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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兰州市文明办围绕“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始终坚持把主题教育成效体现到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实际行动中，强化使命

担当、主动创新作为，以“建设精致城

市、打造文明兰州”作为主题教育的见

实目标，以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实施活

动作为主题教育的见效抓手，有力确保

主题教育见实招、有实效。 （B1版）

聚焦任务完善提升

在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副大队长邱春琼的身上，总有着一股

子凌厉的气质。她常年奔走在禁毒前

线，能斗、能干、能蹲，还是凉山警界五

公里武装越野长跑冠军。身边的同事

都佩服她，夸她是个“飞毛腿”铁女子。

而开启这名传奇女子的故事的，是一

只青花瓷碗和一只汤勺。
（A4版）

一名女警的力量

本期
导读

车内进食、手机外放上了“黑名单”

地铁新规为文明出行“导航”

●《办法》对 7 类乘客行
为“说不”网民“点赞”支持

笔者注意到，《办法》中明确的 7

类约束性行为分别是：在车站或者列

车内涂写、刻画，或者私自张贴、悬挂

物品；携带动物（导盲犬、军警犬除

外）进站乘车，携带有严重异味、刺激

性气味的物品进站乘车；推销产品或

从事营销活动，乞讨、卖艺及歌舞表

演，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时

外放声音；骑行平衡车、电动车（不包

括残疾人助力车）、自行车，使用滑

板、溜冰鞋；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

人除外）；随地吐痰、便溺、乱吐口香

糖，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躺卧或

踩踏座席；在车站和列车内滋扰乘客

的其他行为。

对于地铁内禁食及使用电子设

备不能外放声音的规定，网民纷纷表

示支持。微博用户“S——KKKKATE”

说：“地铁内禁食利人利己，地铁车厢

空间小，有些食物的味道大，残余垃

圾还会污染车厢环境。”网民“只是路

人甲”说：“早晚高峰时，不少乘客是

在上下班途中，需要较为安静的环

境，这时如果有人外放手机声音过

大，等于是让其他乘客承受‘噪音暴

力’，让人不免心生厌烦。”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屡屡出现乘

客扰乱地铁乘车秩序的情况。今年 1

月，视频曝光“凤爪女”现身北京地

铁，不仅在车厢内吃东西，还将残渣

洒落地面。随后，该女子王某扬被北

京公交警方查获。经查，王某扬在从

霍营开往东直门方向的地铁 13号线

的列车上随意将食物残渣掉落在座

位和地板上，期间有乘客要求其收拾

干净，王某扬不但不听劝阻，还把食

品外包装袋抛弃在车厢内后扬长

而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认为，

轨道交通客流集中、空间封闭，其安

全和秩序需要通过立法规范。《办法》

把经常发生的、带有不良社会风气的

行为作为规范焦点，将此前的道德约

束变为法律约束，对规范和引导乘客

文明乘车出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办法》还明确了客运组织、服务等规

范性要求，有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

服务质量，提升广大乘客出行满意

度。”王成说。

● 统一规范标准出台避
免“要求不一”“尺度不一”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信息，截

至2018年底，我国内地（不含港澳台

地区）共有 24 个省份的 35 个城市开

通运营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171 条，

运营里程 5295 公里，2018 年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量约212.8亿人次。

笔者注意到，随着城市轨道交通

的快速发展和客流量的大幅增加，运

营过程中也不断暴露出许多新问题，

文明乘车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

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多个城市陆

续出台地方性法规，对乘客行为进行

规范和约束。

例如，北京市于2019年 5月出台

了新版《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

明令禁止大声喧哗或者弹奏乐器、外

放音乐等，明确不得在列车车厢内进

食(婴儿、病人除外)。据介绍，对不文

明乘车行为劝阻制止不听的，地铁运

营单位有权拒绝提供乘车服务，并报

告公安和交通执法部门，交通执法部

门将其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公安

机关依法进行处理。武汉也将“言谈

轻声语，手机莫扰人”写入新版《武汉

地铁文明公约》。

但同时，各地规定存在不一致的

情况，容易让乘客无所适从，还需形

成文明共识。例如，广州出台的地方

性规定就没有涉及“地铁内使用电子

设备不得外放声音”，广州出台的《广

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坐守则》则没有

对骑平衡车、电动车乘车行为进行

约束。

王成认为，无论从提高轨道交通

服务质量的角度，还是基于增强乘客

文明出行意识的考量，都需要出台统

一的“顶层设计”，对于乘客行为加以

规范，倡导文明乘车。此次公布的《办

法》，明确了影响运营安全的10类禁

止性行为，以及影响秩序的 7类约束

性行为，将对常见的不文明乘车行为

进行规范治理。

● 营 造 地 铁 文 明 既 要
“管”又要“引”

受访人士认为，明年 4月《办法》

正式实施后，如何落实是关键。相关

部门要开展执法督查，及时发布相关

的处罚结果，督促乘客自觉遵照执

行；同时，还需对乘客正确引导和温

馨提示，不断提升提高市民自我约束

能力。

王成表示，目前，《办法》中虽然

对影响安全和秩序的行为以“禁止”

和“不得”进行明确，但并没有明确乘

客违反相关规定后的法律后果，因此

需要与相关法律规定结合起来，依法

对违规人员进行处罚，提升法律震慑

力。同时，还要加强对于乘客文明出

行的引导。“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和主

管部门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宣

传，让《办法》中的规定内容深入人

心。”王成说，对于乘客的违法行为，

运营企业工作人员要及时介入进行

劝阻，提高保全证据意识，在无法快

速制止的情况下及时向相关执法部

门报告。

一位北京地铁工作人员告诉笔

者，现实工作中，遇到在地铁吃东西、

推销等行为，都会第一时间上去劝

阻，大部分人听到劝阻后能够有所收

敛。但毕竟地铁人流量非常大，有些

不文明行为很难及时发现。

“《办法》的发布，是对每一个人

的一次文明提醒。”网民田凯说，在

人流量较大的地方的表现更能体现

出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也能反映出

一座城市的文明水平。每个人都应

该从我做起，说文明话、办文明事、

做文明人，一起营造整洁清新的地

铁乘车环境。

（新华社 鲁畅 丁静）

地铁里吃东西、手机追剧外放声

音、车门关闭后扒门……这些广为诟

病的行为都上“乘客行为黑名单”了。

记者日前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日前发布，对乘客

在地铁内一系列行为进行规范。《办

法》将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10

月 27 日《北京晚报》）

地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文明的乘车环境需要广大乘

客共同守护。近年来，关于地铁文明的

呼吁和宣传，可以说不绝于耳，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绝大多数人能做到文明

乘坐地铁。但整体水平也无法掩盖个

体的差异，如车厢里进食、大声喧哗、

手机外放声音、车门关闭后扒门等不

文明现象，拉低了地铁文明的水平，不

仅对其他乘客造成干扰、影响乘车体

验，也给公共秩序、运营安全带来一定

影响和威胁。

以手机外放声音为例，时下很多

人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看视频，连走

路、吃饭都机不离手，这种行为，在乘

坐地铁时当然也成了标配动作。前不

久，有演员通过个人微博披露，自己在

高铁上劝阻乘客外放视频却遭到辱

骂，引起广大网友热议。对此，一些城

市在制定地方性轨道交通条例时，对

类似不文明行为作出了限制。但一些

城市考虑到人性化和不便执法的问

题，对有的不文明行为未明确禁止。

各地规定不一，容易让乘客认知

混乱。此次交通运输部出台《办法》，

明确了影响运营安全的 10 类禁止性

行为，以及影响秩序的 7 类约束性行

为，将常见的不文明乘车现象尽揽其

中，可以说，为涵养地铁文明起到了

统一规范和“导航”的作用，或者说，

给这些不文明行为划出了红线，提倡

什么、反对什么，泾渭分明、一目了

然。尽管各地规定不一，执行方式不

同，但有了全国性的规则“导航”，每

个乘客都应主动遵守。

进而言之，地铁内 10 类禁止性行

为、7 类约束性行为，是为地铁文明兜

底，目的不是为了处罚，更重要的是表

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引导人们涵养地

铁文明的规则意识。比如，地铁内使用

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的现象，除了加

剧地铁内的拥挤、影响正常乘车秩序，

甚至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如不

对其说“不”，就会形成“破窗效应“。

涵养地铁文明，需要人们以这些

禁止性行为、约束性行为为鉴，从细节

做起，从小事做起，不断增强文明素

养。同时，相应的罚则也可以有，这样

公众才敢于向不文明行为说“不”，不

文明现象才会失去“底气”。作为地铁

营运方，也需不断提升交通服务质量，

把宣传引导、人文关怀等工作做到位、

做到家，切不可一味靠罚来解决问题。

总之，地铁文明需用自律和他律

共同塑造。在管理部门和广大乘客共

同努力下，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才能

让文明规则深入人心，让文明乘车成

为一种良好习惯和行为自觉。

涵养地铁文明需要规则“导航”
付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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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轨道交通自 2016 年底开通运营以来，员工以热心、细心、耐心、虚心、诚心“五心”服务旅客，为行动不

便的旅客提供无障碍铺道板、全程接力式服务，组织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对有特殊需求的旅客提前购、检票，为

其出行节约时间，以优质精细、微笑服务，助力旅客文明出行。截至今年 10 月 30 日，合肥轨道交通线网总客流突破

3.23 亿乘次，线网单日最高客流达 69.72 万乘次。图为 10 月 31 日，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四牌楼

地铁站，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服务。 方好 摄

合肥地铁合肥地铁 贴心服务助文明出行贴心服务助文明出行

新华社北京11月 4日电 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应急

管理重要论述精神，加强思想引领，

加强队伍建设，激励应急管理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和应急救援队伍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立潮头、担当作

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应急管

理事业改革发展的浓厚氛围，11 月

4日，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在北

京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19 年“最美

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

蔡瑞、丁良浩、侯正超、肖文儒、

张之崟、王念法、张在贵、魏丽萍、上

海市消防救援总队黄浦区支队车站

中队、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

岭支队奇乾中队、福建省地震局地

震预警工作团队等“最美应急管理

工作者”个人和集体，来自防震减

灾、煤矿安全监察、安全执法监督、

消防救援、森林消防等应急管理系

统各单位各部门。他们有的闻令而

动、夙夜奋战，在地动山摇的第一线

勇挑新时代应急管理重担；有的面

对生死考验，逆向而行，用血肉之躯

勇闯刀山火海；有的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始终保持冲锋在前

的“无我”状态；有的数十年如一日

扎根莽莽原始森林，守护绿水青

山；有的默默奉献、无悔付出，在祖

国“心脏”地带护佑民族文化瑰宝；

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倾心守

护煤矿工人生命安全；有的呕心沥

血、殚精竭虑，辛勤耕耘在安全监

管执法一线。他们身上，集中体现

了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对党忠诚的

政治品格，心系群众安危、一切为

了人民的公仆情怀，敢于赴汤蹈

火、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立

足本职岗位、极端认真负责的务实

作风，以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

给人民以力量的实际行动，生动展

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队伍极端认

真负责、甘于牺牲奉献、勇于担当

作为、善于开拓创新的时代风采和

精神风貌。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

管理工作者”个人和集体的先进事

迹视频短片，从不同侧面采访讲述

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

部、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为他们

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

参加发布仪式的应急管理工作

者代表表示，要以更加高昂的斗志、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过硬的作风，

撸起袖子干、挥洒汗水拼，始终做新

时代长征路上的不懈奋斗者，争创

一流业绩，争当应急先锋，当好党和

人民的“守夜人”，永远做党和人民

的忠诚卫士，奋力开创新时代应急

管理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现场观

众表示，“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事

迹感人、催人奋进，生动体现了“幸

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价值理念，展示了

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了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

精神，践行了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是竭诚为民、无

私奉献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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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将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在

规范乘客行为方面明确了“车门或站台门关闭后扒门”等影响运营安全的 10 类禁止性行为及“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等

影响运营秩序的 7 类约束性行为，引来网民纷纷“点赞”。受访人士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已经逐步进入轨道交通时代，《办法》

的及时出台对于夯实运营安全管理基础、营造文明乘车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2019 年 11月 1日，国家语

委语言文字规范《汉语手指字

母方案》和《中华通韵》正式实

施。两项规范由国家语委语言

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于

2019 年 3 月审定通过。其中，

《汉语手指字母方案》由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教育部、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发布实

施。《中华通韵》由教育部、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发布试行。

新实施的《汉语手指字母

方案》将代替 1963 年 12 月 29

日发布施行的原方案。该规范

保持了原方案简单、清楚、形

象、通俗的基本设计原则，吸

收现代语言学和手语语言学的

理论成果，根据手指字母使用

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

修订。在内容体例、图示风格

上与 2018 年发布实施的国家

语委语言文字规范《国家通用

手语常用词表》保持一致，与

原方案相比更加科学、规范，更

加符合现实需求。作为国家通

用手语规范化最新成果，该规

范与《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

共同服务聋人语言生活和聋校

教学质量的提升，助力聋人特

殊教育，有力促进残疾人文化、

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中华通韵》由中华诗词学

会组织研制，是新中国语言体

系中的新韵书。《中华通韵》坚

持面向教育、面向现代化、面

向未来，服务广大师生、诗词

爱好者阅读和创作诗词等韵文

的广泛需求，为优秀传统文化

的繁荣发展和全民族文化自信

提供坚强支撑。该规范以《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拼

音方案》《通用规范汉字表》等

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为依据，以音韵学理论和诗词

创作实践为基础，有利于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热爱、学习

和创作诗歌，也有利于专家学

者对新韵作品的研究，是适应

语言发展变化和时代进步的重

要成果和新时代中华传统诗词

持续发展的新标志。该规范的

实施不会取代旧韵书，将在尊

重个人选择，“知古倡今、双轨

并行”的原则下，与当前使用

的旧韵书并存。提倡和引导使

用《中华通韵》，将推动中华诗

词新韵使用的规范化，更好地

满足新时代韵文需求，助力

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升，促

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播

和发展。

（据教育部网站）

《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和《中华通韵》
两项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正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