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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驾照不再“一头热”

曾几何时，考驾照是年轻人的“必修课”。每逢寒
暑假，都会有不少大学生扎堆前往驾校学车练车。如
今，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开车的。”在上海读书的
大学生贾敏至今没有考驾照。谈及自己不考驾照的原
因时她表示，如果远途可以坐公交车、地铁或高铁，
打车也非常方便。

在实际生活中，“驾照”成了“鸡肋”的案例不在
少数。周源是一名白领，考取驾照已经6年。“我的驾
照是2013年考的，那时刚刚参加完高考，趁着有大把
空闲时间就去考了驾照，但到现在都换过一次驾照
了，也没有开过车，在驾校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驾驶
技能也早就忘光了。”周源说，相比买车，自己还是要
先考虑攒钱、买房。“现在每天上班坐地铁很方便，买
车暂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汽车是消耗品，买了车后
附带的消费也会增加很多。”

不过，年轻人对待驾照的态度变化目前还没有对
驾校生意有明显影响。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两处驾校报
名点，笔者发现北京的驾照报名价格为5000元到上万
元不等。其中，有的是专门针对学生的学生班，也有
假日班专门针对周末才有空的白领；有些是单人单车
的私人订制班，也有普通班。

“现在来报名学驾照的大概有七八成都是二三十岁

的年轻人，其中也包括大学生。”海淀驾校报名点一位
负责人介绍，驾校也注意到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对考
驾照心态有所变化，做出一些调整以吸引年轻人。“我
们推出了相应的措施和活动，比如团购可以减少学
费、开设智能教学实验班，增加 VR 教学、针对不同
人群的订制班等等。”该负责人说。

仍被视作“备用技能”

在一处驾校报名点，笔者碰到一名小伙子咨询换
驾照的事。据了解，这个小伙子并没有买私家车，但
在工作之余，会从事代驾工作赚取外快。事实上，很
多人考了驾照并不会马上拿来用，往往将其当作一项
备用技能。

“虽然现在还没有考驾照，有机会还是会考的。有
可能考下来后，多数不会用到，但难保万一有机会用
到。”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的王梦琪表示，现在租车越来
越方便，即使不买车，偶尔租车出去玩儿也是要用到
驾照的。

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若若也持同样的观点。“工
作之后我就考了驾照，但由于工作日没有时间就报了周
末的驾考班，当然周末定制班要比普通班贵。”虽然考
完驾照只开过一次车，但她仍然认为考驾照是必要的。

“将来总有一天会买车，为将来做准备吧。”她说。
“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对考驾照或者说开车的态度

确实发生了变化，毕竟在北京买车需要摇号，而且公

共交通越来越方便，必须开车的情况在减少。不过作
为一项基本技能，他们还是应该掌握的。”海淀驾校报
名点负责人说，驾照跟各种证书是一个道理，不能等
到用的时候再去学，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时间先考下来
备用。

公安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 6月，全国机
动车保有量达 3.4 亿辆，全国 66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
过100万辆；机动车驾驶人数超4.2亿人，其中汽车驾
驶人数3.8亿人。从驾驶人的年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
26 至 50 岁年龄段之间，其中 26 至 35 岁年龄段的有
1.44亿人，占驾驶人总量的34.12%；36至50岁年龄段
的有 1.64亿人，占 38.88%；超过 60岁的有 1221万人，
占2.9%。可见，年轻人仍然是报考驾照的主力军。

多个因素影响“驾考”热情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年轻人考驾照的态度
呢？业内人士分析，汽车限购限行、公共交通发达、
生活节奏快是影响大城市年轻人考驾照心态的主要因
素。

在汽车限购方面，从1994年起，上海开始对中心
城区新增私车额度通过投标拍卖的方式进行总量调
控。每次拍卖，根据车主出价决定“牌价”，二手车可
以带牌转让。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车牌价格已突破
了 8万元，被喻为“最贵铁皮”。从 2010年 12月 24日
起，北京市开始对购买小客车实行限制：购车指标采
取摇号方式无偿分配，这是国内首次实施以摇号方式
分配买车指标。此外，对具备摇号资格的个人也有相
应的限制。这些是影响当下年轻人学习驾照的一个重
要原因。屈女士2010年考到了驾照，让她后悔的是当
时没有立刻买车。现在 9年过去了，想买车却摇不到
号，“我的驾照基本没用了，近十年没摸过车，当时学
的东西早就忘了。现在给我车，我也不敢开。”

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也使许多人对驾照的需求
不再那么急迫。北京的许先生 50岁出头，家中有车，
但主要是妻子开，自己一直没有考驾照。“上下班坐地
铁，非常方便。偶尔有需要，就叫出租车或专车。如
果开车，单位的车位非常紧张，收费高不说，还要停
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再走过去，很麻烦。所以我也没
动力去考驾照。”他说，如果自动驾驶研发速度加快，
过几年真的大规模进入生活，更没有必要去考驾照
了，“到时候学会发指令就行了。”

专家指出，目前一些人对驾照心态的变化，是担
心“备用技能”一直是备用，拍不着车牌、开不了
车。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考驾照与买车日益分离
是趋势，驾驶技术更多的是技能，而非汽车本身的附
属。今年以来，国家为鼓励汽车消费，已经建议部分
城市降低门槛，贵阳等地今年取消了汽车限购措施，
这方面的矛盾有望缓解。

专家提示，当前更应当引起注意的是，面对日益
增长的“有驾照但不开车”群体，相关部门有必要进
一步加强驾驶资格审核，确保“驾照”真正成为安全
上路的第一道屏障。

12 月 1 日，新修订的 《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 正式施行。《条例》有哪些
新要求？将带来哪些改变？《条
例》 施行首日，中国市场监管报
社在北京举办会议，对 《条例》
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
人 在 会 上 指 出 ，《条 例》 坚 持

“四个最严”要求，在 《食品安
全法》 的基础上，补短板、强弱
项，以良法善治，为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条
例》 共10章86条，对餐饮服务提
供者、单位食堂、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等主体都提出
了具体要求。

“食品安全的监管没有‘最
严’只有‘更严’，《条例》 进一
步强化了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体
制和机制。”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
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说，“食品安
全本身带有非常强的安全风险，
从风险防护的理念来说，食品安
全领域的风险无处不在。”王敬波
表示，《条例》 对食品生产经营、
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三章的修改
力度很大，对公众关切的餐具饮
具集中消毒、网络食品交易、转
基因食品、特殊食品及食品广告
的管理问题作出回应。同时，细
化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强
化了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和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完善了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并加大食品安全处
罚力度，切实实现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保障食品安全的原则。

中国外卖产业持续增长的良
好态势，不仅方便了百姓生活，
也推动了中国餐饮产业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拓宽了消费应用场
景，成为餐饮行业发展的新动
能。美团点评集团外卖业务负责
人陈宁说：“要让大家吃得更好，
首先要保证吃得放心。”美团点评
通过不断完善公司内部食品安全
组织和制度体系，强化入网商户
审查和管理，进一步提升食品安
全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水平。抓
住“保证温度、保证速度、保证
小哥健康”等配送环节的关键
点，采取外卖食品封签等多种措
施，提升外卖配送食品安全。“未
来，美团点评在继续认真履行平
台责任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推动
政企合作，在智慧监管、信用体
系建设、食品安全知识宣传等方
面，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平台在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
的优势，为构建食品安全共治共
享格局贡献力量。”陈宁说。

与此同时，今年整治食品安全
问题联合行动也取得新成果。市场
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杨红灿在
日前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介绍，联
合行动聚焦人民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围绕“未取得
许可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中非法添加
非食用物质、经营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肉类、生产经营山寨
食品”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开展了集中打击。“截至目
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7.8万件，罚款9.1
亿元，责令停产停业2431户，吊销许可证157件，从业资格限制
168人；各地公安机关侦破食品犯罪案件8758起，打掉窝点5257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万名。”杨红灿介绍。

食品安全形势不断好转，但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不可能毕其
功于一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各地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行为，保持严惩重处的高压态势。”杨红灿说，“同
时，进一步加大曝光力度，依法向社会公开违法案件处罚结果
和典型案例，严格按时限公布相关信息，以坚决的行动维护群
众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

拿到驾照但几年用不上、一次培训数千元——

考驾照热悄悄降温
杨 帆 王俊岭

日前，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等单位在广州黄埔区开启RoboTaxi（以自动
驾驶技术提供出行服务）试运营服务，成为全国首支在一线城市落地的自动驾驶
出租车队，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如今，智能驾驶系统发展、公交体系完善，加之
不少大城市由于拥堵、污染等原因对购车采取一定限制，越来越多在大城市生活
的年轻人改变了以往“驾照必考”的心态。一些年轻人抱怨学驾照花钱花时间却
往往用不上，如同“鸡肋”；还有不少人担心，考了驾照5年、10年后才有可能
上路，技能还有没有保障、会不会造成不安全因素等，“考驾照热”悄然降温。

离湖南汉寿县岩汪湖镇不远，是沅江和西洞庭
湖交汇处。船行十多分钟，就是西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半边湖监测站，也是西洞庭湖保护区的核
心区。

放眼望去，水域开阔，水鸟翔集；洲滩上，芦
苇花摇曳，景色醉人。往日“一统江湖”的欧美黑
杨全无踪影。“你看现在多美，以前都是欧美黑
杨，根本看不到边。”站在监测站楼顶，西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跃飞说。

船所到之处，惊起一行白鹭。黑杨砍了，湿地
恢复，鸟儿回来了。西洞庭湖保护区管理局观测发
现，前几年湖区遍布欧美黑杨的时候，保护区内的
候鸟不到 1 万只；2018 年，保护区内候鸟达 3 万多
只，其中就有 5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眼下，白鹭
等候鸟陆续返回洞庭湖。

西洞庭湖一度是欧美黑杨天下。这种树生长
快，可以用来造纸，西洞庭湖曾大面积种植。作为
一种外来植物，欧美黑杨根系发达，吸水量大，被
戏称“抽水机”，是陆地上很好的速生林，但在湿
地湖区种植，容易加速湿地陆地化；密集生长，还
让候鸟无处安栖，严重影响洞庭湖生态系统。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对湖南省反馈要求，

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核心区9.05万亩欧美黑杨需彻底
清理，其中西洞庭湖保护区核心区有5.1万亩。

西洞庭湖保护区核心区所在的汉寿县，湿地保
护区杨树清理总任务为12.18万亩，其中核心区5.08
万亩，实验区、缓冲区 7.1 万亩。2017 至 2018 年，
累计完成杨树清理 7.55 万亩，2019 年，完成清理
2.8 万亩，按照计划，剩余 1.83 万亩将于 2020 年底
前全部清理。

杨树砍了，湿地恢复了。近两年来，保护区
杨树砍伐迹地修复面积达 7.4 万亩。修筑生态保水
设施，有效缓解了西洞庭湖半边湖等区域的冬季
生态缺水情况，为越冬候鸟营造了良好的栖息觅
食场所。

据观测，如今来西洞庭湖越冬的候鸟种群数
量明显增加，现已超过 3 万只，其中半边湖区域
内鸟类种群最多时超过了 1 万只。黑鹳、白鹤、
白琵鹭、小天鹅等珍稀濒危鸟类种群数量也明显
增加，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鹳最高监测到
78 只。

截至目前，西洞庭湖保护区记录到维管束植物
422 种，底栖动物 65 种，鱼类 112 种，两栖类 13
种，爬行类20种，哺乳类26种，鸟类22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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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持续推进办事集成化、标准化、数字化和高效化，服务触角也向基层延伸，实
现了民生事项就近能办，让百姓办事“最多跑一次”。图为近日南浔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右） 正在
指导一位准备在当地定居的江苏姑娘，帮她在24小时综合自助终端办理相关事项。

沈勇强摄 （人民视觉）

湖南西洞庭湖生态明显改善——

黑杨砍了 候鸟多了
本报记者 何 勇

湖州南浔：办事“最多跑一次”

今年11月26日，杭州举办5G无人驾驶微公交车试乘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和媒体前来试乘，感受无人驾驶
乐趣。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