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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交流与沟通，Eddie告诉
杨主任，自己是因为每晚聊微信时
间过长，才导致次日上课睡觉。因
此寄宿家庭的中国妈妈和Eddie约
定，每晚10点钟，家庭成员的手机
就全部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保证隐
私也保障睡眠。

为了让交换生“学有所成”，学
校选拔教师，参考了多个版本的对
外汉语教材，特别为娃娃量身打造
了语法、会话、写字课和难度适中
的历史、地理、政治课。

另外，Eddie选修了学校的国
际理解教育中的民歌、象棋、书法、
国画、毽球等等特色课程。每周20
节中文课，跟班上早自习和体育
课。校方努力让这个美国娃娃的学
习规律接近中国学生。

而在学校里Eddie学业进步显
著，从刚来只能蹦单词到现在慢慢
可以和老师沟通，Eddie学习中文
的信心也越来越足。青春少年总有
懵懂情感，总想借着篮球课或是上
自习看看心仪的女同学，16岁的少
年甚至告诉老师，自己想要按照美
国的方式与女生正式约会。

既不能过分干预孩子的成长，

又要把握适当的尺度，当从来不上
晚自习的Eddie向学校申请上晚自
习时，校方应允了他的要求，原本
晚自习不上班的教务处老师为此
专门加班，并执行学生考勤制度。
同时，校方将相关的想法和意见再
次和Eddie的监护人逐条讨论，并
获得家长支持。

制定规则，给予孩子爱和尊
重，在这样交流融合的学习过程
中，Eddie的“进步”有目共睹，他再
也不迟到，也不上课玩手机，认真
完成作业。书包里永远装着他专属
的中文教材，在中国同学的熏陶
下，Eddie甚至在考试成绩不到90
分时还会伤感一下，跑去跟老师理
论写拼音该不该扣分。

一学期很快过去，临别时Ed-
die送了自己的语文老师一棵小桃
树，祝老师“桃李满天下”。“课太
多，起床太早，不能交女朋友。”虽
然Eddie对于在中国的学习还有一
堆抱怨，但是这个美国孩子却以自
己的方式，向校方表示了对教学和
环境的认可，他说：“老师，我还想
再申请读一学期。”成都商报记
者 梁梁 王勤 图片由校方提供

四川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小
虎认为，单纯从字面意思上理解，

“禁止在车厢内进食”就涵盖了不能
食用所有食物，包括水、饮料等等，
这样囊括的范围太广，没有特例，过
于“一刀切”。

车厢内禁食的规定，初衷是为
了安全和环境、秩序等。那么禁食范
畴的规定，也应该是为了保障这一
初衷。“我知道食物残渣会引来老
鼠，从而容易导致地铁内部线路装
置等被鼠破坏，还有的食物气味对
乘客有影响，或者食用过程对乘车
秩序有影响等等。”他表示，若不会

对地铁安全、环境以及公众秩序、文
明等产生影响的饮食，没有必要一
定禁止，“比如喝一口水”。

但是他同时表示，《条例》不可
能将能吃与不能吃的食物一一细
化，可以补充“兜底条款”，例如明确
禁食但哪些食物除外；或明确哪些
食物不能吃。

对于是否该对特殊群体，例如
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对待，陈小
虎指出，这在管理中会十分不好执
行。“很难判断对方是否属于或不属
于该群体，这会给执法带来难度，甚
至混乱。”

地铁车厢“禁食”
该不该一刀切？

南京孕妇地铁内喝柠檬水被罚引争议，成
都地铁“禁食令”正在征求意见有待细化

近日，一名怀孕4个月的孕妇在南京地铁内喝柠檬水被
开出罚单，原因是《南京轨道交通条例》规定乘客禁止在地铁
内饮食。该孕妇认为连水都不能喝的规定“不够人性化”，将
罚单晒在微博上，立刻引来网上一片热议。“禁止饮食有没有
限制？喝水也算吗？”“老人儿童孕妇等，有特殊饮食需求怎么
办？”“吃药也不行吗？”……

虽然事发南京，但争议迅速蔓延到了成都。6月30日，成
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了“公开征求
《成都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意见建议的公告”，
《条例（草案）》中也规定有“禁止在车厢内进食”。对此，成都
地铁运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禁止在车厢内进食”对进
食的范畴和执法的标准尚不明确，希望《条例（草案）》通过后
能细化标准，出台明确的执法依据。

记者了解到，《南京轨道交通条
例》自2014年7月1日起公布实施，其
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定“禁止在列
车车厢内饮食”。而成都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挂网征求意见的《成都市
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草案）》则在第
二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禁止在车厢
内进食”，违反该项规定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200
元以下罚款。成都处罚力度略重于
南京，在南京，违反这条规定的罚款
是“20元以上100元以下”。

成都的《条例（草案）》7月1日~
8月12日征求意见，而对于“禁止在
车厢内进食”一项，并没有更多文字
进行补充说明或解释。

正方：
地铁只是交通工具，
为啥非要在车里吃喝？

其实，更多乘客同意车厢内禁
食的规定，他们普遍认为，地铁乘坐
时间不长，忍一忍不吃不喝不碍事。

“实在忍不了想要吃喝，可以走
出车厢在站台上吃嘛，吃完再上
车”，乘客顾女士觉得，这项规定“没
什么可讨论的”。乘客袁同学是四川
大学大四的学生，他认为这项规定

“很有必要”。他就一向讨厌在车厢
内吃东西的人，“不雅，味道也难闻，
车厢那么挤，味道很难散出去”。更
重要的是，吃东西太不安全，“吃东
西时万一失去平衡撞到了别人，岂
不是很麻烦”。

22岁的张女士虽然很支持这项
规定，但同时表示，泡泡糖之类的小
东西，自己“可能会偷偷吃，反正没
人看得到”。

新加坡
严厉禁止，甚至喝开

水、矿泉水、把糖含在嘴里
进地铁也不允许，初犯者
可罚款30新加坡元（约合
人民币150元），一旦被控
上法庭，重犯者可罚最高
500新元（约合人民币2500
元）。

上海
2014年，上海首次出

台地铁禁食的规定：“车厢
内饮食”与吸烟、随地吐
痰、便溺等行为一同被列
入禁止行为，违者将被处
以最高500元的罚款。但在
争议声中，上海地铁“禁食
令”最终未被写入新修订
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
条例》，而是出现在新版

《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
则》中。

深圳
2007年出台的《乘客

守则》第21条规定，饮食、
吸烟、随地吐痰、便溺、乱
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
杂物、踩踏座席等都是不
文明行为，“违者由相关部
门责令清理，并处以200元
的罚款”。

香港
根据规定，港铁车厢

内不准饮食，而且只要进
入闸机后的月台空间就不
能饮食，否则最高罚2000
港 元（约 合 人 民 币 1720
元）。

2015年7月，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接到了一份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堪美罗私立学校的申请，一名叫Ed-
die的16岁美国男生希望能作为交换
生，在双流中学实验学校完成一学期
的学业。“此前，虽然各所中学与国际
学校均保持着互访的传统，但外国学
生到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也不会超
过一个月。”双流中学实验学校外事
处杨主任说，接收这次长达一学期的
中学交换生，在双中实验还是首次。

“这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我们如
何为其设置课程？怎样的老师可以更
顺畅地和孩子交流？准备接待Eddie
的家庭，如何在饮食上调整，让孩子
能尽快适应……”这一切问题都需要
学校考虑。由于此前并无先例可做参
考，双中及寄宿家庭的中国妈妈先给
娃娃写去了两封邮件，增进彼此了
解。与此同时，校方也针对孩子学业
的特点，选拔老师、设置课程。

2016年3月15日20时，杨主任和寄
宿家庭的中国妈妈在双流机场T2航站
楼接到Eddie。他们交换的第一份礼物
是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样热情的“遇
见”让杨主任记忆深刻，“Eddie是真的
讨人喜欢，我和他的中国妈妈不到5分

钟就被他搞定，把他当成了亲儿子。”
Eddie很快适应了中国的生活，每

天从早到晚脸上都挂着笑。很会跟同
学沟通，有很多鬼点子，甚至还去跳广
场舞，收获了一群“大妈粉”。杨主任刚
想松一口气，她的办公室却突然热闹
起来——都是“投诉”Eddie的。在杨主
任看来，Eddie是好孩子，但不能算是
大多数人心目中定义的“好学生”。

“刚开始，Eddie每天上课睡觉，
特别是第一节课”，杨主任说。中国人
崇尚“勤奋”和美国人崇尚“自由”的
冲突，成了学校和Eddie之间最大的
分歧。杨主任认为初中阶段应该以知
识为重，Eddie上课睡觉是个大问题，

“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出国去，他们只
是体验了国外的生活，吃喝玩乐，我
们的家长肯定会觉得不值。”

“老师要见家长。”这句话几乎是
无数人年少时的“噩梦”，家长听到这
一消息，会立即赶往学校正襟危坐，
聆听老师对自己娃娃学业上的教诲。

“到学校的第一要务是学习。”这
句“平常”的话此时却遭到了反驳，到
中国“陪读”Eddie的爸爸坐进双流中
学外事处办公室时说：自己并不在意
娃娃的学习，关注的是孩子是否开心。

迎来首个长期交换生
中式“勤奋”遭遇美式“自由”

考不到90分还会伤感
美国娃想再申请一学期

一说到美国的教育、美国
的孩子，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
自由、有创造力。当美国孩子遇
上中国学校，会发生怎样的化
学反应？刚刚结束了一学期中
国学习的美国交换生Eddie，经
历了从上课睡觉到成为“考霸”
的历程。而成都老师又是如何
管教美国交换生的呢？

成都“地铁禁食令”正在征求意见
违者不改处50~200元罚款

记者昨日在地铁4号线市二医院站出口随机采访了10
位乘客，关于“禁止车厢内进食”的规定，4名乘客表示“不够
周全”，另6名乘客则表示“支持”、“理解”、“会遵守”。

反方：
药不能吃水不能喝？
未免一刀切

“我前天晕车又中暑，在地铁
上就着矿泉水吃了两片解暑药，不
知道这算不算违规？”昨日下午，刚
从地铁4号线出来的乘客吴清手中
握着瓶水。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坐
地铁上下班，从世纪城到太升南路
经过十多个站，所以早上买面包或
包子就在地铁上吃。“如果规定不让
吃我肯定就不吃了”，她表示理解，
但又认为不能一刀切，“比如水，我
认为不能算‘进食’，应该允许喝”。

乘客方先生也认为这项规定“不
够人性化”。不随地乱丢弃食物、不吃
有气味食物等规定比较正常，但完全
禁止进食就“没得必要”，比如喝水、
吃糖。况且，“老人、小孩、病人等，他
们可能存在喝水或者必要的进食，完
全禁止会令他们多有不便。”

目前，成都市轨道交通所执行
的管理办法是2010年出台并实施的

《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
法》。其中有禁止在车站或列车内

“随地吐痰、便溺、吐口香糖及乱扔
果皮、纸屑、包装物”等规定，但并未
规定禁止进食。

成都地铁运营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其实也有部分市民跟他
们咨询过《条例（草案）》中的“禁食”

条款，但市人大常委会尚在对《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究竟审议通过的
条例将如何规定，目前谁都不清楚”。
不过，对于“车厢内禁止进食”的条
款，他希望还可以更加清晰明确。一
方面明确禁止进食的范畴，哪些必须
禁止，哪些有特例；另一方面，希望明
确执法标准，例如哪个部门进行执
法，对违法违规进行惩处，以及惩处
的情节和程度如何裁量等。

地铁公司：希望《条例》出台后细化“禁食”范畴

律师：“禁食”范围太广，可以附加“兜底条款”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生 李家庆

Eddie参加学校班会课很活跃Eddie学习中国象棋

我国部分城市已规定在地铁车厢内禁止饮食

落地

讨论

他山之石

建议

课太多，起床太早
还不能交女朋友

一美国交换生成都接受中式教育，称还想再申请读一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