这里可以体验模拟的地震发生环境和
地震预警倒计时警报，学习科学的紧急避震及逃生避险方法。

四川省防灾减灾教育馆是一座综合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教育专
业场馆，地震预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依托的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
的 ICL地震预警技术、科普和应用经验。双方共建省级地震预警科
普中心站，整合了优质的科普资源，搭建了良好的科普教育平台，
能够更好地让市民了解、体验并应用地震预警，有针对性地加强防
灾减灾宣传教育，大力推广适应地震预警特点的自救互救技能。

“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定期组织地震预警疏散演练，但像今天这
样身临其境地体会地震和逃生演练还是第一次，确实震撼。”成都市
高新区菁蓉小学六年级学生刘淇玮意犹未尽地说。

鄱阳湖迎来越冬灰鹤
据新华社南昌10月22日电（姚子云） 江西省林业厅介绍，江西

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都昌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日前在鄱阳
湖黄金咀湖区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130余只，这是今秋以来当
地监测到的越冬灰鹤。

在此之前，都昌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已先后在湖区监测到鸿
雁、豆雁、白额雁、白琵鹭等多种大型珍稀越冬候鸟。

灰鹤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别名千岁鹤。灰鹤全身羽毛大
部分为灰色，体长 120 厘米，体重 3000 克至 5500 克，顶冠中心红
色，眼后有一道宽的白色条纹伸至颈背。

据介绍，目前抵达鄱阳湖的越冬候鸟数量不多、分布区域不
宽，10月下旬以后，随着气温下降和气流影响，大量候鸟将会陆续
来鄱阳湖越冬，预计 11 月上旬迎来高峰期，种群有望增加到 30 种
左右。

图为日前乘客在福州地铁1号线等候列车。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