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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高峰期携车进站引吐槽
地铁服务热线：折叠可携带 站台禁骑行
昨天，市民吕先生反映，在 6 号线地铁内看见有乘客携带小型滑板电动车乘车，甚至在站台骑车，引起其
他乘客不满。 北京晨报记者调查发现，电动滑板、自行车进地铁现象屡有发生。 地铁员工表示，高峰期间乘客
尽量不要携带自行车、滑板车等进站，以免磕碰其他乘客，希望乘客能够自觉遵守规定。

2018 年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
昨日发布 10 月第 2 周榜单。 市民推
荐榜样人物可登录北京榜样官 方 网
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滑板车磕碰乘客

市民吕先生告诉记者，前天
晚上 9点多，他乘坐 6号线地铁。
“我和朋友在平安里换乘 4号线，
在地铁上换乘时，一个男的搬着
一辆小的电动滑板车碰到了朋友
的腿。”吕先生说，男子根本不知道
滑板车碰到了人，还在往前走。
“这
个人搬着车在上下楼梯时很不方
便，多次碰到周围乘客，虽然大家
怨声载道，但他仍是不为所动”。

吕先生说，男子身上穿着代
驾的衣服，应该是坐地铁去帮人
代驾的。“我理解代驾深夜出行不
方便，需要带着滑板车。但是他是
不是也应该为了其他乘客考虑。
推着车子进地铁给其他乘客造成
诸多不便，尤其是乘坐电梯时，万
一出现意外，滑板车可能还会砸
伤其他人”。此外，另外一名目击
者告诉北京晨报记者，该男子换

乘后，还在站里骑车前行，“没骑
几步就被工作人员拦下”。
北京晨报记者走访发现，地
铁中携带、骑行滑板车甚至自行
车的情况屡有发生。此前，在北京
地铁 5号线雍和宫站，有一名男
子携带折叠自行车乘车，男子在
出站前，在月台上将车子恢复原
样，并搬了出去，在此过程中也碰
到了其他乘客，引起不满。

米以上、宽 0.5米以上）、易碎（如
玻璃及易碎玻璃制品等）、笨重
（如自行车、洗衣机、电视机、台式
电脑显示器、电冰箱等）、妨碍公
共卫生、车内通行和容易污损地
铁设备和站、车环境的物品及动
物进站乘车。“原则上，折叠自行
车是可以携带进站乘车的，但是
还是要看折叠后的体积有没有超
过规定大小。在安检时，安检员和
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体积来进行判

断，能不能进站乘车”。
工作人员称，像是自行车、滑
板车等，进站后不允许在站内和
列车上骑行。“如果在站台或换乘
过程中骑行，一旦发现，工作人员
会第一时间制止”。工作人员最后
表示，希望乘客在高峰期不要携
带自行车、滑板车等进站乘车。

站台骑行将制止

就此情况，多名地铁工作人
员向记者表示，对于很多带着自
行车进站的乘客劝阻效果不佳，
至于在地铁内骑行的人，更是难
以劝阻。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高峰
期，客流量很集中，携带自行车，
尤其是不能折叠的自行车或滑板
车进站，会对其他乘客安全造成
影响。记者致电北京地铁服务热
线，工作人员称，目前根据北京地
铁相关规定，严禁携带超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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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第 2 周
榜单发布
亲情医生守护老年人健康

救了多名老人的生命。她作为
家庭医生常年无休、24小时
保持手机畅通，她的团队已经
与 2400名居民签约。因深得
信赖，有些居民即便搬至远处
也照样回来找她就诊。

李菲，女，1971年 11月
出生，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因患者肩痛、
头晕判断出急性心梗、脑出
血，因患者肺部感染发现了心
梗……在行医过程中，李菲挽
让中国平谷翰墨飘香

王友谊，男，1949年 6月
出生，平谷区书法协会主席。
1983年，王友谊开办第一个书
法培训班，引发了全区书法热。

2012年，平谷被命名为“中国
书法之乡”。他多次捐赠自己的
作品，精心策划的品牌活动“上
元雅集”已连续举办十届。

环保导游钟情垃圾分类

房博，男，1983年 11月
出生，北京游行天下旅行社有
限公司导游。自 2012年参加
了“垃圾分类文明一日游”活动
后，以“学者型导游”为追求的
房博每周四坚持组织市民“工

业游”，参观了解垃圾处理场、
塑料回收中心等，为居民讲解
环境卫生发展史和垃圾分类的
好处。居民称赞他讲得客观实
际、接地气。为环保事业，他推
掉了很多带团挣钱的行程。

照顾家中“四危重”30 年

刘杰，女，1960年 1月出
生，大兴区郁花园一里居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刘杰的小叔
子和丈夫先后因病失去劳动
能力，刘杰细心照料并为他们
自学扎针输液。2010年，她的

公公患老年痴呆瘫痪在床，两
年后婆婆患了癌症。在近三十
年的岁月中，刘杰成了全家的
依靠，无论反复发病的丈夫还
是病情危重的公婆，都在她耐
心照料下转危为安。

巾帼出手保障地铁通信运营

田文建，女，1971年 4
月出生，北京市通信信号分
公司维修七项目部总工。
2011年任总工后，田文建率
队将“北京地铁 10号线基
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车
载设备便携式测试装置”研
新品上市

10 月 7 日，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迎来“新品上市日”，店内多款新品集中亮
相，吸引众多收藏爱好者前来挑选参观。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供暖试水本月中旬大范围启动
随着
天气转凉，供暖试水工作将在本月
中旬陆续启动。北京晨报记者昨天
从市热力集团获悉，大范围供热系
统灌水打压工作无统一时间节点，
各小区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开展，
请市民及时关注小区内张贴的通
知，在试水时间内家中留人。
作为本市供热面积最大的供
热单位，市热力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了保证供暖季到来之后
居民家中暖气的正常使用，每年
10月中旬前后，市热力集团会启
动大范围的供热系统灌水打压工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萍）

作，届时小区内会张贴具体的试
水通知，提醒居民根据灌水时间
家中留人。据悉，供暖试水没有统
一的灌水时间，各小区将根据自
身的情况决定。“对于供热系统不
佳的老旧小区，打压试水有可能
提前，这样可以及时发现管线的
跑冒滴漏问题。多数小区的试水
启动时间在 10月中旬”。
据介绍，灌水的时候，居民在
听到水流进暖气的声音后，可用
手摸暖气的阀门和管线的接口
处，如感觉潮湿甚至水流就说明
有漏水现象。“发现漏水不能大

意，即使是轻微的漏水也需要及
时向供热单位报修，否则一旦进
入供热期，暖气压力增加后，容易
造成暖气爆裂，伤人损物。”负责
人说，在灌水打压过程中，市民如
果发现漏水可以先关闭进水阀
门，再拨打热力集团热线 96069
报修。
市热力集团特别提示，今年
对供热管线、散热器进行过改造、
更换的用户，灌水时一定要特别
留意是否有跑水现象，否则一旦
跑水没有及时发现还可能殃及周
边住户。

制成功，降耗提效，使设备
检修不再依赖外方厂家。
2015年以来，以她命名的创
新工作室已自主研发了 10
余项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多
项已经转化应用到安全运
营工作之中。

海洋环境预报“零失误”

王彰贵，男，1959年 5
月出生，国家海洋环境预报
中心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
连接三地，8万吨庞然大物
要在海底 40多米的指定位
置进行厘米级对接，对所在
海域的天气、海浪、海流有苛

刻要求。王彰贵开创了我国
重大海上工程建设预报保障
先河，创造了 32根管节和最
终接头施工安装的预报保障
“零失误”，创造了 4年零误
差的预报保障奇迹。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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