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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整治，在即墨不少路
口，
机动车礼让行人蔚然成风。
虽然还有少数
驾驶人没有形成礼让行人的习惯，但是相信
随着治理的进一步深入，这样的场景会越来
越少见。
采访中记者发现，
部分驾驶人虽然养
成了礼让行人的习惯，却对具体的细节不太
了解，甚至造成了停下车鸣笛催促行人通过
的情况。
如何礼让斑马线？
即墨交警做出了详
细解读。

有人感觉行人“还很远”
，快速通过被拍；
有人停下车鸣笛催促行人过马路……

机动车如何礼让斑马线？看即墨交警详细解读
交警解读：

如何才是依法礼让 ？

记者探访：

镜头一：有抓拍路口，绝大多数机动车让行
4月6日中午临近下班时间，记者来
到蓝鳌路宝龙城市广场门前的人行横道
前，此处设有礼让行人的电子抓拍设备，
且抓拍设备处有明显标识——
— 礼让行
人，违法抓拍。
记者在人行横道偏东的位置驻足观
察，20分钟的时间内，共有8拨行人经人
行横道横穿马路，绝大多数车辆都能做
到停车让行和减速慢行，行人过马路期
间驶过200余辆机动车，其中约有30辆
车，
并未减速让行，
甚至有两辆机动车踩
油门加速驶过，场面颇为惊险。
在此期间，一名女性市民从路南到
路北，
在南半边人行横道时，车辆均停下
车让行，
来到马路中间后，北半边的车辆
没有让行，
反而快速驶过，该市民站在马

路中央，十分被动。约驶过 6 辆车左右，
一辆黑色轿车发现了站在马路中央的这
名行人，提前刹车停在人行横道前礼让
行人先行。
因为这辆黑色轿车身后没有其他车
辆，
行人先是不好意思地挥手，
表示让机
动车先走，但机动车轻轻鸣笛，
示意让其
先行。
于是，行人在确保后方无车辆的安
全前提下，小跑通过人行横道，
一边跑一
边转身朝小轿车挥手，
表示谢意。
“刚才就是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以前
过马路都要等到没有车时才能过，现在
全面倡导礼让行人后，过马路变得简单
多了，感受到更多的善意，我觉得这个城
市更加温暖了。
”这名市民告诉记者。

镜头二：
一无抓拍路口，
母亲推着婴儿车等了5分钟
下午1时30分，
记者来到位于鹤山路
信特名苑处的人行横道。
该地点无违法抓
拍设备，
同时，
因该路段是连接即墨东西部
城区的主干道，
车辆较多且车速较快。
记者在人行道南侧观察时，一位年
轻母亲推着婴儿车准备横穿马路，两侧
的机动车并没有让行。年轻母亲先是在
南侧的马路边等待了 2 分钟，待南侧道
路没有了车后，
来到了马路中央。

“我是一名实习期的机动车驾驶员，
每次一遇到人行横道，
就很慌张，不知道怎么才算违法，
怎么算不违法，上周刚刚
刚收到
，距离行
一张未礼让行人的罚单，可我认为没有违法。”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有这样的疑问，自己明明觉得开车经过人行横道时，
人还有很远的距离，
怎么会被抓拍到违法呢？对此，即墨交警针对几种典型的情况，做出了详细解读。

行人在道路右幅人行横道行走、未
抵达道路中心线时，在左幅道路行驶的
机动车A、B应当减速行驶，可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

行人越过道路中心线，进入机动车
A、B所在车道，机动车A、B未停车让行
的，属于违法行为，应当处罚。

行人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分离
线外侧等待、未进入机动车道，机动车
A、B应当减速行驶，可在确保安全前提
下通过人行横道。

交警执法——
—

与此同时，即墨交警大队的民警们
也是奔波在街头的各个路口。在正发宾
馆处的人行横道，记者遇到了在此执勤
的即墨交警大队鹤山路中队交警。针对
未礼让行人的违法驾驶人，执勤交警积
极宣传讲解“不礼让斑马线”的危害，提
高文明行车意识。
记者刚到现场，恰好遇到 6 名行人
穿过马路，东向来车，
不论是公交车还是
私家车均能做到停车让行，但只有最内
侧车道的一辆黑色轿车，没有减速让行，
被民警拦截。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下
车接受检查。
”民警确认证件信息符合后
问道：
“你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礼让

行人，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民警对违法车辆进行现场拦截、现
场教育及现场处罚，并通过面对面安全
知识教育，为违法驾驶人耐心讲解不礼
让斑马线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教育驾
驶人应当自觉遵守道路法律法规，用罚
款、记分等手段，严格执法。
这名被处罚的驾驶员表示，之前听
说过要礼让行人，但是概念较为模糊，开
到斑马线前常常会忽视这个问题，
“以前
不知道不礼让行人是违法行为，以后遇
到行人一定提前减速让行”。据介绍，不
论是现场查获或是电子抓拍，未礼让行
人的车辆，都会被处以记3分、罚款50元
的处罚。

在鹤山路信特名苑处的人行横道 ，
一名母亲与婴儿车上的孩子在
马路中央等待了近5 分钟的时间 。

驾驶员孙先生表示，路遇行人横穿
马路，会主动让行。
“比如说遇到了大热
天或下雨天，我停下车让行人先走，
最多
也就等待 30 秒，他们就都能通行过去
了，
这对他们来说可能少淋雨少晒太阳，
可是对我们坐在车内的人来说，就是静
静等待一小会的事。”
驾驶员张女士告诉记者，她认为不
能单纯地从驾驶员的角度去普及礼让行
人知识，也应该从行人的角度去普及交
通常识。
“有一次，我看到有人站在斑马线标
线之内的时候，
我主动停车让行，
但是他
停在那不动，当时大马路上已经没有其

他车辆了，我反复示意让他先走，
他还是
不走，我也不敢开过去，
开过去就会被抓
拍，我们俩就这样僵持了好久……”
张女
士还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称呼，
叫做中
国式过马路，
大家都攒到一块，
形成规模
以后，一起过马路。这种情况，车辆都会
让行。但她认为现代社会，所有人都应该
遵守规则，
“我认为还是应该加强宣传，
采用一些形式活泼，
通俗易懂的方式，让
驾驶员和行人都充分学习遵守交通规则
的重要性，
让行人也都能知晓，横穿人行
横道时，应当站在哪个位置，什么情况
下，可以直接横穿，什么情况下横穿会给
行车人员造成麻烦，甚至是危险。”

行人沿人行横道进入机动车A所在
的车道后，机动车B应当减速行驶，可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机动
车A未停车让行的，属于违法行为，应当
处罚。

道路中央采用绿化带隔离，
行人在道路
中央驻足区等待的，
机动车A、
B应当减速行
驶，
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

在蓝鳌路宝龙城市广场门前一辆轿车未礼让行人 。

新闻延伸：
机动车礼让行人不是新生事物

在鹤山路正发宾馆门前 ，
一辆黑色轿车因未礼让行人 ，
被交警拦截 。

机动车提前让行 ，
礼让行人 。

司机——
—

希望让行时，行人能快速通过

行人在道路中心线等待、未进入机
动车A、B所在车道，机动车A、B未停车
让行的，属于违法行为，应当处罚。

即墨区交警大队指挥中心交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 。

值得注意的是，这名母亲站在
“礼让
行人、停车让行”的标语下，在马路中间
等待了近 5 分钟的时间，才找到无车的
时机，快速通过。其间，众多车辆飞啸而
过，比较惊险。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接下来的15
分钟里，4 拨行人均在马路中央等待较
长时间，此期间，只有3辆车主动停车让
行，但其他车道的车辆并未停车。

拦停车辆，先教育再处罚

行人越过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分
割线，进入上述位置，机动车 A、B 未停
车让行的，属于违法行为，
应当处罚。

行人——
—

消除了安全隐患，还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大家互相礼让，我们的交通就越来
越和谐，希望以后能把这个制度继续严格执
行下去。”
行人孙女士告诉记者：
“ 在横穿马路时，
遇到机动车礼让的行为，我个人感觉这是一
种非常有礼貌有修养的举动，这种情况下通
常会觉得受到尊重，很感动，自己也会快走两
步通过人行横道，以示礼貌，要是整个社会都
形成一种礼让的氛围，我觉得司机与行人的
关系会更加温馨与融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的车辆先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
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
机动车行经没
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
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有行人正在通
过道路，
应当避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行人通过路口或
者横过道路，
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
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
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通过没有交通
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
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
应当在确认安全

后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 90 条规定，对未停车让行的行
为，将被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50元处
罚。
记者注意到，最新修正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11年5月1
日起施行。
也就是说，
早在10年前，
机动车
应当礼让行人，就已经写在了法律之中。
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
遇
不论是否有人行横道或是交通信号灯，
到行人时，
都应该减速、避让、让行；而行
人，
也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
横道。

记者手记：
每个人心中都要有“抓拍设备”

互相礼让，能消除隐患，还能发扬传统美德
行人田先生告诉记者，他有一次过马路
的时候，看到自己面前三个车道的车都陆续
减速停车让行的时候，真的感到很暖心。这种
马路上的善意也让他感受到了青岛市民的良
好素质，以前没提倡礼让行人的时候，经常遇
到等好久都过不了马路的情况，心里是干着
急。而且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车速都比较快，
有些行人强行横穿马路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发
生意外，给公共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现在社会上都在提倡礼让行人了，我觉
得这是一种社会道德层面的整体提升，不仅

最近一段时间，即墨交警在严查机
动车未礼让行人的行为，让不少驾驶人
产生了“新规则”的感觉。对此，即墨交警
表示，这并不是“新生事物”
，除了法律早
有规定之外，机动车礼让行人，既是作为
公民应该尽到的守法义务，也是一名驾
驶员、一座城市素质的体现。
交警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机动车
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
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
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
时，
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

也会在无形之中拉近，社会也会更加文明。”
孙女士说，有时遇到不礼让行人的机动
车，确实会感觉比较苦恼，尤其是红绿灯时间
比较短的路口，来往车辆会疾驰而过，一辆接
着一辆，车辆驾驶速度较快，行人根本没有时
间通过，也不敢通过，
“ 前车司机不礼让也会
造成一定程度上后车司机效仿的行为，从而
使行人过马路成为‘麻烦事’，当然，行人也应
该遵守交通规则，不乱穿马路，从而形成一种
车让人，人让车，人让人的社会氛围，礼让行
人是美德，互相礼让是文明。”

两天的采访中，记者在多个人行横
道观察，既看到了行人和机动车驾驶员
互相礼让，互相致意的温暖时刻；也见到
了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宝妈站在马路中
央，等待近5分钟，无车肯停下让行的惊
心一幕。
通过随机采访市民和驾驶员，以及
从交警大队获悉的当前遵章率，大多数
的驾驶员已经有了礼让行人的意识，并
且正在这样做着；而行人，也会为他们停
车让行的驾驶员感到暖意浓浓。
当前，的确存在一些驾驶员不遵守

交通规则的行为。作为驾驶员，
应该具有
足够多的耐心，即使遇到乱穿马路的行
人，也应当做到停车让行，路经人行横
道，不管有没有行人正在通过，都应当提
前减速，
留出刹车距离，
维护道路交通安
全，危险驾驶害人害己，切忌路怒；作为
行人，
不能因为相比于机动车，作为弱势
群体，就打破规则，应当知晓何时该走，
何时不该走，
不能因自己的任性，让机动
车紧急刹车，造成后车追尾的隐患；
只有
先懂法，
才能更好地守法。
作为监管部门，
应当设置更多
“有温度”
的执法设施，
也应

扩大受众范围，
让
做好宣教、
普及等工作，
更多的市民充分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一辆车不礼让行人会有更多的车辆
效仿；同理，一辆车礼让，也会有更多的
车辆礼让。遇到不遵守规则的人，
不能效
仿，
自己应当有底线，
只有社会上越来越
多的人遵守规则，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
进步。
不论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都应
该在心中设置“抓拍”，只要社会上绝大
多数人都自觉遵守规则，真实的
“抓拍设
备”，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