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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道路安全欧洲考察纪实

德国： 铁血之城对待儿童
的温柔之心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看一个
社会的文明程度，第一便是看它
怎么对待孩子。

被称为“德意志之心” 的柏
林， 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写照———
这座历经铁血洗礼与战火沧桑的
城市，对待儿童竟是分外的温柔。

“人们往往将交通事故归结
于疏忽 、 意外和坏运气 。 ”
DEKRA 德凯的 Helmut Enk 先
生认为，“事实上， 这是由习惯、
意识、规则、制度等一系列的因
素而导致。 例如一起大客车撞骑
自行车的儿童的事故， 调查发
现， 客车司机的视角有盲区，所
以我们着手对大客车安装 5 个
后视镜，对的，是 5 个，并对角度
逐一进行调试。 ”作为世界知名
的第三方专业检测认证机构，
DEKRA 德凯致力于安全逾 90
年，1925 年在德国柏林成立机动
车监督协会，在其努力下，研发了
一套大客车的拐弯辅助系统，他
说：“目前是自愿， 鼓励大家自行
安装，1千欧元左右，预计 2020年
会立法， 让所有的大客车都能装
上，以便杜绝同类事故的发生。 ”

德国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公
路不限速的国家，8000 万人口
6000 万台车， 然而从 1991 年开
始，一直到 2018 年，德国的儿童
安全事故死亡率就一直呈直线
下降，降幅高达 2/3！

德国道路安全委员会的 Kay
Schulte 先生告诉记者：“有多种
原因， 例如汽车安全性能的完
善、道路基础设施提高等，但毫
无疑问，全社会对儿童道路安全
的重视，是最主要因素。 ”

而这其中， 最值得浓墨重彩
提到的， 是始建于 20 世纪初，现
在已经遍布全德各地的“青少年

交通学校”，总数竟然达到 800 多
所。以柏林为例：第一家青少年交
通学校建于 1957年，目前全市 12
个区共有 25个交通学校，2018年
有 28万人次接受教育。

这些交通学校均有政府的
直接支持。 2016 年开始，国家以
立法的形式， 要求将交通安全
列入到学校教育课程中， 法律
规定， 每个区必须有义务协助
交通学校运营， 经费来自财政
拨款。

这些交通学校设有模拟练
习场，一般的的建设面积基本在
3000 -9000 平 方 米 。 柏 林
Marzahn-Hellersdorf 区青少年交
通学校的 Bernd Schnitz 先生介
绍：“我们的授课内容包括理论
知识如交通标识，交规、优先路
权、上下学路上的安全、残疾人
出行等，而实践课程包括教单手
转弯，练习如何通过肩部看到视
野，转弯要向前看，预判练习，躲
避盲区等。 ”

交通学校会与警察、 学校、
社会组织一起充分协作开展教
学，而所有的幼儿园和小学也都
会邀请有关社会组织或者当地
的警察到学校里开展儿童道路
安全的教育活动。

“骑自行车必须考‘驾照’”，
交通安全警察 Zimmermann 先
生笑称：“三四年级以后的孩子
骑自行车，需要在指定路线内完
成指定动作，路考取得证书后才
可以骑行上路。 一般理论课 45~
90 分钟不等， 实践课是 90 分
钟，考试时每个孩子完成 3 到 4
分钟的指定路线，10 分钟的自
由路线。 ”

或许， 正是这样的一个个
细节， 才打造出德国这个汽车
王国里的儿童安全保护奇迹。
德意志严谨、精密、一丝不苟的
民族精神， 在其中沉默而执着
地闪耀。

瑞典： 零伤亡愿景背后的
完美主义情怀

“Vision Zero”零伤亡愿景诞
生于 1994 年， 这一理念大胆而
坚决地提出：“没有人应该在交
通事故中受伤或者死亡。 ”

而更加没有人想到， 短短 3
年后，瑞典就以国家的姿态予以
响应：1997 年， 瑞典议会通过道
路安全法案，将零伤亡愿景写入
瑞典法律。 现今，瑞典已经成为
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率最低的
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连同科研机
构、社会组织、企业共同采取措
施，希望实现交通事故零伤亡。

瑞典交通管理局的 Kenneth
Svensson 先生认为：“道路使用者
永远都是会犯错的，我们的关注
点要从道路的使用者回到系统
的设计者。 ”与传统观念从人的
因素上入手不同的是，瑞典提出
要更多地优化交通系统、规划道
路设计、提高汽车技术等层面来
降低交通事故的伤亡率。

“例如， 道路增加环岛有利
于降低车速，降低撞击率，尽管
环岛并不见得会降低事故率，但
会降低人的伤亡率，因为人本能
上驶入环岛会减速，一般发生的
也只是一个小的撞击车擦伤但
人没事。 ”

甚至，在研究发现公交车停
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后， 瑞典提
出：将道路变窄！ 就是要让公交
车占满车道！ 这样后续车辆全部
无法通行， 必须减速或者停车，
以保证乘客下车的安全。

在外界看来，这是一种完全
不考虑效率，甚至有些极端的方
式， 但在瑞典， 却被欣然接受，
这，或许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完
美主义情结所致？

而不管是在瑞典，还是德国
的沃尔夫斯堡市， 记者都能看
到，社工组织在儿童道路安全项
目上的活跃参与，“儿童拥有参
与和他们有关的所有事务的权
利”， 这已经成为了有关政府部
门和社工组织的工作目标，包括

鼓励儿童、 青少年通过讨论、模
型搭建、投票等多种形式在安全
出行、公共游乐设施建设等各项
议题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培养参
与公共事务的意识。

沃尔夫斯堡市儿童和青年
办公室的 Bianca Liegner 女士告
诉记者：“针对孩子们在城市里
出行的权利，我们会通过寓教于
乐的方式， 带孩子们一起来规
划， 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建议。
比如：有没有给孩子骑的自行车
道，如果路上有障碍的话，怎么
去改变它。 ”

这样的参与， 并非形式，市
政交通部门往往“从善如流”，例
如，当地会根据孩子们上下学的
时间，去调整公交车（短途穿行）
发车的停靠站，如果孩子住的地
方离学校超过 5 公里，会给他免
票。 一开始 16 岁以下的孩子才
能免票， 后来通过孩子们的争
取，“从今年开始，16 岁以上的青
少年也可以得到优惠了”。

中国： 儿童道路安全亟待
全社会重视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显示， 道路交通伤害， 一直是 5
岁以上儿童的四大死因之一。 而
在中国， 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在
0-17 岁的儿童死因中，道路交通
伤害一直高居第二。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早在
2005 年，即与同济大学、吉林大
学合作“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研究
项目”，随后，又连续 5 年支持拍
摄《大众安全路》电视宣传片，致
力于道路安全的常识推广。

“德国有很多好的经验可
以分享，而我们的焦虑是，自己
做得还远远不够。 ”大众汽车集
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部高级
总监殷进坦言， 随着中国汽车
保有量的飞速增长， 儿童的道
路安全问题急需全社会予以高
度关注。

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官方的
重视，2014 年， 公安部就曾联合
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开展儿童

交通安全主题活动，呼吁全社会
关注儿童乘车安全。

“首先应当呼吁立法。 ”交通
领域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乘
车安全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可将
儿童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可能性
降低 70%。 ”

据了解，很多发达国家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集中对儿童
座椅问题进行立法。 目前，美国、
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荷
兰、 瑞典等全球 53 个国家具有
儿童约束装置法律，并对坐于前
座的儿童年龄或身高作出限制。
其中， 瑞典 1982 年就有法律规
定，7 岁以下儿童乘车时车上应
备有保护儿童安全的装置，到目
前为止，这种安全装置使用率已
达到 95%。

“其次，应当借鉴德国的做
法，将道路安全教育普及到家长
和儿童中间，从娃娃抓起，从小
建立起安全行为和习惯。 ”上述
专家认为，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
单独设立交通安全学校不太容
易，但与社工组织联合，融入居
民社区则大有可为。

2015 年，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开始就此进行尝试，携手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先后在北京、
天津、成都等地建设国内首批以
社区为基础的儿童道路安全体
验中心，以宣传展示、互动体验
和沙龙培训的形式向儿童及家
长、老师和社区普及儿童道路安
全知识，目前已有 13 家。 另外，
作为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
汽车集团（中国）已连续三年举
办公益组织海外访学，通过“授
人以渔”的方式，为公益组织和
从业人员赋能，从而促进公益项
目的有效实施。

在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部高级总监殷进看
来：“公益组织基层人才是公益
项目有效实施的关键，我们希望
通过对公益组织和从业人员赋
能，使得公益项目产生最大的社
会影响力，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 （侯剑）

2018 年，全球超过 18 万名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可谓车祸猛
于虎。 而中国正是深受其害的国度，当年一共死伤超过 1.8 万人———
这一数字，是欧洲的 2.5 倍，美国的 2.6 倍。

如何保护儿童道路安全？ 欧美国家有哪些成熟的经验可供汲取？ 零
伤亡的愿景可以在中国实现吗？ 6月中旬，在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致行公
益基金的支持下，15名来自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的公益组织
代表，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欧洲深度访学。 围绕儿童道路安全议题，与当
地政府部门、协会、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机构展开探讨与交流。

访学团拜访德国沃尔夫斯堡儿童友好城市办公室

德国柏林道路安全教育警察实地进行安全出行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