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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撞上限高杆致死伤
问责司机也应思考限高杆能否更
“友好”
在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之外，
如何痛定思痛，避免类似事故的再
次发生，显然更加重要。

据报道，4月17日20时许，桂林
市西门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旅游大巴车撞上限高架，车体受到
严重损坏，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
介绍，
这辆旅游大巴车为桂A牌照，
车上有乘客53名，加上司机和导游
共55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

治，
司机已被警方控制。
一起触目惊心的车祸，
又将公
众关切的目光聚焦在限高杆上
——近年来，
限高杆引起的事故已
多次发生，
其中不乏惨痛的教训。
此
类事故中，
肇事司机毫无疑问是第
一责任人。
不过，
在追究肇事司机的
责任之外，
如何痛定思痛，
避免类似
事故的再次发生，
显然更加重要。
司机驾车迎面撞上限高杆，
无
外乎两种情况，
要么是麻痹大意，
要
么是路况不熟。虽然此次事故的原
因仍有待调查，但后一种情况也存
在可能：外地车辆，天色已暗。实际
上，路况不熟也是各类限高杆事故
中的
“高频词”
。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
对于那些“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司

机，
限高杆能否多一些警示和提醒？
夜色昏暗的时候，限高杆的上
限容易让人看不清楚，
甚至由此产
生误判。
一般来说，
如果在道路前方
作出明确的限高提醒，同时在限高
杆上增设发光警示装置，当能更加
有效地提醒司机加以警惕。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多数限高杆都与涉事
限高杆一样是钢结构框架。限高杆
的作用，在于警示车辆不要超限通
行，
但这种警示，
没必要以车毁人亡
为代价。
因此，
限高杆的材质能否考
虑以塑料制品来替代钢结构？
去年10月，国办督查室就货车
行路难问题开展实地暗访。督查组
走访发现，各地限高杆标准混乱、
高度不一，密、杂、贵的限高杆增加

技术手段恢复女方微信记录并散布
隐私权保护必须长钢牙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
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
权。”未经他人允许，恢复对方微信
聊天记录，并且借助微信朋友圈等
“广而告之”，很明显构成了对他人
隐私权的侵害。
浙江临海市公安局近日侦破
侵权意味着法律责任。根据
一起侵犯隐私案件，一男子因情感 《治安管理处罚法》“
，偷窥、
偷拍、
窃
问题发生纠纷，用技术手段恢复女
听、
散布他人隐私”
，
一般
“处五日以
方微信聊天记录，且发至微信朋友
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
如果
圈和女方母亲及女方未婚夫母亲， 情节较重，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构成侵犯隐私，被行政拘留6日。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该
在很多人看来，因为区区一个
男子被拘留6日，
已算是
“情节较重”
微信聊天记录，就把人给拘了，至
了。侵犯隐私权之后，还有民事责
于吗？其实，从法律上讲，这样处理
任。
就这起纠纷来说，
女方如果精神
并不过分。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
受害，还有要求该男子给付精神损
起关于微信聊天记录的小纠纷，但
害抚慰金的权利。
实质上却是一个侵害公民隐私权
对隐私权保护的力度，彰显一
的法律问题。
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恢复女方微信
在微信聊天记录的小小载体
记录并散布被拘，板子落到了侵权
上，承载着公民不愿为他人知晓的
者身上，露出了隐私权保护的“牙
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关
齿”
，这也是法治的进步。
系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民法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规定：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
柳宇霆
未经他人允许，恢复对方
微信聊天记录，并且借助微信
朋友圈等“广而告之”，很明显
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

了运输成本，降低了物流效率。管
理缺位的状况也不同程度存在，不
可避免对城市管理和道路通行构
成了一定障碍。
城市 道 路 工程设计规 范规
定，各种机动车行驶城市道路最小
净高为4.5米。而现实情况是，不仅
4.5米的限高杆在城市里很常见，
有
些地方的限高杆甚至远远低于这个
高度。
那些参差不齐、
以邻为壑的限
高杆，
更多考虑的是一时一地之需，
而缺乏通盘考虑的全局意识。
由此，
不仅影响了城市交通的通行效率，
甚至不免增加事故风险。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
道路配套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
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

求，并根据交通需求及时调整。对
于限高杆来说，有必要厘清三个基
本问题：谁来安装、为什么安装、以
什么样的标准来安装？从维护道路
交通秩序和安全的角度出发，在特
殊路段设置限高杆是必要的，但限
高杆本身不能过于随意和任性。
据桂林交警通报，
此次大巴车撞
上的限高护栏由铁路部门为保障高
铁运行安全，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
由此，
肇事司机理应被追究相应的责
任，
但站在更好地维护公共安全的角
度，
限高杆本身还有无优化的空间，
也
有必要接受相应的
“体检”
和评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赵志疆
相关报道见04版

中学小卖部3年租赁权拍出320万
当心校园生意变味
如果不合规，就得及时
查清背后是否存在着利益
链；如果合规，高价招租是
否会带来消费成本提升，也
应该有进一步让外界和家
长安心的保障措施。

湖南邵阳新宁二中小卖部抢
拍到手价320万元的视频近日在网
络流传。3年的租赁权320万元，折
算下来每年的租赁费超过百万元。
如此刷新外界想象的高额费用，
再
次掀开了校园生意的冰山一角。
很多网友质疑，
“羊毛出在羊
身上”，租赁成本太高，会抬高商
品价格和消费成本。加上学校毕
竟是封闭的消费场所，最终可能
变成对学生的“收割”。
对此，
学校方面表示，
小卖部招
标是相关部门统一组织的；
而当地
教育部门则回应，
是按合同来，
合法
合规的，
“物品不可能违法涨价”
。

这一回应并非没有道理。首
先，校园招投标需要公开、公平、
公正，而此次的小卖部门面租赁
经营权拍卖，确实也是公开透明
地竞价。至少目前来看，没有明确
的程序违规证据，那么拍出320万
元的高价，就是正常竞价的结果。
另一方面，该学校学生超过
3000人，
考虑到现在学生的消费能
力都比较强，且客流稳定，在这样
的生源基数下，小卖部的月流水，
甚至可能就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元级别。对比之下，3年320万元的
租赁费用，就未必有那么夸张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很多地方
学校的小卖部，租赁权都曾拍出
过天价。比如据报道，南宁一中
学小卖部拍出年租173万元的价
格。类似的案例说明，校园生意
的回报率，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
高得多。
不过经过了公开竞价，并不
意味着最后的价格合乎情理。对
于外界的质疑，光是拿程序合规

很难轻易搪塞过去。毕竟，校园不
是商场，商场公开竞价招租，
面向
的主要是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成年
人，
然而校园小卖部的消费受众是
学生。
一方面，
消费环境是封闭的，
容易造成垄断，
带来暗中涨价等问
题；另一方面，学生的消费行为很
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引导，
出
现不理性消费。
如此担忧不是空穴来风。比
如，最近就有网友爆料称，湖北宜
城某初级中学老师让学生到指定
商店买篮球，
并且还登记孩子的姓
名和班级。考虑到本次招租中，竞
价者投入了高额的费用，
那么在收
回成本的过程中，
如何保证未来不
出现类似的半强制性消费行为？
要再次强调的是，学校有很
强的公益属性，校园里的生意，应
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对于彻底
的市场化可能衍生的一些问题，
也得有足够的警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熊志

二孩时代

合理吗

带两娃坐地铁公交
只能免票一个

“我带着两个孩子坐地铁，却只能免一个孩子的票，我觉得不太合理。
”近日，成都市民林女士在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上反
映，
自己带着 6 岁的双胞胎孩子在地铁站乘车时，
被地铁工作人员告知一名家长只能带 1 名身高 1.3m 以下的小孩免费乘地铁，
另一名小孩需买票。
“现在二孩家庭很多了，
地铁的规定还是只有一个孩子能免票，
这样的规定是不是有些滞后了？
”

/ 二孩家长质疑 /
带两孩乘地铁公交，仅能免一小孩的票？
林女士的处境并不是个例，成
都市民王女士也曾遇到过相同的
情况。王女士家的大儿子7岁，小女
儿5岁，王女士经常带着儿女们坐
地铁出行。
“ 有时候是可以直接带
着两个娃娃一起进地铁的，但有时
候工作人员就会拦到，说只能免票
一个娃娃。
”对此，王女士认为不太
合理，
“ 对1米3以下的儿童免票是
一种公共交通福利，为什么只能一
个儿童享受这种福利，另一个儿童
不能享受呢？”
一名二孩爸爸也有此遭遇。该
名先生表示，
他在一月份一个人带

两个孩子（均在1米左右）在青羊宫
地铁站坐地铁，被要求购买两张
票，对此，他发出疑问：
“ 国家都放
开二胎多少年了，公共交通依然只
能免费带一个1.3米以下的儿童，
超过则需要补票。
”
也有市民支持现行规定。市
民郭先生表示，地铁公交是企业
化运营，在要求福利的同时也要
考虑企业的运行成本。
“ 现行的福
利政策已经算挺好的了。况且一
名成人携带两名儿童过闸机，闸
机打开的时间过短，也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

/ 交通部门 /
“后续将结合条例修订工作，
对该条内容进行研究优化”

记者在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官方网站的《成都市城市轨
道交通乘客守则》上看到，守则有
明确规定：
“ 一名成年乘客可以免
费携带一名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
乘车，携带超过一名的，应当按照
超过人数购买成人全票。”
此前，也有人对此提出疑问。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成都
地铁运营公司结合《成都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关于调整成都地铁线网
票制的通知》
（成交发 201246号）、
《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协调做好成都
特级教师（校长）优待工作的函》
（成教函 2012 193号）等相关文件
要求，1名成年乘客可以免费携带1
名身高不足1.3米的儿童乘车，超
过1名的，按超过人数购票。
此外，记者看到，成都市交通
运输局在问政平台也曾回复过“二
孩该不该免票”的问题：根据《成都

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一名
成年乘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身高
1.3米以下的儿童乘车，携带超过
一名的，应当按照超过人数购买成
人全票，并表示，
“我局后续将结合
条例修订工作，对该条内容进行研
究优化。
”
对于乘坐公交只能免费带一
名儿童的情况，成都市公交集团和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也曾作出回应。
成都市公交集团称：
《成都市
公共汽车乘车规则》第四条中的第
3条规定：身高满1.3米的儿童应购
票，每名乘客可免费携带身高不足
1.3米的儿童一名，超出的按超出
人数购票。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在问
政平台表示：
“身高不足1.3米儿童
乘车政策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不
适应的地方，
我局将结合成都市公
交条例的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儿
童乘坐公交相关规则。
”

/ 部分城市已有改变 /

/ 人大代表 /

将一名成年乘客免费带领儿童人数
调整为两名

教育、医疗、出行等方面，
二孩应该享受一样的政策

记者梳理发现，
已经有部分城市修改了政策。
2019年12月25日，
《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
守则》印发，提出“一名成年乘客可免费带两名身
高不超过1.3米或未达到法定应当入学年龄的儿
童（凭有效身份证明）”。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还作出
政策解读，称：
“据市民的建议，结合当前国家已经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守则》
修订工作中，将一名成年乘客可免费带一名儿童
的数量改为两名。
”
2020年年底正式实施的《南昌市轨道交通乘
客守则》也作出规定，一位成人可免费带两名儿
童。南昌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
“针对市民提出的，结合国家现行人口
生育二胎政策，放宽携带符合要求人数的建议，新
版《守则》规定，一位成年乘客可免费带两名身高
不足1.3米的儿童乘车。
”
此外，长沙、昆明、武汉等城市的现行政策均
为一名成年乘客可免费带一名儿童乘车；超过一
名的，
按实际超过人数购票。

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师
范附属小学校长黄敏洁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她建议将“一名乘客可携带一名儿童免费乘车”的规
定改为“两名儿童”
。
黄敏洁说，
“ 在民生福利方面，成都的公共交通
其实一直都做得很好。比如说，随着儿童身高明显的
增高趋势，成都儿童免费乘公交身高线就从1.1米升
到1.3米 ，
这就是一种进步。”
黄敏洁表示，此次引发市民争议的“带二孩出
行，只有一名能免票”的事，也有进步和优化的空间。
“建议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规定，允许一名乘客免
费带领两名儿童乘车。现在二孩家庭越来越多，我认
为在各个政策、各个层面上，都应该对两个孩子一视
同仁。比如在教育、医疗、出行等方面，两个孩子应该
是享受一样的政策、福利和待遇。一个孩子免票，一
个孩子需要购票，从现在的社会情况来看，处理得不
够妥当。”黄敏洁说，出行关乎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为
老百姓、为二孩家庭提供出行便利，是一项切切实实
的民生工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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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元吃海底捞
别给扣
“薅羊毛”
的帽子
只要契约不废，市场法则不失灵，则
一切都合理，大可不必操心太多。

有人称自己花17元吃了一顿海底捞。其在
帖子中称，一个人，打算点4元的面。觉得太单
调，于是点了一个7元的。还打包了不少零食，
吃不完的花生，
水果，
牛肉粒。
这一顿饭吃得如此便宜，与网友印象中的
海底捞消费不相符。经济实惠的消费却引发一
些争议，有网友认为，这样的“吃法”不适合去
海底捞这样的大品牌、高消费之地。但也有网
友认为，该付的钱也付了，又没吃霸王餐，17元
消费没啥不妥。
海底捞门店方面则表示，客人想怎么消
费，愿意消费多少是他们的自由，客人只要进
来了，都会接待的。
“ 就算是一个人，只点了清
水锅和一两样喜欢的菜，我们也会正常服务，
不会区别对待。
”
不管怎么说，吃一顿饭能上热搜，说明这
种“吃法”确有“不同寻常”之处。那么17元一顿
海底捞，
到底是理性消费，
还是
“吃便宜”
呢？
也有网友称，有些人到海底捞只点很便
宜的菜品，然后在清水锅里煮自带的螺蛳粉
等。不少人纷纷效仿，还有人传授“最全省钱
大法”：
“6个人9块钱吃垮海底捞”、
“8块钱吃
海底捞 ，四个锅底真过瘾”……这些算不算
“薅羊毛”？
至少“17元吃海底捞”算不上“薅羊毛”，因
为这在规则之内。按理说，合乎规则的就是公
平的，网友们大可不必为商家鸣不平。就算“17
元吃法”影响到商家的效益，这也是经商不可
避免的合理成本。至于说，有网友担心海底捞
的规则会被某些“理性消费吃法”玩坏，可能导
致涨价或菜品抽条……这恐怕是过虑了。我们
一定要相信，商家会比顾客更理性。有些免费
待遇或顾客福利，对商家有利无利，人家肯定
冷暖自知。以这件事来说，海底捞不怠慢任何
一位顾客、哪怕无利可图但服务绝不走样的
“契约形象”上热搜后，其收获的形象广告效
应，
恐怕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17元吃海底捞”
，
实际上是一个围绕商业契
约精神与市场法则的话题。
只要契约不废，
市场
法则不失灵，
则一切都合理，
大可不必操心太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马涤明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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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摩托车驾考
5 月推新规？
交管局:暂未收到通知

近日，不少市民“朋友圈”收到“消息”：
今年 5 月 1 日起，成都市摩托车驾考即将实
施新规，
考试将采用计算机电子化设备。
传言是否属实？昨日，记者向成都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求证，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暂未收到变更为计算机电子化评判的
通知。
不过，记者走访各驾校发现，近期摩托
车驾考报名剧增，与去年同期相比人数增加
了一倍多。
记者走访发现，由于热传成都市摩托车
驾考即将实行电子考，摩托车驾考引发市民
扎堆报名。4 月 16 日，记者来到清江东路路
正驾校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摩托
车驾考报名人员较以往确实有增加，特别是
今年过年之后，摩托车驾考报名咨询的人员
明显比年前多了。
“从今年春节之后，成都市摩托车驾考
改用电子化设备的传闻越来越多，学摩托车
驾照的人数也急剧上升。”成都市金牛区众
辉兄弟机车馆工作人员韩林繁告诉记者，该
店与多家驾校合作，帮助驾校招生，仅今年 3
月份该店便招收驾校学员 400 余人，4 月份
截至目前已报名 200 多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一倍多。
市民小余对摩托车一直青睐有加，这周
四刚刚拿到自己的摩托车驾照。她告诉记
者，考摩托车驾照是很早之前已经做好的打
算，上周刚好路过医院，做了体检便顺带报
名驾考。小余表示，目前的驾考规定在可控
范围内，所以她想现在就拿到驾照，无论之
后变简单、变难，都不必再为此担心。与小余
的顺其自然不同，市民李先生则是奔着五一
前拿到驾照而报名的。
“ 过春节后听说要换
政策，我第一时间就开始找驾校报名”，他告
诉记者，之前小汽车驾考就是这样，不少人
因为驾考改为电子设备，没有通过考试。这
次听说五一后摩托车驾考也要上红外线设
备，
所以他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考试。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暂未收到变更考试方式的通
知，
是否变更何时变更暂时还不清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培分会副会长董
强表示，如果摩托车驾考从人工评判改为计
算机电子设备评判，并非考试难度的增加，
而是一种更加公平的体现。据董强介绍，根
据相关数据统计，2020 年成都市学摩托车的
人数约为 29000 人，2019 年为 20000 余人，
2018 年则为 10000 余人，从整体情况来看呈
现逐年递增的态势。
“最近报名人数的增加，
则有不少人是因为担心摩托车考试变为电
子化而提前报名。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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