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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看手机，真悬

7月 15日上午，在交通繁忙的北京大望桥附近
十字路口，只见过往的不少行人手里都拿着心爱的
手机，哪怕在密集的车流中横穿马路时也依然时不
时看上几眼手机，点上几下。一边操作手机一边骑
电动车的快递员、外卖送餐员更是一个接一个，一
心二用地在人流和车流之间快速穿梭，看得人心惊
胆战。

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一位年轻女士一边看手
机一边晃晃悠悠地骑着共享单车，对前方快速插过
来的电动车来不及反应，一个急刹车停下时就已经
和过往的电动车、自行车挤作了一团；一位骑电动
车的快递小哥忙着查看手机，不顾路口红灯便径直
闯了过去，让往来的机动车司机连忙踩刹车；更有
一边看手机一边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过路口转弯
时差点撞到路边的行人，吓得行人接连后退……这
些频频发生的交通小摩擦虽然多数不至于构成交通
事故，但却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的巨大安全隐患。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智能手机普及后“低头
族”的一个缩影。如今，开车、过马路时用手机的
现象并不少见，在交通违规行为中占据一定比例。
仅今年 3 月，广州交警通过“智慧电警”抓拍到的
开车打电话行为便多达 800多例；厦门交警 4月、5
月两个月内抓拍查处此类行为1924例。相关调查显
示，72.2％的人有在步行过马路时玩手机的经历。

如此行为背后隐藏的危害不容小视。据了解，
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
倍；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 倍。
有实验表明，开车时候看一眼手机最少需要 3 秒，
假如汽车的驾驶时速是60km/h，看手机一眼则意味
着会盲开约50米，存在极大风险。英国一项统计数
据则显示，开车时发短信会导致驾驶员对路况反应
速度降低 35%，比酒驾和毒驾状态下的反应速度还
要慢。同时，有研究显示，行人走路盯着手机时，
平均视野只有正常走路时的 5%，平均速度会减慢
16%到33%。

马路“低头族”已成为交通领域的“新隐患”。
然而，尽管各地都采取措施进行治理，这一现象却
始终屡禁不止。

2018年12月，广东省中山市一女子便因一边低
头玩手机一边闯红灯横穿马路，与一辆摩托车相撞
并致摩托车乘客死亡，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女子在事

故中承担主要责任。2018年 9月公布的 《第二届司
法大数据专题分析课题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件》 专题摘要显示，开车玩手机已经成为继无证
驾驶、酒后驾驶之后诱发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第三大
原因，占比高达10.56%。

普遍存在侥幸心理

马路低头族为何屡禁不止？并非人们不知道低
头路上行存在安全隐患。有关机构的一项调查中，
52.7％的受访者将走路看手机归因为对发生交通事
故存在侥幸心理。

在山东读研究生的孙思琪是个资深“低头族”，
几乎每过一两分钟就要看一下手机，走路的时候也
不例外。她表示，自己走路时看手机，主要是因为
习惯了随时接收和回复通讯消息，由于平时看手机
的频率就很高，走路时也忍不住掏出手机看一下。
孙思琪坦言，尽管自己清楚走路看手机有一定安全
隐患，但“手机依赖症”让自己难以改掉这样的坏
习惯。

除了个人习惯和意识问题，快节奏的工作与生
活也成为催生马路“低头族”的一大原因。

在北京经营水果生意的小韩日常负责店里的
水果外卖配送。他表示，一边打电话一边骑电动
车送水果是自己的工作常态，有时手机上收到新
的指令或信息，即使是在快速骑行也要拿起手机
看一下甚至做出回复，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节省
时间。“我们是自营的店，尚且有这种压力。各大外
卖平台上的送餐员一般都有任务要求，如果完不成
单量或者配送不及时就会被扣钱。因此，他们只能
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或看手机，以提高效率。”小
韩说。

值得注意的是，马路低头族不同主体容易指责
其他主体，而对自身则认为“不会出什么大事”。一
位开车族坦言，知道开车不应该打电话，更不应该
看手机、发微信，但仍会偶而为之。但是，他强调
自己开车时只发“语音微信”，不会影响行车安全。
反过来，他认为看手机的行人给司机造成很大困
扰，“有的人一边过马路一边看手机，根本不看红绿
灯，司机要鸣笛提醒才行”。然而，在接受采访的行
人看来，走路看手机最多是行人之间彼此碰一下或
者自己被绊一下，说声“对不起”就行了，驾车的
人看手机则有可能酿成要命的大事，是应该从严治
理的行为。

治理还需软硬兼施

马路“低头族“的危害在全球已经引起了重
视。为了治理这一不良现象，有关各方可谓煞费苦
心。

中国各地目前主要采取加强监管与处罚的方式
进行整治。例如，在浙江，交警部门自今年 6月 10
日起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固定
执法点现场查处和电子警察自动抓拍相结合的方式
集中治理驾车时使用手机的违法行为。在广州，交
管部门今年启用了 9 套采用最新检测技术与人工智
能技术的“智慧电警”系统，可自动检出开车打电
话等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即给予“记 2 分、罚 100
元”的惩处。

在国外，各国对马路“低头族“也采取一定处
罚措施，处罚力度相比中国更为严厉。例如，新加
坡禁止司机驾车时手持及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任
何电子产品，一旦违反将面临最高 12 个月监禁及
2000新加坡元的罚款。英国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驾
驶员将提起“危险驾驶”起诉，最高可判入狱两年。

除了法律惩处，不少国家也试图采取技术等软
手段降低马路“低头族”带来的隐患。例如，韩国
政府投资开发了一款名为“手机僵尸”的 APP，如
果机主在走路时使用手机，该APP就会自动锁住屏
幕，只有使用者完全停下时，手机才能解锁使用。
荷兰尝试在人行道路面上设置交通信号灯，即将
LED条嵌在路面上并与地上交通信号灯相连，使其
与交通灯同步改变颜色，以便提醒“低头族”注意
自身的交通安全。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张文忠表示，马路“低头族”现象反映了当前社
会的出行文明还不成熟，这与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
在中国普及时间较短有一定关系。

张文忠指出，马路“低头族”现象的治理必须
多管齐下，特别是将法律约束和宣传教育结合起
来。其中，机动车辆驾驶过程中使用手机的问题，
需要交管部门严格执法，查处此类违法行为。相比
之下，行人、骑电动车者看手机的问题则缺乏相关
惩处规定。对此，张文忠认为，应首先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确立此类行为的管理规范，提高惩处力
度。“治理马路‘低头族’也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
驾驶员和行人的规则意识，逐步提高人们的交通出
行素养。”

本报上海电（记者田泓） 距离第二届进博会开
幕还有 3个多月。进博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 正在加紧实施场馆规模提升工程，对两个单层
展馆进行加层改建，竣工后将至少增加 6万平方米
的可展览面积，以各项优质软硬件设施，为第二届
进博会顺利召开作好保障。

第二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规划展览面积达30万
平方米，较首届增加 3万平方米。去年，为举办首
届进博会，国家会展中心专门实施了场馆功能提升
工程，增添了 3.5 万平方米的会议空间，弥补了国
家会展中心缺乏高端会议场地的短板。

为全力保障第二届进博会，国家会展中心正在

全面启动5G网络建设，预计整体工作将于9月底前
完成。在红线范围内实现全面信号覆盖的基础上，
在国家会议中心、改建后的 1H 及 2H 馆以及 A0 办
公楼等区域，将实现重点高密度信号覆盖。同时，
国家会展中心正在根据 5G 网络低时延、高宽带、
大连接的特点，推进各项示范应用场景落地，无人
驾驶、智能服务机器人以及 5G 直播等体验内容届
时将会一一呈现。

场馆数字导览服务体验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由
同济大学牵头建设的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
代 DWELT定位导航系统，将在既有技术水平上进
一步优化基础设施、完善地图体验、提升导航性

能，探索基于 5G 的室内定位和“数字导盲”等新
技术，为广大展客商提供一流的数字导览服务。

国家会展中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同步改善。目
前，技术团队正在按照硬件设备双冗余、出口线路
双冗余、技术人员双备份的“三双”要求，提供万
兆有线宽带出口、多种细分规格宽带、定制化网络
搭建等服务，从而保障展会现场直播、视频会议、
企业专属网络的质量。同时，做好新闻媒体等特殊
网络质量保障。全馆免费公众WiFi也将迎来全面升
级换代，以满足大展厅 1 万人、小展厅 4000 人接
入，并能提供200K以上终端速率。

国家会展中心同时正着力打造上海市垃圾分类
试点工作标杆地。制定《国家会展中心生活垃圾分
类实施工作方案》，配置 2000 余个 240 升的分类垃
圾桶，新增12辆纯电动生活垃圾分类驳运车，组建
了30余人的专业驳运队伍，从硬件上保证现场垃圾
不落地。

图①：上海首条
会发光人行道在外滩
投入使用。人行道上
发光地砖的颜色与行
人信号灯颜色同步变
化：绿灯时，发光地
砖显示为闪烁的绿
色；红灯时，发光地
砖则切换为红色。醒
目的颜色能更好地提
示行人，尤其是“低
头族”不要闯红灯。

王 冈摄
（人民视觉）

中 国 已 是 世 界 第 一 快 递 大
国。今年上半年，快递业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

国家邮政局近日公布的 2019
年上半年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显
示，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今年 1-6
月业务量累计完成 277.6亿件，同
比增长25.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3396.7 亿元，同比增长 23.7%。6
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完成 54.6 亿件，同比增长 29.1%；
业务收入完成 643.2亿元，同比增
长26.5%。

随着行业规模扩大，快递包
装浪费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为
此，国家邮政局加大力度推进绿
色包装治理。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
场监管司司长冯力虎介绍，今年4
月份随机检查情况显示：快递包
装减量化成效明显，电子运单使
用率已达 95%；寄递企业二次包
装占比逐渐降低；可循环中转袋
推 广 应 用 深 入 推 进 ， 已 达 到
50%；45毫米“瘦身胶带”得到全
面推广。

探索推进包装绿色化。具体
来看，邮政企业在 30 个省完成配
发绿色包装箱，在北京和河南两
地试用可降解包装袋。菜鸟网
络、顺丰研发使用生物基材料包
装袋、无胶带纸箱等。京东在生
鲜业务全面推广全生物降解包装
袋。百世在江苏、浙江、安徽试
用 环 保 袋 ， 占 塑 料 袋 用 量 的
30%。中通与第三方合作生产了氧
化和微生物双降解的绿色包装
袋。申通准备投入试用可循环使
用 50-60 次的环保文件封套，同
时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合作研
发可降解塑料袋。

推广应用包装减量化。寄递
企业通过推广使用电子面单、规
范包装操作、减少胶带使用、印
刷减量等措施推进包装减量化，
目前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电子运单
使用率达 95%以上，其中百世、
京东 （自营订单） 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100%。此外，邮政企业进行
系统升级，推广使用一联面单。邮政企业、京东、苏宁物流推进胶
带“瘦身”，邮政企业已有23个省完成窄胶带采购使用。顺丰丰景计
划推广应用紧固包装，累计节省用纸约 115吨，节省编织袋材料 80
吨，减少气泡膜使用量约 500 吨。京东 3 层纸箱使用比例超过 95%，
缓冲包装的厚度降低25%-35%。京东、苏宁物流、品骏推行直发包
装，对于品牌商企业商品原包装出库投递，大幅减少二次包装。

促进包装循环利用。邮政企业试点投入可循环包装箱，回收率
达 100%，使用中空板可循环信盒，材料重量减轻 60%以上。其中，
顺丰投入丰·BOX、生鲜冷链等循环箱，累计节省一次性纸箱约780
万个；京东使用循环箱达1000万次以上，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
由消费者自愿选择是否使用循环包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0余
个城市开展消费者闲置纸箱回收，日均回收纸箱超过30万个；中通
在部分省市网点探索采用快递费与包装费分开计费的方式，引导消
费者支持和参与纸箱再利用。

此外，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还在积极推进快递服务乡村振兴、
末端网络建设、规范快递车辆等方面取得了不错成效。

在快递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入推进“邮政在
乡”、“快递下乡”工程。截至今年 5 月，建制村直接通邮率超过
99.83%，27个省份实现全部建制村直接通邮，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
盖率已达 95%，23个省 （区、市） 实现乡镇快递网点全覆盖，产业
扶贫力度不断加大，邮乐购站点累计达到46万个，年业务量超千万
件的“快递+”金牌农业项目20个。

在加强末端能力建设方面，健全配套政策，持续推进快递末端
综合服务场所建设。截至 2019年 6月底，全国已建成快递末端公共
服务站超8万个，布放智能快件箱40万组，箱递率达9%。

在规范快递车辆管理方面，截止2019年5月，全国已有225个市
（地） 出台了快递末端服务车辆通行管理政策，全国政策覆盖率达
65%，北京、河北、福建、上海、重庆、宁夏、甘肃等地实现车辆通
行政策100%全覆盖。

冯力虎指出，目前邮政业绿色发展还存在上下游协同有待加
强、成本压力较大亟需财政予以资金支持、社会垃圾分类和回收体
系有待健全、绿色供给不足、行业生态环保法规标准尚需进一步健
全等问题。

下一步，邮政管理部门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系统
治理、综合施策，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邮政局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加强法制和标准体
系建设，加大绿色技术和产品供给，注重发挥试点示范引领作用，
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多方共治管理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快递包装绿
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推进行业节能减排，稳步推进行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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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骑车、过马路都不忘刷一刷手机——

马路“低头族”成安全新隐患
卫琳聪 王俊岭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标配。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5月，全国移动电话
用户数量达15.89亿，很多人拥有不止一部手机。在手机服务人们工作、学习、娱乐的同时，人
们也在生活中越来越依赖手机。时刻低头看手机的“低头族”几乎随处可见，甚至一些人开
车、骑车、过马路也不忘刷一刷手机。马路“低头族”潜藏着哪些安全隐患？对此该如何治
理？何时才能抬起头来？

第二届进博会5G信号全覆盖

图②：6月20日，“新时代·新活力——第六届内蒙古创意设计展”在位
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展览馆举行，共展出 18 所院校和协会的 1200 多组作
品。图为观众在欣赏创意设计作品《低头族》。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暑假期间，江苏省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以“七彩假
期 情暖童心”为主题的支教活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赴乡村小
学，通过艺术辅导、故事讲读、家庭走访、开展游戏活动等多种
形式，丰富农村孩子的暑期生活。图为江苏师范大学的学生在邳
州市占城镇中心小学教小学生学习舞蹈。

蒯 创摄 （人民视觉）

大学生暑期支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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