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责编/楼世宇 董富勇 审读/胡红亚 美编/许明 照排/章译文

第三眼 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 广告

!"#$
!!"#$%&'()*+,*+-++(.

%&'(
!)*+,-./0120345
!"#$%&'()*++,*-.)

6789
!:;0<=0>?@A!"#$%#&!
!/01234567*,8+(+9+

BCDE

FGHI
JKL<FM

/0123-'.456789'*
:7;< =***>-?@ABC8
9'':DEFGH89IJA
K7LMNOD'(+*P=,-+))

!"#$
!"
#$ !"##$$$%

/0QRST#!"##U
V;<WX7YZ[\]
^7N_N`abcdD
!"#$%#%&"'&()*

!"#$

!NOefg^hWiAjkl
mnWiopqr7ops&
tuvwxy-**'*,-'.*7z{|}
x~!"~u -#-**-$%&'(
!PQRS&)*+mn,U-
./kl0^/.pqr7.
ps&~u"v+**1'.')v*'(=
+'27.p34s&56v~')*
+.(+(-P778%&'(D
!TUV9:#;<=>?@A
BJmnkCqD7Es((*-
*+*',+.=,7%&'(D
!TUFGHI^J%KLAj
klmnkCqD7%&'(

!WX,UzMNTOPQop
qr7opsuy5u)*,,+=**7
z{|}5RS5R 2~RwS"Tuy
*='$7UVWsx5"T,+(,(.=
%&'(D
!TUXYZ3Ajklmn[
\]L./p7̂ _s`av
,Pv)'O0^/.pbac/
.p7.psdef+-(*'*'*
.('-*')****P..g+-(*'*'*-*
)-*')*****==g+-(*'*'*(*--
*')***(+-.g+-(*'*'*(*(-*'
)****(('g+-(*'*'*(*'-*')*
**(.=)7%&'(D
!YZmnhijk<9LST
AjklSlOhimnop
bTq7Tq$r((*-'='(P*
Tqsr**-=*-)*7st(==(
*.*u7%&'(
!TUVvwxyz{|}Aj
klmnkC'D7%&'(
![\V~!j"#$;mn]
MCqD7%&'(

%&'()*+,
If%&;<'()

*(WX7+,3P-.
O/01237456L
^5#77897|:;
I7<6A=Z>7p?k
@A|:7;<B|AC
DqJ7EDqJ7YZ\
]^)FJGk7H]I
JKLM`!#!#N$O7W
XPQRS7T/UVD
+,-!"&$"'..%'$/)*

0123456789:
;<=1>?@ABCDE
7;FGHIJKLMNO
P#QRSTU4>VWSX
YZ>[\]̂&_`Qabcd
efghi=j !PPKk
!$]KklBCDmnop
qrXstuvmnoi
-./0122334567

738694:5247

%&'()*+, -./0 12+,
456789:;<12>?
@Ewxjyz{|}~!>
FG"#$%D&'()k*
Gy+Kl,Ln()i=
j-!P$K-.mnk&&K/
&#!K$%Dmnk0123
45J!st/L6m78
9:ghH;<=>\R
34 56789:;<=6=:>
=?<67><==:>=><:>?7:?:6

AklWXYZ7[\
]^_`'***aubcde
f(**aubcd7ghAi
jZG%]0e^klD

78km
01?@ABCD=E

@ABC
no-*-*N-O-+p

WXqYS7r[\]^_
s,,Pauef(,Pau7
tuEkmDvMbwx
kmypz.PpB{|_
kl}~vM!o"#.D
01FGHIJKLMN

CD=E

@ABC

;<=>?@ABCDEFGH
$>]0%&'()x#

00*7+q"q,L$r&
!"##$"%&'("()*!+#,-7tr
./0123`&'45f@
$AjklDI^6/`Aj
klD7$>]0%8AAB
M9:;}OvMvM7<`=
$>]0%AB>?#D

OPQ-RST

!]^@LAAjklmnaP
zMB$~u w~"-NTOPQ
opqr7ops*.+)~-PP*+
z{|}!~uTC '+* +*'')
UVWs$wtT*-*-P., -*S!
,+ $wt2*-,==+g$wtT*-P
',,- -*S!,+ $wt2*-)-==g
$wtT*-=(),. -*S!,+ $wt
2*-)(,+g$wtT*-)P'(. -*
S!,+ $wt2*-,+)(g$wtT*
(,=(.) -*S!,+ $wt2*-,==,g
$wtT*.+-P++ -*S!,+ $wt2
*-)(,=g$wtT*P*,)=* -*S!
,+ $wt2*-)-='g$wtT*P)(
.-' -*S!,+ $wt2*-)-.'g
$wST-P--+)+ -*S!,+
$wt2*-)-.-g$wST-+')+()
-*S!,+ $wt2*-,+).%&'(

IJGHK !"#$1$&"$'!!$ #($$))"*&)"L
!"#$%&'()*%+,-)*./012301456789:;<=>

记者采访了市公路与运输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在
宁波无论是客运场站进出站，还是
乘坐公交、地铁、出租车，乘客都须
出示健康码或甬行证，管理人员和
司机有权拒绝红黄码或无法出示
相关证明的乘客上车。

如果有任何疑义，乘客都可以
拨打12345或12328进行反馈，相
关部门会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对
于司机担心的“被投诉拒载”问

题，这位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在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拒绝相关乘
客上车，是为了保护更多乘客的
利益，对此，管理部门在调查核实
后，会公正客观地处理问题，也请
乘客能够理解配合。

2月26日，这位发帖网友发表
留言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还是坚持
认为司机遇到问题没有解决，却反
而（用报警的方式）把事态扩大化，
是不妥当的。

投诉公交司机“拒载”，还惊动民警
乘客论坛上发帖:只不过手机没电无法出示健康码
但评论区几乎一边倒

网友“菩提本无树@wechat”在宁波一论坛上说了这么件事：
25日早上，其母突发急症，打120以后，医院表示问题不大的话，可自行前往，于是一家三口选择乘坐公交。但由于匆

忙，手机没电了，无法出示健康码，司机态度很坚决：不出示健康码不能乘车！双方僵持不下，最终车上乘客支持司机报警求
助。民警赶到现场后，三人最终选择了乘出租车。

该网友称公交车司机态度不
好，缺乏服务意识，还报了警，把事
情扩大化了，其做法有些不妥，希
望网友评评理。不过，帖子发出
后，绝大多数网友站在了司机一
边，认为司机不允许没有健康码的
乘客上车，是尽心尽责的表现，这
是为大多数乘客考虑。

随后，这趟公交所在的宁波
东方巴士公司发表官方回复：根
据当事人所述，通过视频监控回

看，驾驶员无言语奚落、无态度恶
劣，更无辱骂，并反复陈述这是市
政府的规定，在投诉人表明“那我
不下车了”之后，通过报警处置，
处置得当；其间，投诉人多次以

“你这个驾驶员一点公德心都没
有”数落，驾驶员仍未还口，并多
次重复这是市政府规定，已尽职
尽责。也请市民在疫情防控期
间，主动出示健康码（甬行码）绿
码或甬行证，配合查验。

对于健康码这件事，记者采
访了部分一线防控人员和公交、
出租车司机。海曙运管一位在汽
车南站执勤的队员表示，目前宁
波的交通场站都要求旅客凭健康
码“绿码”或甬行证进站，对于黄
码或者红码旅客，则不能进站乘
车，“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也会碰
到没有手机也无法提供纸质凭证
的旅客。”他说，一般碰到这种情
况，他们可以请驻站公安民警协
助核实，只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就可以，通过后也能进站，不过需
要提醒的是，这类旅客到达目的
地出站后，可能也会有麻烦，所以
乘车最好带上智能手机，会比较
方便一点。

一位公交司机表示，目前乘
客乘车是需要提供“绿码”或甬行
证的，对于红黄码或无法提供的
乘客，都会劝其下车，“一般乘客
都是比较配合的。再说，车上还
有其他乘客，如果我让他上车了，
多数人也会有意见……”

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乘坐
出租车也有相同的规定，在一
些交通场站，比如机场，出租车
排队区有专人管理，上车乘客
都需要出示健康码，不过对于
路边扬招的乘客，有些司机不
会看得很仔细，毕竟眼下生意
难做……“而且，如果不让乘客
坐，说不定还会被投诉拒载，挺
麻烦的。”

对于健康码，宁波交通行业领域目前这样做

对于这样的回复，网友的评论
几乎一边倒，有网友甚至要给司机
写“表扬信”。

@mmbxyj：太过分了，哪路
公交车，司机工号是多少，叫什么
名字？都这种时候了还做这样的
事情，必须给他写封表扬信。

@julier@qq：赶紧公布下司
机工号，让各大电视台、报纸去报
道吧，这不就是对“守土有责、守土
担责”的最好践行？

@凑凑热闹@qq：不写这个司
机的地址及相关信息，我都不知道
怎么写表扬信给他。

还有一些网友在支持司机的
同时，语言相对中肯，比如@阿里
西瓜@qq：家人有急病，我对你们
表示同情。大家多一份理解。以
后谨记，遇事不要慌，冷静沉着想
办法，换个角度考虑问题，或许能
更快解决问题。

评论区一边倒，网友说要给司机写“表扬信”

乘客称司机缺乏服务意识 管理部门：
司机有权拒绝红黄码或
无法提供健康码的乘客上车

记者仔细看了这位网友的帖
子，感觉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不
通情理的人，可能是由于当时事情
紧急，更多地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
考虑问题。在当时情况下，选择不
上车，其实也是对多数人的尊重，毕
竟自己的困难还是尽量自己克服。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情况

下，司机的做法无可厚非，这是一种
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必须点赞！

事后，公交或者管理部门是否
也可以思考一下：碰到类似情况，还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健康码还
有没有可以优化提升的地方，让群
众用起来更方便？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彭瑜

记者观点记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