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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人 看 过 电 影 《流 浪 地
球》，里面一句旁白被广泛地刷
屏，那就是“北京市第三区交通委
提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可惜
一些人只把它看成是玩笑，并没有
入脑入心，导致伤害事故连连。

行车规范是每个驾驶员都需要
做的事情，最起码的就是上车系安
全带，他们知道，驾驶途中不系安
全带不仅会被罚款，而且要被扣
分，所以绝大多数驾驶员已经养成
了上车系安全带的习惯。但是，后
排乘客不系安全带是个普遍的现
象，甚至包括司机，坐到后排当乘
客时也大多不系。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是安全意
识缺乏。有的人以为，即使发生事
故，有前排座椅挡着，最多撞到前
排座椅。殊不知，事故的方式是不
同的，前挡撞击、后尾撞击、侧面

撞击，冲击力方向是不同的，不系
安全带可能会被甩出车窗。还有的
人认为，普通公路行驶速度不快，
应该没事。实验数据显示，撞击事
故时车速只有 40公里/小时，碰撞
瞬间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从6米的
高度垂直落到水泥地面。其次是监
管不够。前排系安全带已是习惯和
安全的潜意识，毕竟谁都怕被罚款
扣分，但后排不系安全带电子警察
监控不到，即使现场查到过去的做
法也是不罚款不扣分，造成很多人的
误解，以为后排可以不系安全带。再
次是汽车厂方设计有缺陷，前排不
系安全带会有报警音提示，后排却
没有，这是需要完善的地方。

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危害，
有科学实验，有事故血的教训。那
么，看了今天这个深度报道，你还
敢坐后排不系安全带吗？

（李国民）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后排须系安全带，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中有明文规定，可惜
了解的人不多。

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道路
交通安全法》 第 51 条规定：“机动
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
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乘坐人员违
反此规定的，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 89 条给予罚款 50 元的处罚。

同时，我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48 条也规定，机动车在高速
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乘车人在装
有安全带的座位就坐时，应当使用
安全带。乘坐人员违反此规定的，也
给予罚款 50 元的处罚。

另外，对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的，因道路性质不同，处罚也不
同。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驶
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处罚款
50 元、记 2 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的，处罚款 200 元、记 2 分；在高

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
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
带的，处罚款 50 元。

后排乘客由于未系安全带，一
旦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责任承
担上会有“讲究”。

有交警告诉记者，驾驶员因自
身原因造成车辆事故，以及车上乘
客伤亡，理应对乘客因事故而遭受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乘客
乘车时未按 《道路交通安全法》 要
求系安全带，增加了自身的危险，
客观上也造成了自身损害后果的发
生，因此也存在一定过错。

《侵权责任法》 中有规定，被
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驾驶
员的赔偿责任一定程度上会减轻，

一般是机动车一方承担主要责任，
乘客承担次要责任。所以，在乘坐
出租车、网约车等营运车辆时，一
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

“目前我们对驾驶员不系安全
带是处罚的，乘客以教育引导为
主。等到 11 月 10 日起，乘客不系
安全带也要进行处罚了。”有高速
交警告诉记者，他们目前的主要任
务就是要让大家认识到后排安全带
的重要性及相应的法律法规，提高
后排安全带使用率。

在这其中，科普宣传很重要。
上个月，我省各地高速交警采取问
卷 调 查 、 制 作 典 型 案 例 、“ 十 三
字”要诀等宣传资料，通过高速公
路服务区、高速主线可变情报板、
收费站、客运站、车管所、学校等

主要阵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安全带宣
传活动，提醒广大司乘人员。

当然，仅仅靠科普宣传是不够
的，相应的查处力度与手段要跟
上。如果是老司机肯定知道，早些
年虽然明确规定上高速要系安全
带，但那时视频监控技术落后，主
要靠人工现场查处。但人工现场查
处的弊端很明显，不可能天天在
场、24 小时在线，所以大家心存
侥幸、有恃无恐，普通道路同样如
此。

后来，随着技术进步，监控能
清晰拍下前排未系安全带违法行
为，驾驶员包括副驾驶座乘客就自
觉系好安全带了。

对于后排未系安全带行为，目
前电子警察还无法直接监控到，这
不仅需要加大人工查处的力度，还
要从科技上想办法。还有，仅 50
元的处罚，威慑力有限，也是有待
突破的难题。

法律有明文规定但知之者甚少法律有明文规定但知之者甚少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各地
正在严查后排不系安全带行为。

10 月 10 日起，浙江高速交警
对乘客未系安全带违法行为采取
严查措施。一旦发现乘客在高速公
路上未系安全带，将进行教育或罚
款 5 元至 50 元，对驾驶员在高速公
路上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采取
罚款 200 元、记 2 分的处罚措施。

高速交警介绍，从 10 月 10 日
起至 11 月 9 日，交警将按照教育
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驾驶员
不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一律进行
处罚，对乘客不系安全带的违法
行为以教育为主。而从 11 月 10 日
起，全省交警将加大未系安全带
违法行为现场处罚和曝光力度，
对乘客未系安全带违法行为也一
律进行处罚。

今年 7 月起，广州交警在当
地高速公路上开展重点交通违法
整治。截至 9 月 15 日，查处的车
辆中，未系安全带 （包括副驾驶
座、后排等） 占了 99.7%，其中
小 型 汽 车 未 系 安 全 带 占 81.4% 。
值得注意的是，小型汽车乘客未
系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占小型汽
车查处总数的 99.8%。集中反映
出乘客特别是小型汽车乘客系安
全带意识淡薄的问题。

据悉，7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
广州辖区高速公路发生的交通事
故已导致 14 人死亡。其中，机动
车驾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因未系
安全带 （包括后排座位） 而致死
的为 8 人，占机动车事故所有形
态死亡总量的 57%。

（王晓峰）

各地严查后排不系安全带行为

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很普遍，血的
教训告诉我们——

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开车一定要系安全带，这样安全才能多份保障。如
今，很多驾驶员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上车就系安全带。但是，后排安
全带的使用率仍然“惨不忍睹”。后排未系安全带有多可怕？一旦发生激烈碰
撞事故，会使前排乘客和驾驶员死亡概率增加5倍。

10月10日起，我省高速交警开始严查后排未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但从
目前查处结果来看，情况堪忧。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董力军 黄远

10 月 10 日中午，高速交警宁
波支队一大队在宁海南高速出口严
查司乘人员未系安全带违法行为。
前后检查 24 辆小车，发现车辆驾
驶员及副驾驶座乘客均系好了安全
带。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排
安全带的使用情况：4 辆小车后排
有乘客，但无一人系安全带。

如果说一天的情况无法说明问
题，那么第二天的检查结果又加了
一个“砝码”。10 月 11 日上午，高
速交警分别在宁海服务区和宁海高
速出口对乘客系安全带的情况进行
检查。他们检查了 35 辆小车，发
现所有车辆驾驶员系了安全带。其
中，21 辆小车有乘客，但乘客全
部系安全带的只有 5 辆，特别是后
排未系安全带的极为普遍。其他高
速交警大队在检查时也碰到了类似

的问题——绝大多数车辆后排乘客
缺乏系安全带的意识。

这样的案例可谓数不胜数。比
如，今年 4 月 30 日下午，一辆小车
在 G15 沈海高速往台州方向 1565
公里处碰撞护栏。撞击挺猛烈的，
驾驶员因为系了安全带，有惊无
险。不过，后排的女乘客就遭殃
了，当时她未系安全带，手里还抱
着一个孩子。事故中，她感觉整个
人“飞”了起来，为了保护小孩，
她下意识地用手去寻找支撑物，结
果与前排座椅发生碰撞，骨折了。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今年 3 月
13 日，在 G1513 温丽高速石溪 隧

道内，一辆灰色面包车以极快的
速度直接撞击了隧道紧急停车带
挡墙。事故发生后，男子抱着从
车内被甩出的重伤未婚妻乘警车
赶往医院。途中他哽咽着，一边
呼 唤 未 婚 妻 的 名 字 ， 一 边 唱 着

《往后余生》 鼓励她坚持下去。在
赶往医院的路上，交警得知驾驶
员和女伤者是一对马上就要结婚
的年轻人，女子还怀有身孕，当
天就是到丽水办理结婚证的，没
想到从温州赶往丽水的路上发生
了事故。在这起事故中，驾驶员陈
某与其坐在后排的父亲因系上了安
全带只是骨折，并未受到严重伤

害。而其未婚妻卢某因未系安全
带，在碰撞中撞破了前挡风玻璃被
甩出车窗，造成脑部受伤，并遗憾
地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无论前排还是后排，都要系安
全带。只有对比，才能看出它的重
要性！今年 5 月 8 日晚上 9 时许，
高速交警宁波支队五大队指挥中心
接到求救电话，对方称车子翻倒在
高速匝道上，3 人被困。事故车辆
是一辆宝马车，仰“躺”在高速公
路分流鼻的岛头内，被两侧的护栏
包裹得严严实实。原因是司机疲劳
驾驶，与防撞水马发生碰撞。“事
故很严重，连水马都给撞成碎片
了，车辆还翻了个身。还好，车内
3 人都死里逃生了，因为他们系了
安全带，后排的也系了。”事后，
高速交警这样感叹。

后排系安全带者寥寥无几后排系安全带者寥寥无几

前排后排，安全带都是生命
带，为何后排系者寥寥无几？

记者采访发现，主要在于认知
错误或者安全意识淡薄。不少人以
为，系安全带是前排的事，和后排
无关，因为后排相对比较安全。而
且交警要查也是查前排的，监控要
拍也拍不到后排。

还有不少老司机这样认为，系
安全带，那是上高速的事。地方道
路上不用系，因为车速不快，出不
了大的事故，更不用说相对安全的
后排了。此外，还有不少人嫌麻
烦，觉得系上不舒服，甚至还有不
会正确使用安全带的。

从这些原因中可以看出，很多
人以为，后排相对安全，就是不系
安全带也出不了大事。那么事实是
否真的如此呢？显然，很多人在这
方面的认知是错的。

清华大学汽车碰撞试验室做过
一项实验，现场演示了不正确使用安
全带给驾驶员和乘车者造成的严重
伤害和后果。实验结果表明：低速行
驶时不使用安全带也可导致重伤。

据悉，不系安全带是导致道路

交通死亡事故的第三大原因，仅次
于超速行驶和酒后驾驶。有调查显
示，在一次可能导致死亡的车祸中，
车内系安全带的人员生还的概率可
提高 60%：当发生正面撞车时，车内
系安全带的人员可减少 57%的死亡
率；侧面撞车可减少 44%的死亡率；
翻车时可减少 80%的死亡率。

还有数据显示，在事故中，后
排不系安全带的人，有 35%会受到
致命伤害。就算遇到撞击事故时车

速只有 40 公里/小时，在碰撞瞬间
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从 6 米的高度
垂直落到水泥地面。所以，后排乘
客使用且正确使用安全带是最有效
的保命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后排不系安全
带，也会影响到前排司乘人员的安
危。有研究表明，如果后排乘客没
系安全带，一旦发生激烈碰撞事
故，后排乘客不但自身难保，甚至
会对前排座位上的乘客和司机形成
极大的冲击力，使前排乘客和司机
的死亡概率增加 5 倍。这就提醒人
们，上车系不系安全带关系到一车
人的安危。

后排不系安全带会影响一车人后排不系安全带会影响一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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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发现，副驾驶座乘客也有未系安全带情况。（陈佳华 王晓峰 摄）

高速交警正在检查后排安全带的使用情况。

韩立萍 制图

后排后排不系不系安安全带全带
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很很严重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