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子头”是剪子
巷开设的评谈说理栏
目，互动方式有三种：
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
头”织围脖；话题投
稿 ：q l w b j z x @
1 6 3 . c o m ；Q Q 群 ：
107866225。

@钟倩 谁说过安装的
护栏就不能拆除了？拆除 BRT

公交护栏，是一种大胆尝试，
也是城市管理上的灵活举措。
省出一定空间来缓解交通拥
堵难题，何乐而不为呢？

@刘丽 A 建和拆都是
为了缓解济南交通拥堵的举
措，各种尝试也是必须的。

@孙建文 运行 BRT，对
于省城来说也是一次前所未
有的尝试。经过几年的运行，
对设计中一些不完善、不符合
实际的环节进行修正很有必
要。

@张庆金 对于不算拥
堵的街道，拆除 BRT 护栏就
不明智。但对于拥挤的街道，
这次大胆的尝试就是种突破，
一切在实践中慢慢找出答案。

@李瑞章 就 BRT 的多
数路段而言，设置隔离护栏是
必须的。但在个别路段和个别
位置，是设是撤，应根据具体
情况而定。根据具体情况和试
验情况来作调整，肯定会比主
观想像和闭门预测效果要好，
所以，试验性举措是不错的做
法。

@马阳阳 我认为早该
拆了，本来就不宽的路再弄上
什么隔离带显得有点乱。关键
是提高市民交通意识、不是在
表面而是在思想上的有！

【杠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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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历山路 BRT 护
栏的拆除，从外表上来看，
可能会缓解一下事故率和
交通堵塞，增加道路面积，
提高道路承载力，但实际上
随着车辆的不断增加，只能
让泉城更堵。

济南市建 BRT 公交设
置 护 栏 的 原 因 ，是 为 使
BRT 这一快速公共出行工
具享有独特的优越性，专车
专行，最大限度提高公交档
次，解决占道、堵车问题，方

便市民的出行，体现了政府
对出行难的重视，对民生的
关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对护栏的拆除要慎重。好好
的快速公交专线，一旦失去
护栏的保护，很有可能成为
公交和私家车的“共同车
道”，一旦出现这种状况，那
BRT 公交的优越性也就无
从谈起，私家车抢占公交车
道现象也就会轮番上演，使
快速公交专线变质，得不偿
失。

其实，拆除护栏，倒
不如把这段路更加合理运
用起来，让这一车道成公
交专线，不但 B R T 有权
在此行驶，所有的公交车
都 享 有 在 此 车道行驶权
利 ，这 样 无 论 堵 车 再 严
重 ，公 交 车 线 路 也 不 会
堵。这不但更能方便市民
出行，也能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市民的乘车观，这无
疑对解决堵车、出行难问
题是一进步！

格本期杠子头

【吕允山】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统

计 ,吕允山获得了本期“杠子
头”称号,获得杠子头津贴 100
元。

其他见报作者根据稿件
长短及质量将分别获得 3 0
元、20 元肯德基餐券。

杠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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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来源

4月1日晚上，历山路上一段600多米的BRT护栏被连夜拆除。据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在前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市民反馈的意见，此次拆除BRT护栏是试

验性举措，节省出的道路空间有望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缓解交通拥堵。

@林西 拆了护栏，管理
跟不上，无异于“医得眼前疮
剜却心头肉”。世上事，有利
自然就有弊，BRT 也是一样；
老百姓见仁见智，其结果必
然难得一致。600 多米护栏一
夜没了，要想再建起来却不
知要几个昼夜。我们不禁要
问：发展快速公交以缓解交
通压力的方向错了吗？

@马修 有关部门敢于
突破旧的思维，对市民来说
是件好事。不过，不要搞突击
拆除，你都拆了，再出来解
释，说做过多少调研，是不是
有些牵强啊？

@初卫平 交通护栏本
意是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如果护栏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和安全隐患，建议拆除为妙。
管理部门应及时清理留在路
面上的铁钉，以免出现交通
安全隐患。

@鞠灵运 出了问题知
道集思广益，征集民意了，建
设之前怎么不广开言路？建
了拆，拆了再建？有钱没有地
方花了？

@田华 拆除护栏只能
是隔靴搔痒似的举措，看起
来是有动作了，其实起不到
根本的作用。

精论

4 月 1 日晚上，历山路
上一段 600 多米的 BRT 护
栏被连夜拆除，感觉有点折
腾。此举让人觉得有矫枉过
正之嫌，难道提高道路的利
用率，就非要拆掉那一道保
公交先行的护栏么？

文明出行，礼让专用车
的习惯养成，需要驾车人有
一定的素质，和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的意识。然而这种素
质和意识并不是先天带来
的，需要一段时间的强制措
施，BRT 公交护栏的设立，
就是保证公交先行的强制
措 施 之 一 。我 记 得 当 年
BRT 公交线路设立，要安
装隔离护栏时，就有不少市

民提出：在不宽的马路上，
硬是隔出一道 BRT 专用
线，只供一条快速公交线路
使用，是不是在浪费道路资
源。当时有专家解释，独立
线路是保障快速公交运行
效率，贯彻公交优先的举
措，并不影响其他社会车辆
的通行，理由找了一大堆，
以至于连其他公交车也不
准享用 BRT 专用车道，道
路资源的浪费有目共睹。

如今是政府要下大力气
治理交通拥堵，充分挖掘道
路交通资源，提高道路的利
用率。于是我们的“专家”又
倒向了观点的另一边。明眼
的读者通过报道都能看得出

来，专家们所列举的这些车
祸，是车之祸，人之祸，而绝
非护栏之祸。相反的要不是
这些护栏，旁边必是其他车
辆，那些撞穿护栏，骑上隔离
墩的“祸”车，撞上的将是一
连串的车辆，岂不损失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护
栏的确起到了“护”的作用。
更何况在加装了 BRT 专用
车道护栏后的几年间，人们
已经逐渐“被适应”了不占用
专用车道的交通习惯。倘若
强行将护栏拆掉，在道路负
荷过重的今天，在文明行车
和堵车严重的矛盾面前，不
难想象公交专用车道的路权
很难得到保证。

提高交通效率，何必非拆护栏
@吕允山

拆与不拆间凸现管理的进步
@张慧

4 月 1 日晚上，历山路
上一段 600 多米的 BRT 护
栏被连夜拆除。我们暂且不
管到底能不能降低交通事
故发生率，对缓解交通拥堵
起多大作用，就这一尝试和
听取市民意见就值得称赞。

这一路段护栏被拆，并不
意味着所有的路段都拆，它也
结合了道路的宽窄、拥堵程度
和道路的事故率。在我们目前
治理交通拥堵办法并不多的
情况下，拆掉护栏也实在是无
奈之举。护栏对于道路畅通无
阻，道路很宽的街道确实起到

保护作用，反之则可能起反作
用。因为护栏发生事故，不但
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因
为交通事故阻碍了交通。撞坏
了护栏，还要再维修撞坏的护
栏，那样付出的成本也非常
大。还是希望管理部门在拆除
护栏的同时，加大此路段管理
力度。

这次拆护栏，可能看上
去是一次折腾，却反映了政
府治理拥堵的决心，个别路
段个别处理，在交通上灵活
运用，这本身就是惠民生、转
变政府职能的一大举措。

人类都是在折腾中前
进发展的。起初装护栏，是
为了 BRT 的快速和减少事
故。但一段时间来看，很多
地方并没有实现当初的美
好设想，当然这里面有部门
的管理不够和个别司机的
交通意识淡薄。在面对棘手
的问题时，果断处理是政府
的一贯作风，具体能不能解
决道路拥堵和降低事故率，
只能等时间的检验才能下
结论，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还是为政府部
门的大胆举措叫好。

@

@

@刘曰章 BRT 护
栏不是造成拥堵和事故
的祸首，拆了意义不大。
拆了之后，节省出的道路
空间可能会使有些人行
车加塞或盲目超车，造成
更多的交通拥堵。

@郑三运 拆除了
护 栏 ，就 等 于 弱 化 了
BRT 专用车道。试想，没
有护栏，除了各类公交车
占道不说，那些公车、私
家车未必就是守法的主，
现实中这类占道的现象
司空见惯，到时候谁来保
证专用车道的路权？最终
影响的还是公交车的速
度和效率，无疑是在推行

“城市公交优先”方面浇
了一盆凉水。

@刘震 BRT 属于
快速公交，设置护栏对安
全有一定帮助，还是不要
拆除的好。拆了护栏，我想
会有很多车去占用 BRT

车道吧，估计到时候 BRT

想快也快不起来。
@刘丽 BRT 属于

快速公交，怕是拆除了护
栏会有大量的社会车量
在必要时涌入快速车道，
占了 BRT 道路资源，使
它的速度减慢，其实这就
是把道路拥堵变相了而
已。

@李玉美 拆除一
段 600 多米的 BRT 护栏
就能节省出道路空间？就
能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率？就能缓解交通拥
堵？简直是天方夜谭。没

有 BRT 护栏的时候，交
通就不拥堵了？就没有交
通事故了？应该从根本上
想出缓解交通拥堵的方
法，而不是劳民伤财，折
腾来折腾去的。难道试验
不成功，再安上护栏？

@柳清文 理论上
是为了扩大交通运行空
间，但当大家的遵规守纪
意识和行动都难以企及
的时候，这样盲目的拆除
往往是适得其反，不仅缓
解不了交通拥堵，减少不
了事故发生率，甚至还因
管理疏导不善带来更大
拥堵。再说了，当初如果
不安护栏只上 BRT 车辆
将是什么样子？有护栏时
很多车辆还随意进出，可
想而知拆除之后又将是
什么样子。拆除护栏急不
得，还要慢慢来。

@张端强 有时资
源可能会造成浪费，但有
时需要特权，就像公交车
和校车一样，不然在素质
和管理不给力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混乱，只要是
为大众着想的可以有特
权，只要不是仅仅为某个
人某个集团的，那就不算
是特权。

@周芬 护栏不拆为
好，既然安了何苦拆除。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人
还没有达到人人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的程度。红灯
停绿灯行，幼儿园小孩都
会背，但还有很多人闯红
灯。

拆除护栏，不如用好这一路段
@张颂华

蛤本版均为个人观点，
不代表本报观点

@刘喜林

安装有功拆亦功，
里外反正嘴说成；
不知护栏作何想？
只怨钱多方折腾！

@郭汉杰

拆除护栏不要紧，
安全把关别放松。
专用车道别侵占，
快速车道勿虚名。

打油@

BBBRRRTTT护护护栏栏栏装装装了了了又又又拆拆拆

折腾还是修正

反对

拆护栏能缓堵？天方夜谭

省出空间缓堵

何乐而不为

发展快速公交

方向错了吗

@付黎明

护栏拆除路变宽，
就怕车辆都争先。
拆除护栏监管严，
采取实名曝光栏。
文明礼让不争先，
不用护栏在眼前。
无论结果好与坏，
市民莫要来埋怨。
毕竟这是在试验，
结果大家难预见。
具体效果怎么样，
可让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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