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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禁食令 是否支持有分歧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对是否支持地铁禁食，受
访者都给予了肯定回答。然而，对禁食的条件和方式
却各有各的见解。

“以前觉得没有必要限制在地铁上吃东西。但是有
一次见到有人吃猪肉大葱包子，那个味道实在很大，
那时就有点理解为什么要在地铁上禁食了。”在北京一
家国企上班的小马说。

小马上班每天乘坐地铁要 2 个小时，单程超过 50
分钟。她的印象里，在地铁上吃东西的人很少，倒是
不少人都在喝一些奶茶、咖啡等饮料，还有人上下班
时会带一些食物，虽然不吃但味道不小。

从不理解到理解，小马对地铁禁食的规定因为自
身经历有了转变。与小马不同的是，小林从一开始就
支持地铁禁止吃东西。小林在上海的一家国企工作，
之前每天都是乘坐地铁去上班。“上海地铁里面很少有
人吃东西。即使有，也没有造成特别差的印象，所以
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小林说。

有的人也支持地铁禁食，但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
件。小靳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工作，他每天乘坐地铁的
时间是 110 分钟。当记者问他对在地铁上饮食的看法
时，小靳说：“上下班时，有时饥肠辘辘，看到别人吃
我也想吃。”但据他观察，在地铁上吃东西的人确实很
少。

小靳没有明确支持地铁上禁食，“吃，对我没有什
么影响。不吃，对我依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小靳
也表示，如果因为在地铁上饮食引起了公共卫生问
题，那还是应该要禁止饮食。

小杨和小靳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小杨在深圳
工作，每天也是要花费 2 个小时在地铁上。据小杨描
述，从他去深圳工作之后，没有在深圳的地铁上碰到
吃东西的情况，“感觉深圳人还是比较自觉的。”

然而，对于能不能在地铁上吃东西，小杨表示，
只要不影响他人，吃与不吃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吃
东西，味道不要太大，高峰时段不要吃。”小杨说。

“对于地铁是否禁食，我认为不要‘一刀切’地回答
是与否，而要考虑每个城市的特殊性。”武汉大学城市设
计学院院长李志刚说。他表示，首先地铁禁食有利于建
立良好的乘车环境，但在地铁上饮食有可能是生活所
迫，也有可能是生活习性使然。其次，如果实行禁食令，
还需考虑这个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确保规定执
行。一方面，城市的公共安全资源不可能大量投入其中，
禁食令面临取证难、执行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一旦禁食
令被确立，就不应该形同虚设。

执法难 特殊情况要考虑

记者在北京市的地铁上随机采访了一些乘客，大
家都表示了对出台地铁禁食令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也
希望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对饮品的限制，对
没有刺激性食物的限制等。

记者在北京地铁 10号线车厢中采访了一位地铁乘
务管理员。他告诉记者，在新修订的 《乘客守则》 出
台之后，加强了对饮食方面的管理。但更多的是以劝
告为主，而且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
的食物，如果不影响他人，就不会干预。

此外，这位乘务管理员告诉记者，地铁方面要求
他们尽量柔性管理，不要和乘客起冲突。如果遇到不
听劝告的乘客，就使用随身携带的摄像头拍摄乘客的
视频，然后交到上级，由地铁站管理层去处理。

目前，除北京之外，上海、南京、西安、厦门等
城市都已经有了明确的禁止在地铁上饮食的规定。南
京、西安、厦门制定了详细的处罚措施。

小张在南京就有过一次被处罚的经历。根据 《南
京市轨道交通条例》 规定，禁止在车厢内饮食，饮品
仅限于瓶装矿泉水和自带茶水，瓶装饮料等都禁止饮
用。小张当时携带一杯奶茶进入地铁站，并在车厢内
饮用，结果被地铁执法人员看到，当场给予警告并开
出了罚单。

“罚款的钱数不多，更多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尤
其当时是假期，能有更好的效果。”小张向记者表示。

在大城市上班，许多上班族会面临通勤时间达到1

小时以上的情况。而对于一些体质虚弱或者患有疾病
的人来说，及时补充一些食物或者水分就很有必要。
这就与地铁禁食令的规定产生了矛盾。

小马在采访中就表达出了同样的疑问：“如果有低
血糖症状出现，在车厢里面吃了一颗糖，那算不算违
反规定？应该如何处罚？”

许多城市虽然有明确规定禁止饮食，但法外有
情，对于病人、婴幼儿等有特殊情况的乘客，地铁方
面也会给予照顾。

此外，较长的通勤时间会导致很多上班族选择在
路上吃早餐，有时着急在地铁上吃东西就不可避免。
小马的公司提供早餐，所以她没有在地铁上吃早餐的
需求。“出外勤时很想带点东西在地铁上吃，但想想还
是忍住了，不给别人添麻烦。”结果就是不吃或者迎着
风走在路上随便吃两口。

上班族的这些需求应该得到重视。“现在，不同社会
群体的需求多元化。面向‘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
人性化、精准化管理的需求也更加迫切。”李志刚说。

多举措 共创地铁好环境

地铁环境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执法力度的大
小，更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让乘客能够主动遵守规定，与地铁工作人员一道
创造良好的乘车环境。

好政策取得好效果，离不开公众参与，地铁禁食
令的实施必须让公众参与其中。南京市自 2014 年实
施地铁禁食令以来，不断加强执法和宣传，让地铁
禁食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在，南京地铁上经常会出
现乘客制止乘客饮食的行为，这说明公众参与的重
要性。

“公众参与是推动地铁禁食的最重要、最核心环

节。”李志刚表示，尤其是否实行禁食令、哪些食物属
于禁食令范围等，更需征询市民意见。前期方案的共
同参与、共同制定，都有助于禁食令推行后的共同管
理、共同维护。

网络上的反应印证了这一点。对于新修订的 《北
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不少网友就指出，新的规定
是“一刀切”。网友们对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被禁
止以及喝水被禁止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疑问。

为此，小马建议，应该细化执法的标准，把禁止
的食物和饮品列出具体清单，“这样一是有助于乘客更
了解禁食的范围，在乘车时避免携带；二是有助于执
法人员执法，避免出现管多了被指责不人性化管理，
管少了被认为不认真履职。”小马说。

李志刚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包括在地铁安检环
节实施“准入”原则，对榴莲等气味较大的食物、对
饮料和汤水等易泼溅食物实行禁入；设立“禁食车
厢”与“可饮食车厢”，并张贴相关标志，有助于不同
需求的乘客自主选择乘车空间；采取分时段策略，如
在规定的高峰期内允许饮食；采取因人而异的群体差
异策略，考虑老人、小孩、孕妇、特殊患者等群体的
特定需求等。

李志刚表示，如果确实需要在地铁上饮食，要选
择对其他乘客影响较少的食物种类，例如不食用气味
较大的食物、不食用易泼溅的食物等。此外，饮食者
也要注意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如自觉清扫食物残渣、
不乱扔垃圾等。

对于上班族的需求，小靳建议，加强地铁沿线
重点站点附近的小商业布局，解决“一口饭”的问
题。“具体而言，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地铁站设立一些
带座位的食品店、便利店等，方便乘客能够在上下
车之后饮食。如果在上车之前或者下车之后能解决
吃饭喝水的问题，那在地铁上就没有必要吃喝了。”小
靳说。

当地铁上有人吃东西、推销、
大声播放视频音乐时，你怎么看？
大多数人对此都不赞同，甚至厌
恶。如果追问一句，你会怎么办？
主动上前制止的人恐怕不多。对这
个似乎有些前后矛盾的社会现象，
我们应该辩证看待。

公众对不文明行为的不赞同、
批判态度，反映了大多数公民素质
在提高。如果把观察中国社会风气
变迁的时间维度拉长，我们会发
现，近年来公共场域里国民素质的
确有了很大改观。在餐馆吃饭，适
量点餐、光盘行动已经成为不少人
饮食的基本守则；醉驾入刑后，“开
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成为大家
自觉遵守的习惯，更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中国人饭桌上的风气和思维
习惯；人们外出旅游，乱扔垃圾、
乱涂乱画的现象少了，自觉维护个
人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游客多了
……这些变化都表明，如今，信奉
法治者越来越多，公众法治意识、
规则意识在稳步提升。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北京、南京、成都等地
推出的车厢内禁止饮食、禁止吸电
子烟等规定，得到了公众点赞；个
别不文明行为经过社交媒体传播后
更显得刺目刺耳。

公众对不文明行为的态度，体
现着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某种程
度上甚至可以说，公众的“义愤”
正是形成社会向善的道德土壤，应
该努力呵护。

另 一 方 面 ， 公 众 对 不 文 明 行
为 “ 敢 怒 不 敢 言 ”、 不 敢 上 前 一
步，反映了当前社会尚未形成以
法律和公序良俗为基础的规则文
明，而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
道必答题。对于有人在地铁上吃
东西，很多人不敢主动上前制止
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预
知由此产生的后果和效果。这与
相关规则本身不完善、规则宣传不深入、违反规则
的代价不高有关。在一些地方，地铁禁吃令虽早已
实施，但仍有人我行我素，有的还以时间紧、起得晚
等理由为自己开脱，这种“明知故犯”、无视规则的现
象更应警示。

除了在地铁里吃东西，类似“知道规则却又破坏
规则”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同一个人，过马路时可
能会因为各种原因闯红灯，但在车里握着方向盘时，
再急也不太敢逆行、闯红灯；同一个人，在国外景区
很少乱扔垃圾，回到自家街区却敢随手就扔。为何会
这样？违法成本不同，执法刚性不同，人们执行规则
的程度也不同。

涵养健康的社会文明，需要倡导人们养成更为鲜
明的规则意识和价值导向。简单来说，规则及其执行
不应因人情而变，而应该是刚性的，这是社会文明的
压舱石。只有形成“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
不文明，处处受阻碍”的导向，公众的文明举止才可
能始于自发、成于自觉。日本公共文明背后，是 1984
年出台的 《轻犯罪法》 对公民不文明行为的详细规
定；“新加坡奇迹”的出现，与包括“鞭刑”在内的严
明法治和管理紧密相关；很多人羡慕欧美国家公民能
养各种宠物，殊不知宠物主身上背负着大量义务条款
甚至可能要承担的刑事责任。

古语云，“从善如登”，提升文明程度从来就不
易。一个文明社会的养成，既需要个人自律、“君子慎
独”，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他律、规则的刚性执行。这不
只是一种社会信条，而应当是一种生活刚需。因为大
家同处一趟驶向现代化的列车上，文明素质的养成，
没人能够置身事外。即便是地铁上吃东西这样一件小
事，也需大家彼此关切，彼此成就。

车厢内饮食可能被记入信用档案引起关注——

在 地 铁 里 吃 东 西 ， 该 不 该 禁 ？
本报记者 张一琪

车厢内饮食可能被记入信用档案引起关注——

在 地 铁 里 吃 东 西 ， 该 不 该 禁 ？
本报记者 张一琪

5月22日下午3时40分，北京地铁10号线三元桥站，一名
女士手拿着一份盒装冰淇淋进入了地铁车厢。旁边的人看了
她几眼，都没有说话。不远处站着一名乘务管理员，向女士
这边瞅瞅也没有说话。女士一直在吃，直到呼家楼站下车。
而车厢内，拿着奶茶、饮料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乘客还时不时
饮用。

5月15日，新修订的《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和《关
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实施意

见》同时开始实施。在《乘客守则》中明确规定，不得在地铁
车厢内饮食。同时在《实施意见》中明确，在地铁车厢内饮食
可能会被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这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能不能在地铁上吃喝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人认为可以吃，因为没有影响到他人。但也有人认为不可
以，因为地铁是公共场所，一些味道比较大的食物影响了别人
的乘车体验，饮品的洒漏甚至还可能造成安全隐患。一些城市
出台规定禁止地铁上饮食，很多人赞成，但也有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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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香港地铁的有关规定，任何
人不得在地铁付费区内饮食，包括月
台和车厢等，否则处以定额罚款港币
2000元。但在实际执行中，港铁工作人
员主要通过惩罚和教育两方面执行。
初犯只是警告，再犯就要面临罚款。

香港

不得在地铁内饮食

新加坡地铁上严禁吃喝，就连开
水、矿泉水、瓶装饮料、含在嘴里的糖、
花生也不例外。根据快捷交通系统法
令，初犯者可面对罚款30新加坡元，一
旦被控上法庭，重犯者可被罚最高500
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

新加坡

地铁上饮食最高罚500新加坡元

日本

允许地铁饮食但这种现象很少

在日本东京的电车车厢内，吃东
西和喝饮料是被允许的，不过东京人
以有礼貌闻名，就算可以在车厢饮
食，也不会真的有人大口吃喝香味四
溢的食品来干扰他人的“乘车空气质
量”。

漫画来自网络

北京地铁车厢 网络图片

山东省济南市地
铁车厢内。

崔 健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