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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谈

一个人的车站：
“高铁扒门”背后的软硬之争

▶“合肥女子阻拦高铁发车”一事，引起了舆论对该女子铺天盖地的讨伐，也有人质疑大家的炮口是否太集中于个人了。争论
还未散去，昨天，陕西宝鸡南站又发生一起“堵高铁车门”事件，一女子因与丈夫在车上吵架，女子在丈夫下车后拦在车厢门口，
最终在车站民警要求下下车，并未影响列车开行。
▶记得有篇网文说“华盛顿的地铁为我静等了 6 分钟”，日本曾经也有一座“一个人的车站”，都让人感觉很温暖。然而，
“人性
化”不是“藐视规则的挡箭牌，规则也不应该践踏人性化，
“高铁扒门”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但万炮齐轰之后，我们应该想想，让
公众在飞驰的高铁中彻底放下心来，还需要做哪些？

当爱情遇上规则
谁都不可能
生活在真空中

公共交通升级到高铁时代
应急处置不能停留在老节奏上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16:37 赶到检票口时，高铁因为
首席评论员 李长需
晚点开车时间是 16:52，还有 15
安徽合肥高铁“扒门事件” 分钟的时间才开车。他们没有
的罗老师道歉了，也被罚了款。 受到阻拦顺利通过了检票口，
而
万炮齐轰之下，不懂
“规则意识” 其丈夫却被拦了下来。如果如
的罗老师受到这样的惩罚，也算 其所言，在发生扒门的 5 分钟时
咎由自取，相关部门也算给力。 间内，安保人员电话通融一下让
似乎，这个事件也就到此为止 其丈夫 10 秒钟时间下来赶上列
了，没有再说的必要。
车。这种应急处置，或许比“扒
然而，再看看“扒门事件”
的 门”更温情更人性化。
视频，总觉得把所有的板子都打
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需要当
在罗老师身上，并以此作为结 机立断，要么人性化，要么采取
论，把铁路部门撇得一干二净， 强制措施，高铁的性质容不得拖
也说不过去。对铁路部门而言， 拖拉拉，因为时间不等人，出现
一件并不算大的小事件，
演变成 一个非正常情况，
如果不及时应
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似乎也脱 对，这个本来单一的、简单的非
不了干系。最起码，
他们的应急 正常情况就会转化成复杂的、
多
处置过程，
还是有问题的。
重的非正常情况。这也是要求
舆论的矛头更多地对准了 高铁要有健全的非正常应急处
罗老师的个人道德问题。其实， 置预案的重要原因。
在公共交通提速升级到地铁和
“扒门事件”
，虽然事情不算
高铁时代，各部门、各工种间紧 大，但正体现了相关人员应急处
密联系，既互相配合又相互制 置的不足，这才是让人真正担心
约，类似的“扒门事件”，已质变 的。以往，曾出现过多次高铁非
为一个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用法 正常事件，比如，去年七八月份
制法规的强制力来应对，
而非用 的北京西至深圳北 G79 高铁停
个人的道德修养来约束。
电事件、京沪高铁 G151 往上海
通过视频反观高铁“扒门事 方向在济南段停电等，
由于缺乏
件”，显然罗老师的行为存在危 应急预案，高铁内温度高达将近
害高铁安全隐患，是《铁路安全 40 摄氏度，导致车内混乱不堪，
管理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 矿泉水、食物脱销，数位乘客虚
中相关条例所禁止的行为，
完全 脱，甚至出现了有乘客想强行砸
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带离并进行后 开车门等危险行为，
这些事件和
续的罚款、
行政拘留等措施。但 “扒门事件”一样，
都是响亮的警
我们看到的却是高铁安保人员在 告信。
阻止该女子扒门的行为时，除了
诸多的警告信号，
不一定是
简单的推攘、
拉扯、
拖动，
以及后 坏事，铁路部门应多在应急预案
面安保员只是揣着双手用嘴警告 与应急处置上下功夫。如果依旧
外，
没有让公众看到强硬、
有效且 秉承普铁公交时代的思维惯性，
有安全感的解决手段，这显然是 不能跟上高铁时代升级了的安全
应急处置失当。如果当时应急 要求，应急处置还停留在老节奏
处置得力，
也不会有后来的轩然 上，
则类似的事件难免不会重演。
大波了。
万炮齐轰一个不讲规则的
安保人员之所以不敢采取 女教师容易，
让公众在飞驰的高
强制措施，是否还有其他隐情。 铁中彻底放下心来，
需要更多的
比如像罗老师所说那样，他们 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评论员 王姝
伴随女子罗某扒阻高铁列车车
门一事走红网络，除了谴责其藐视
规则，
不少网友表示从中见证了
“爱
情”
。有人认为，
这位为了丈夫赶上
车坚持扒高铁车门，不惜与工作人
员发生争执的女子也许不是一个好
公民，
但一定是个好老婆。
同样是上火车，想起意大利电
影《美丽人生》中的一个桥段：圭多
和儿子因犹太人身份被纳粹逮捕，
他的妻子，
没有犹太血统的多拉，
为
陪伴丈夫和儿子，也主动登上通往
犹太集中营的火车。在集中营，圭
多一边想方设法向多拉报平安，一
边骗儿子这只是一场游戏，需要遵
守规则才能通过。最终，圭多为救
儿子被枪杀，
孩子最终被解救，
与安
全出狱的母亲团聚。
这个故事充满人们为爱与大环
境的抗争，但是这种抗争是为了追
求个人应有的生命权、自由权。而
罗某的“抗争”，只是为了丈夫或者
自己的方便，
相比之下格局小多了。
再说爱情电影《泰坦尼克》的经
典片段，
在大船沉没后，
杰克将罗丝
推上一块漂浮木板，自己在冰冷的
海水中冻僵。罗丝信守对杰克许下
的诺言，勇敢地活了下去。这个桥
段赚取无数眼泪，正是基于人们对
爱情的感动。值得注意的是，杰克
和罗丝在沉船时，多次共同救助其
他人，正是这些经历升华了他们的
爱情。
反观这位罗女士，等待老公是
个人的事，
但在高铁大环境下，
演变
成了拉着整车的人陪她一起等。按
正常逻辑，她可以选择下车和丈夫
一起改签，
或者带孩子先走，
让丈夫
单独改签。然而她坚持阻拦高铁门
关闭，
导致列车晚点发车。
从罗女士后来发表声明来看，
这次出行并不是很紧急，而其始终
耿耿于怀的，是工作人员没有网开
一面：
“ 从头到尾，他们总共拉我 5
分钟，但就是不打电话给楼上工作
人员，把我老公放下来。如果当时
沟通好了，10 秒钟就解决了，根本
不影响动车的开车。
”
也许罗女士没有想到，在有限
的轨道资源中，
一趟车延误，
有可能
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其他线路出行，
影响更多工作人员和乘客。
为个人利益侵犯他人权益，也
破坏了公共秩序，为此付出代价也
不足为奇：
除了依据《铁路安全管理
条例》被公安机关责令认错改正和
2000 元罚款外，还被任职学校停职
检查，
事业遭遇危机。
当爱情遇到规则，谁都不可能
生活在真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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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铁扒门教师”比
我们更应该关注
“冰花男孩”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评论员 赵丹
数九寒天，两个人火遍中国教育
圈：
一个是冒严寒步行上学的
“冰花男
孩”
，一个是
“高铁扒门”
的女教师。前
者火得让人温暖，
后者火得让人无语。
无视社会秩序强行
“高铁扒门”
让
一车乘客等自己老公，被处罚后仍然
意识不到公共利益高于个人私利，主
角居然是位教书育人获奖无数的教
师，
这不禁让网友震惊诧异。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阻碍高铁
发车会危害公共安全，
乘客们的时间、
生命安全以及整条线路的运转都会受
到影响，所以，当新闻一出来，网友就
炸开了锅，舆论几乎一边倒。当地教
育部门面对舆论压力对其作出停职检
查的处理，
其一再推脱责任，
更是引得
无数网友一头“黑人问号脸”：这居然
是位教书育人的教师？这是怎样的行
为示范？行为和身份不符吧？甚至有
网友对其身份和行为的反差表示担
忧，
这样的老师会教出怎样的学生？
这样的“道德大棒”不无道理，但
谁都不是圣人，人身攻击也不是道德
的目的地。
这几天，和这位教师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另一个教育圈的名人——被网
友誉为
“冰花男孩”
的云南鲁甸县转山
包小学学生王富满。小富满的父母在
外务工，家离学校 4.5 公里，上学要走
一个多小时。当天气温零下 9℃，小
富满走路上学，头发结成“冰花”。对
于这个正能量的孩子，网友们纷纷喊
心疼。
两个教育圈的名人，女教师“火”
得口诛笔伐，而小男孩“火”得让人温
暖。
很多网友看视频时还注意到一个
细节，
当当事女乘客和高铁工作人员你
一句我一句反复搅缠之际，
女乘客的孩
子显得无所适从，
一会上车一会下车，
完全不知所措，
不禁担忧，
这又会给孩
子造成什么样的印象呢？
目前，当事女教师主动到当地车
站派出所承认错误，
其行为涉嫌
“非法
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扰乱了铁
路车站、列车正常秩序，违反了《铁路
安全管理条例》第 77 条规定，依据该
条例第 95 条规定，公安机关责令其认
错改正，
处以 2000 元罚款。
漠视社会规则自私自利的人总有
一天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女教师已
经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了，别再盯着她
的教师身份不放了，
相反，
还有很多的
“冰花男孩”
需要我们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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