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何芳芳实习生 李志伟

昨天，本报“民生议事厅”栏目请市民来议一议“斑马线那些事”，并且刊登了首批4条拟打造“礼让斑马线”示范街

现状图。

很快就有网友在富阳日报官微上（账号：fyrb63344556）回应，“富春街的斑马线太密了，需要整合”。

昨天下午，记者就邀请了北京华通天畅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利用专业测距仪到富春街、桂花路测量

了各条斑马线之间的距离。

记者和测距人员从富春街恩波大道
口出发，从西向东，每两条斑马线的间距
依次为85米、64米、9米、66米、101米、127
米、125米。

从记者步行体验看，周家弄口、大寺弄
口、王振和大药房门口的这4条斑马线距离
太近，完全可以整合。尤其是大寺弄口间
隔9米的两条斑马线，一头是公园，一头是
步行街，构不成十字路口的条件，没有必要
左右各设置一条。

记者平时也是步行者，但昨天看到即
便是斑马线如此“密集”的富春街，还是有
很多市民随意横穿马路，给车辆行使带来
诸多不便。

测完富春街，我们再从桂花路、鹳山
路口出发，由东向西测量。除去红绿灯口
斑马线，每两条斑马线的间距依次为 16
米、132 米、101 米、67 米、30 米、53 米、173
米、89米、78米。

可以看到，短短一条桂花路，车流量

大，路口多、斑马线多。如果在这条路上
贯彻“礼让斑马线”，很有可能造成交通堵
塞。

按照国家《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设置规范》，人行横道线的设置间隔一般
为 150 米至 500 米，较为合理的设置间隔
为350米至400米，100米范围内不宜设两
处人行横道线。根据这个标准，富春街、
桂花路显然全都不符合标准。

测距结果：每两条斑马线间距都小于设置规范

记者去富春街、桂花路测量了一下，最近的两条斑马线间隔仅9米
全城倡导“礼让斑马线”之际

斑马线需要好好“捋一捋”
交警部门：正在对城区斑马线进行排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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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私家车增加，道路状况越来越
复杂。随着车辆急剧增加，道路优化远
远赶不上变化。与之相随的，人们的交
通意识也远远赶不上道路现状。

这会导致什么现象呢？
就是抱怨。
行人抱怨过马路担惊受怕，骑自行

车的抱怨没有路可骑，开车的抱怨没有
地方停车。最不好过的大概是骑电瓶
车的，一会儿是非机动车，一会儿是机
动车，什么条条框框都没有。所以，先
声明，下述观点全部建立在电瓶车是非
机动车这一事实之下（这本是无可争议
的）。

不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机动
车，只要在道路上行驶，每一类群体的
路权都是平等的。所谓平等，行人有人
行道，非机动车有非机动车道，机动车
有机动车道。

为了维护每一类群体的路权，道路
上才有了人行横道、黄实线、实线、虚线
等标线。所有的标线，通过限制权限，
达到保障各自路权的目的。

然而，由于人们的利己主义作祟，
标线在部分路段无法达到限制的实际
效果，于是又有了隔离栏等硬性隔离和
禁停线等强制性标线。

硬性、强制，这类词让大部分人首
先想到“限制”，限制了自己的自由，限
制了自己的便利，却忽略了它们本是保
障路权的交通设施。

公共自行车一期推出时，本报发起
过一次骑行体验，市民吐槽最多的就是

“没地方骑”。大家都说，自行车好，环
保又便利，可是城市的“慢行系统”建设
远没有停车问题来得关注。

要让公共自行车跑起来，只有让非
机动车道空下来。这个道理小孩子都
能懂。所以，在当前“无路可骑”的状况
下，隔离栏、禁停线应当设置。

我说了，任何群体的路权平等。汽
车保有量大幅增加，是客观事实，开车
者的路权也要维护。要有路开，也要有
路停。这就逼迫着城市交通体系不断
完善。

富阳，却远远未达到“城市”交通体
系的标准。

在现代化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地
下通道、地下停车库、过街天桥、快速
路、高架等交通设施是标配。反观富
阳，城市快速发展，城市规模加倍扩大，
城市意识却还停留在小城镇。

新建道路不够宽，过街设施单一，
公益性事业楼堂馆所不配备足够的停
车场所，闲置土地没有公共使用的意识
……城市建设理念的“滞后”与现代人
出行的需求落差之大，直接导致交通问
题成为“燃点”。

举个例子，老电影拆迁，后台调查
“拆了之后做什么用”，53%的网友希望
“改建停车场”，仅 24%的建议“建设纪
念馆”，18%的建议“建公园景观”。停
车需求远胜于情怀，足可见，市民对解
决停车难现实之迫切。

建设大都市新型城区，城市的格局
真的要再大。

危旧房治理已有实质性进展，城市
有机更新工作也进入白热化，在这个节
点，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用“大眼光”来重
新理一理这座“新城市”。争取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的同时，生活其中的各类群
体均享受到平等的权益。

从抱怨，谈平等

民生议事厅 “礼让斑马线”特别策划

不过，测距人员说，老城区的情况要
区别对待，老城区建筑物集中、道口多，如
果严格按照规范设置，行人出行会很不
便，特别是老年人。一般100米左右的间
距较为合理。

按100米左右间距标准，富春街从周
家弄口到达夫路口之间的3条斑马线就可

以撤并为一条；桂花路邮舍弄口到达夫路
口的2条斑马线（即区政府北大门口左右
的2条）应撤并为一条；桂花路周家弄口的
斑马线可考虑去掉。

不止富春街、桂花路，老城区各条道
路普遍存在斑马线过密的现状。如果严
查严管“礼让斑马线”，车流一次次在斑马

线前停下，交通干道会因此出现拥堵现
象，致使车辆通行连续性降低，文明礼让
反而成为道路通行的负担。

据了解，交警部门正在排查、优化城
区斑马线，本报建议部门听取多方意见，
更进一步满足各方出行利益，从而推动

“文明礼让之风”。

结合老城区实际建议：
斑马线间距100米左右为宜，进行整合优化

人有私利之心，谁都希望斑马线设在
家、公司单位、公共场所门口，如果没有斑马
线，就直接横穿马路。比如规定公交车站台
前后30米范围内不宜设置人行横道，我们
就看到大量行人下了公交车，直接横穿。

因此，可预见，如果斑马线进行撤并，
一定会引来一部分人的反对之声。

杭州主城区“礼让斑马线”已全国有
名，近两年为了改善“礼让斑马线”导致的
道路拥堵现象，听取了市民、交通专家的
广泛建议，整合、优化了一大批斑马线。

当时有专家建议：
“过多过密的斑马线能减少的尽量减

少掉，尤其是一些主干道中间的斑马线，
都应该合并到路口的斑马线上。

其次，为了保证安全，提醒行人尽量
多走路口斑马线。应该在路段上设置硬
隔离，减少缺口，防止有人横穿。

在条件允许的路口，可以设置斜穿式
的斑马线，通过一次通行就完成过街需
求，提升行人过街效率。

最后，除了平面式的过街方式外，应

该更多设立更多过街天桥、地道，通过立
体的方式达到过街目的。为了保证安全，
同时也防止有人横穿。”

专家的建议同样在昨天网友给本报
的留言中有所体现。有多名网友说道，

“商业城的斑马线需要整改，能架个天桥
或者修一个地下通道吗？”“那么短窄的
路，就不能做几个简易的人行天桥吗？成
本也不大。”还有网友很前瞻，建议学习香
港，全城规划单行线，特别是老城区、主要
商圈附近。

网友、专家建议：
斜穿式斑马线、天桥、地下通道等多方式满足过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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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芳

俞一波，男，汉族，1976年11月出生，杭州富
阳人。1998年9月参加工作，2001年4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函授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在
职大学毕业。曾任常安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
长，常安镇党委副书记，上官乡党委副书记，大
源镇党委副书记，市（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市
（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区>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
任。现任东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拟任东洲街道党工委书记。

蒋良良，男，汉族，1977年1月出生，杭州富
阳人。1996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0 年 9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党校文化社会学专业在
职研究生毕业。现任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拟
任（提名）区政协机关党组成员、文史和教文卫
体委员会主任。

包杰峰，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杭州富
阳人。2000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1 年 9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行政管
理学专业在职大学毕业。曾任市委新经济与新
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书记、东洲街道党
工委书记助理（挂职）。现任区委组织部部务会
议成员、组织科科长、区委新经济与新社会组织
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书记。拟提名区人大常委会
东洲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杭州市富阳区区管干部任前公示名单

周鹏飞，男，汉族，1971年10月出生，杭州
富阳人。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6 年 5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海军工程大学成人教育经济管
理专业在职大学毕业。曾任渌渚镇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渌渚镇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监察室主任，场口镇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监察室主任，市（区）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
员。现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拟提名区人大常
委会鹿山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喻东明，男，汉族，1970年2月出生，杭州富
阳人。1993年8月参加工作，1997年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浙江工学院化学工程系精细化工
专业大学毕业。曾任富阳经济开发区（富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现任
区发展和改革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拟任（提
名）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

吴林明，男，汉族，1966年9月出生，杭州富
阳人。1984 年 5 月参加工作，1992 年 7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国地质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行政
管理专业在职大专毕业。曾任环山乡党委委
员、副乡长，富春街道党工委委员。现任富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
（提名）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

陆锡明，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杭州富
阳人。1995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1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杭州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分院美术
系美术教育专业在职大学毕业。曾任市纪委、
监察局办公室主任，富春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
委书记、监察室主任。现任富春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拟提名春建乡人大主席。

盛海杭，男，汉族，1976年8月出生，杭州富
阳人。1999年10月参加工作，2001年10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在职大学毕业。曾任渔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大源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现任
上官乡党委副书记。拟提名环山乡人大主席。

楼树良，男，汉族，1976年10月出生，杭州
富阳人。1997年8月参加工作，2005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在
职大学毕业。曾任市（区）卫生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现任万市镇党委副书记。拟任（提名）洞
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经区委研究，决定将拟转任重要岗位或拟提拔
的 9 名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
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限内，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访、来电的形式向区委组织部
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
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法。

2.反映问题的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的原则，反对借机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从5月19日起至5月25日止，共5
个工作日。

4.公示受理部门：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邮
编：311400，举报电话：63347007。

中共杭州市富阳区委组织部
2017年5月18日

杭州市富阳区区管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测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