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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独立上学对儿童成长发展极为重要。针对德国儿童友好的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促进儿童独

立上学的行动与措施，以及城市交通教育与培训展开细致阐述与案例说明。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基

于日趋完善的非机动交通和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和法规保障，通过联邦与地方政府、交通与警察部

门、民间组织与企业、学校与家庭等多方的共同支持与合作，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儿

童上学道路安全保障措施，并构建了系统的儿童出行教育与培训体系。借鉴德国促进儿童独立上学

的城市交通规划管理与教育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尽快建立促进儿童友好的城市交通体系。

关键词：儿童友好城市；城市交通教育；通学出行；儿童参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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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儿童独立上学的意义和问题儿童独立上学的意义和问题

独立上学对儿童成长发展极为重要，有

利于儿童身体健康，注意力集中，对空间的

认识，对距离、时间和速度的感知，以及培

养责任感和促进社会行为的发展(见图 1)。

儿童阶段获得的经验将塑造未来的出行模

式[1]。独立上学使得儿童通过运动、社会交

往去学习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大多数小学

生通学距离很短，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中

学生通学距离较远，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减

少开车上学有助于降低学校周边交通拥堵、

安全隐患[2]以及CO2排放。

由于身体发展的限制，低龄儿童的行

为、听力和视线等方面均与成年人有很大差

异，使得他们无法适应复杂的道路交通状

况。这些差异使得道路使用者无法预测儿童

的行为，儿童也常面临各种威胁(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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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德国有 90%的小学生独立

上学 [4]。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出租汽车”

(Elterntaxi)①导致学校周边交通混乱，使得学

校管理层和家长更不想让孩子步行或骑车上

学，严重地阻碍了儿童的成长发展。当前，

德国从改善步行、自行车交通以及公共交通

基础设施与服务开始，通过一系列保障通学

交通环境安全的促进活动、交通教育与培训

等措施，使得儿童逐渐开始采用环保的交通

方式独立上学。

22 德国儿童友好的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德国儿童友好的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

22..11 住区道路交通管理住区道路交通管理

德国小学规划按照学区划分，通学环境

以住区为主，因此，住区建立儿童友好的道

路交通管理是保证儿童独立上学的第一步。

儿童友好的道路交通管理主要分为非机动交

通与机动交通两类(见表2)。

1）非机动交通空间。

非机动交通是儿童通学出行的基本方

式，完善的非机动交通基础设施是保障儿童

上学道路安全的基本条件。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规划早已被纳入德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体

系中，层次分明的步行和自行车道路与标志

系统为行人和骑车者提供了清晰的法规保障[5]

(见图2)。

儿童在道路上往往表现出突然性和不可

预测。对儿童来说，人行道具有游戏、停留

和通过的功能。为了创造这种自由的空间，

除了道路交通管制措施，社会保障、社会治

安和主观安全感也至关重要。繁忙的街道和

广场可为行人提供主观的安全感并防止故意

破坏或骚扰。开放清晰的道路设计、良好的

照明、定期修剪灌木和树木对确保步行环境

安全很重要[6]。

2）机动车速度限制区。

在机动车交通控制与管理方面，德国城

市儿童友好的道路交通管理模式主要有30 km

区和交通安宁区[7](见图3)。这两种模式普遍

应用于德国各个城市的居住区。

30 km区适用于公共道路，该区域的所

有车辆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30 km·h-1。德

国于1983年在居住区试点推行30 km区，其

设置目的是提高交通安全性、改善居住和停

留质量[8-9]。30 km区的优点包括：街道更安

全、噪声更少、交通量更均衡、接受度更

好、成本与管理负担更少 [10]、生活质量更

高、交通规则更清晰 [11]、对行人伤害更

小[12]。30 km区被认为是儿童居住区出行安18

图1 儿童独立上学的优点

Fig.1 Advantages of children's going to school on their own

资料来源：http://www.mobilitaetserziehung-ber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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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儿童身体特征导致的交通威胁

Tab.1 Travel hazards due to childre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身体发展特征

身材小

腿短

以自我为中心

反应时间长

10岁之前不易区分左右

视野明显受限

尚无法准确区分噪声

面临的威胁

易被道路使用者忽视

需要更多步数和更长时间跨越车道

认为当我看到汽车时，它也会看到我

需要成人时间的2.5~3.0倍

主要依靠实物判断方向

无法像成年人用余光察觉横向接近的危险

不易确定声音方向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整理。

表2 德国儿童友好的道路交通管理

Tab.2 Germany's children-friendly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交通类型

非机动
交通

机动
交通

道路交通管理

人行道

自行车道

30 km区(Tempo-30-Zonen)，交通安宁区(verkehrsberuhigter Bereich)

多种交通方式兼容：行人优先，机动车低速行驶

混合的人行道
和自行车道(步

行优先)

混合的人行道和
自行车道(步行与
自行车平等)

步行区

图2 德国行人和自行车的主要交通标志

Fig.2 Main traffic signs for pedestrians and bicycles in Germany

资料来源：https://www.verkehrswacht-medien-service.de/shop/kategorie/verkehrswa-
chten/verkehrszeichen-staender-schilder/page/2/。

a 步行区 b 自行车道 c 混合的人行道和自
行车道(步行优先)

d 混合的人行道
和自行车道(步行
与自行车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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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重要保障[13]。

交通安宁区适用于整个住区，对促进多

种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兼

容具有重要作用，在降低空气和噪声污染的

同时保障道路的安全性[14]。其法规要求：汽

车驶入时，必须以步行速度行驶；驾驶人不

得危害或妨碍行人通行；行人不得有意阻碍

交通；车辆不允许停放在可停车标志以外的

区域；行人能够使用整个街道，允许儿童在

所有地方玩耍[15]。此外，在有上学道路标志

的道路，允许儿童穿越。目前，上学道路标

志上会有补充规定，如 30 km区或通学时段

标注(见图4)。

22..22 行人过街设施设计与管理行人过街设施设计与管理

行人过街是儿童通学道路上的重要交通

环节。德国对行人过街设施的设置和设计具

有明确的法规标准，以满足多种交通方式的

通行需求(见表3)。

1）行人过街设施设置的基本原则。

行人过街设施设置的依据是道路交通

量，但如果某道路经常有需要保护的行人

(例如儿童和老年人)，过街设施的设置则不

完全依赖于交通量；原则上，结合地形的特

征，过街设施的设置应为行人提供方便，不

主张在建成区新建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连

接公共汽车站、地铁车站以及城市主干路等

例外；应采用辅助设备(电梯或扶梯)克服行

人与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的高度差距。

2）行人过街设施设计。

德国行人平面过街设施的设计主要有：

安全岛或安全带；行人优先的路侧空间和道

路收缩；减速带或部分抬高路面减速带。行

人过街设施应满足行人以及使用滑板车、自

行车、轮椅和推婴儿车的出行者的穿越道路

要求，并结合人行横道和信号灯设施进行设

计(见图 5)。在一些道路较窄、学生穿越频

繁的路段可增设简易的行人过街安全辅助设

施[16]，提高学生通行安全。

3）对机动车停车与速度的管理和限制。

德国道路交通规划中，路内停车②被认

为是阻止行驶车辆意外驶入人行道的屏障，但

是需要消除路内停车对行人过街的安全影响。

根据机动车速度限制(30 km·h-1和50 km·h-1)

和过街设施类型(是否具有行人优先权)，明

确规定路内停车区域与行人过街设施的距

离，这是保护过街行人可见性的基本措施。

为有效保障通学路段的过街安全，还实施了

一些新措施：在有人行横道的路段增设速度

记录牌，通过哭笑脸标示通过车辆的速度是

否合格。

22..33 儿童参与城市交通设计与改善儿童参与城市交通设计与改善

近 20 年，德国一直促进儿童、青少年

参与市政规划进程[17]，并立法保障儿童的参

与权。参与过程中，由具有教学能力的专业

人员提供建议和支持，以协调规划者与儿童

之间的意见。推进儿童积极参与项目的所有

阶段，儿童参与将更易于达到儿童友好的规

划，成果更具有针对性[18]。

城市交通改善是儿童参与的重要方面。

2016年在德国小镇Kerpener，由小学生规划

的第一个儿童友好的环形交叉口和人行横道

在小学(Ulrichschule)附近建成(见图6)。该项

目得到全德汽车俱乐部(Allgemeiner Deutscher

19

图3 德国交通安宁区标志

Fig.3 Sign of traffic calming zone in Germany

资料来源：https://www.verkehrswacht-medien-service.de/
shop/kategorie/verkehrswachten/verkehrszeichen- staender-
schilder/page/2/。

图4 30 km区的上学道路标志

Fig.4 School road sign with 30km/h zone

资料来源：https://www.strassenausstatter.de/produkt/verkehrszeichen/
allghinweisschilder/allgemeines-hinweisschild-ksw-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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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bil-Club, ADAC)、德国自行车俱乐部

(Allgemeiner Deutscher Fahrrad- Club, ADFC)、

儿童保护联盟(Kinderschutzbund)以及市政机

构的共同支持。改造后的交叉口设计色彩丰

富，适合儿童使用，使得该小学“父母出租

汽车”交通量明显减少，缓解了学校附近

的道路交通问题[19]。

在斯图加特南部的步行交通检查项目

中，小学生从家出发检查上学路线，寻找问

题和改善的机会。参与人员包括：16名三年

级学生、市儿童代表、斯图加特城市规划和

城市更新办公室等相关部门。检查结果显示

存在以下问题：人行道狭窄且经常铺砌；穿

越街道困难；灌木丛和树篱会阻碍视野；许

多驾驶人没有遵守速度限制，在交叉口快速

转弯对儿童造成威胁；行人的红灯等待时间

过长；安全岛太小等。随后，检查报告被提

交至地区顾问委员会，由参与机构在学校举

行结果汇报会议，向儿童报告检查问题的解

决与进展情况[20]。

22..44 儿童友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儿童友好的公共交通系统

在德国，儿童经常坐公共汽车、地铁和

市郊铁路去上学。每天有数百万名儿童乘坐

公共汽车往返学校，每年有 8 000多名儿童

在公共汽车上受伤[21]。提高并保障公共交通

运营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安全性至关重要。

1）便利、高效和无障碍的公共交通系统。

德 国 城 市 短 距 离 公 共 交 通 系 统

(Öffentlicher Personennahverkehr, ÖPNV)主要

包括：市郊铁路(S-Bahn)、地铁(轻轨)、有

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公共交通系统具有详细

的时刻表，针对学生上学的公共交通线路在

通学时间会通过提高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来

满足需求。以轨道交通为主导、公共汽车为

辅的公共交通体系为住区居民快速、舒适、

便利的出行提供保障。无障碍设计是德国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规划的重要目标：通过坡道

和电梯设计，便于儿童婴儿车、轮椅和自行

车可达各类轨道交通车站；公共交通车辆及

其空间设计可满足婴儿车、轮椅和自行车搭

乘使用。未来，城市交通规划将设置更多公

共交通线路针对通学交通，促进残疾人、婴

儿车或携带自行车的出行者使用公共交通[22]。

在票务系统上，德国城市短距离公共交

通系统对6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对6~14岁的

儿童与青少年有优惠，设有学生年票。除通

学交通，幼儿园和学校的日常参观活动和郊

游普遍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当前，一些城市

(如柏林、罗斯托克等)正在推行学生免费乘

坐公共交通项目，旨在帮助贫困儿童和青少

年参与教育、体育和文化活动。限于昂贵的

服务费用，其他联邦州仍在讨论免费公共交

通的可行性[23]。

2）校车交通(Schulbusverkehr)。

校车指学生往返学校的定期交通工具。

德国校车主要包括固定校车和临时校车。除

学校自营校车，定期校车和临时校车主要由20

表3 行人安全岛的设计要求

Tab.3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pedestrian safe refuge-island

行人过街设施

供行人穿越的设施

供自行车、轮椅和婴儿车穿越的设施

安全岛宽度

2.00

2.50~3.00

等待区宽度

4.00

>4.00

资料来源：《德国城市道路设施指南》 (Richtlinien für die Anlage von Stadtstraße, RaATs06)。

m

图5 设置上学道路标志的行人安全岛

Fig.5 Pedestrian safe refuge-island with signs of routes

to school

资料来源：https://www.landbote.ch/winterthur/standard/
3eltern-verlangen-sicheren-schulweg/story/10646328。

图6 儿童友好的人行横道和交叉口

Fig.6 Children-friendly pedestrian crossing and

intersection

资料来源：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kerpener-
schulkinder-gestalten-zebrastrei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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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法兰克福某小学上学路线规划

Fig.7 Planning of routes to school of a certain primary school in Frankfurt

资料来源：https://www.frankfurt.de/sixcms/media.php/738/SWP-Ackermann_258p_
2016%20%5BKonvertiert%5DCC.pdf。

上学道路
人行横道
信号灯
公共交通
车站
步行区
30 km区
图书馆
警察局

市郊铁路车站

学校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提供。德国校车交通的法

律依据主要包含在两个框架下：一是联邦层

面的各类交通法规；二是州、地区相关法规

和私法协议(校车合同)等。校车交通法规制

定了详细的标准和要求：如针对校车驾驶执

照设定了明确的批准要求；针对儿童和青少

年提出了 15条乘坐校车的规则。同时还制

定了事故预防条例，如校车危险操作(倒车

和转弯)的预防措施；对校车停车点和无障

碍车站的设置规范与标准。

33 促进儿童独立安全上学的措施促进儿童独立安全上学的措施

33..11 上学路线规划上学路线规划

1）定义。

上学路线规划(Schulwegplan)是由交通

部门提供安全上学路线图示，如地图。上学

路线规划帮助小学一年级学生找到最安全的

上学路径(往往不是最短)[24]，并在开学前推

荐给父母和学校。在儿童保护的总体概念

中，上学路线规划处于城市交通管理措施

(如步行区设施)和交通教育措施(如行人培

训)之间，对儿童出行安全具有重要作用[25]，

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上学路线

规划需要教师、家长、警察与儿童共同参与，

改善通学路径安全、弥补学校管理的缺陷[26]。

2）规划步骤和要求。

创建上学路线规划通常需要以下分析步

骤：①家长调查；②细致评估调查；③进一

步审议调查结果；④事故分析。上学路线规

划包含路线建议和危险点标注[27]。上学路线

地图标示应使父母和孩子容易理解，应包含

最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安全过街设

施(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安全岛、人行

天桥和人行地道等)[28]。此后几年，要针对不

断变化的交通环境对上学路线规划进行检

查、调整，以降低通学交通危险[29]。在法兰

克福，对学校周边的上学路线规划包括：上

学人行道、人行横道和信号灯的设置、公共

交通车站、步行区和 30 km 区的规划 [30](见

图7)。

3）政策法规支持。

1975 年，德国保险公司的交通技术协

会针对上学道路安全第一次发布指导意

见[31]。1979年，交通运输联邦部长提出“一

起计划，一起行动” (Gemeinsamplanen -

gemeinsamhandeln)，由联邦交通局与各州政

府共同推动“学校道路安全”的行动，为家

长、教师和专业人士提供一份通学安全任务

手册，呼吁家长积极参与以帮助政府提出各

种安全上学路线[32]。州、市和学校董事会具

有提供安全路线的义务。联邦和各州均设置

了相关的法律条款，以保障上学路线规划的

安全与吸引力并付诸实施[33]。

4）实践案例。

上学路线规划在德国大中城市普遍发

展。在慕尼黑，学校提出“安全到校，安全

回家”的社区行动，由慕尼黑交通管理局、

巴伐利亚保险机构、州政府议会、慕尼黑警

察局、家长协会、州小学、特殊教育促进中

心共同推动[34]，每年会印刷上学路线手册由

教育机构交给父母或在学校网站上公布 [35]。

在斯图加特和曼海姆，可通过政府官网查询

各学区小学周边上学路线规划图，并提供

德、英、法、阿拉伯等 7国语言说明[36]。交

通安全部门参与到全国性的“安全上学道

路”(SichererSchulweg)行动，关注学校附近

区域及日常上学路线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

监控车速和停车行为[37]。德国步行交通联盟

(FachverbandFußverkehr Deutschland, FUSS e.

V.)和德国自行车俱乐部也参与到上学路线规

划项目中[38]。

33..22 步行去学校和幼儿园步行去学校和幼儿园

步行去学校和幼儿园训练的不仅是儿童

的自我防护和独立性，还有对社会生活的体

验与感受。独立和安全出行需要实践，需要

给儿童机会并提供安全的建议[39]。

“步行去学校和幼儿园”(ZuFußzurSchul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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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zum Kindergarten)活动由德国儿童基金

会 (DeutschesKinderhilfswerk)和德国生态交

通俱乐部(Verkehrsclub Deutschland e.V,VCD)

共同推动。每年9月22日，在全国范围邀请

儿童和青少年步行、骑自行车到学校和幼儿

园，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这一天应放弃汽车

参与活动[40]，后来活动逐渐发展到一周。该

活动鼓励家长和孩子第一次一起步行上学，

由家长监管，有组织地训练儿童，之后由儿

童独立完成。在这项活动中儿童可以学会更

好地评估速度和距离、学会自己定位，从而

获得交通安全出行的经验[41]。该活动对儿童

获得独立性、学会以环保交通方式出行具

有积极的作用[42]。2016年，德国有超过3 000

所学校的 8.5 万名学生参与该活动 10 周年

纪念[43]。

33..33 安全骑自行车或滑板车去学校安全骑自行车或滑板车去学校

随着年龄增长，许多儿童上学喜欢骑自

行车或滑板车从住处到学校或者公共交通车

站，这被作为健康和环保的出行方式得到部

分地方政府，交通、警察、学校等部门的支

持[44]。优质的滑板车和自行车对儿童有许多

优点：骑行与滑行训练所有运动技能，尤其

是运动和平衡的协调；比步行速度更快；儿

童学会在运动中感知自己的环境；为儿童带

来更多乐趣。滑板车比自行车更为安全、更

不易发生事故，受伤风险较低，比使用自行

车更容易，滑板车让儿童可能会受伤或挤压

的地方较少[45]。

对小学生来说，通学路程通常很短，很

容易骑自行车出行；对中学生来说，自行车

是校车或“父母出租汽车”的环保替代品。

德国自行车俱乐部负责人表示，学校的自行

车路线规划是保证儿童安全骑车上学的重要

一步。自行车道路设施越好(更平坦和摩擦

力更好)越安全。目前，德国各州均已规划

了上学的自行车道路网络[46]。

33..44 步行巴士步行巴士

1）定义和作用。

步行巴士(Walking Bus)是指儿童有组织

地共同步行去上学，就像一辆真正的公共汽

车，有“司机”(如家长或志愿者)，有固定

路线和接载时间 [47](见图 8）。当儿童一起上

学时，步行变得安全、便利和有趣[48]，也可

以组织“自行车巴士(Radelbus)” [49]。步行

巴士代表了一种安全的步行上学方案，其好

处在于 [50- 51]：环保；减少学校周边的交通

量，缓解学校前的交通混乱；减轻父母接送

孩子上学压力；学生更好地了解交通规则和

环境，为儿童提供重要的道路交通体验；改

变“父母出租汽车”出行行为，使儿童认识

到步行是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环保交通

方式；促进儿童体力活动和身体健康；教导

小学生承担责任，提升儿童的社区感。

2）步行巴士的要求。

同校车一样，步行巴士在上学途中的固

定地点接儿童。反光衣服或发光装备 (书

包、帽子)确保所有道路使用者都能看到步

行巴士。步行巴士的“司机”和指挥初期由

家长志愿者或警察负责，后期逐渐将这个责

任交给儿童。为确保步行巴士的可靠性和准

时性，需要父母的高度承诺，并提供替换人

员和有效的通信网络。步行巴士行驶的最大

距离为2 km，其路线不是最快捷而是最安全

的，在途中应该尽可能减少危险点。有必要

提前与参与的儿童讨论潜在的危险和特殊情

况(如事故)，并练习正确行为”[52]。

33..55 黄色脚印黄色脚印

黄色脚印 (gelbe Fußabdrücke)指喷涂在

人行道和路边的黄色脚印，旨在帮助小学和

学龄前儿童安全过街、避开危险情况[53]，掌

握他们未来的上学路[54-55]。过街地点的黄色

脚印提醒儿童先停下来看看路面。人行道上

的脚印提醒儿童过街时联想到所学的知识。

黄色脚印的目标不仅是标识更安全的上学或

去幼儿园的道路，还会使儿童及其父母在看

到黄色脚印时自觉采取更安全的交通行

为[56]。警察在黄色脚印项目中，指导学龄儿

童在上学道路上采取正确的交通行为 [57](见

图9)。22

图8 步行巴士

Fig.8 Walking bus

资料来源：https://www.stadtwerke-osnabrueck.de/privat-
kunden/mobilitaet/service- und- angebot/mobilitaet- lernen/
fuer-schueler/walking-bus.html。



刘刘
涟涟
涟涟

陈陈
飞飞

蔡蔡
军军

德德
国国
促促
进进
儿儿
童童
独独
立立
上上
学学
的的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规规
划划
与与
教教
育育

以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land-Pfalz)为

例，2014年，黄色脚印项目小组由各个小学

的行政人员、家长代表、市政府代表和警察

共同组成[58]。执行程序为：1)学校提供一份

调查问卷，学生家长在调查中指出他们在上

学途中看到的情况；2)在地图中汇总问题地

点；3)由警察和市政交通机构最终确定各个

学校范围内学生在道路上应该站立和穿越道

路的地点；4)建筑工人在学生暑假期间将黄

色脚印标记喷洒在划定的道路上；5)开学

后，在学校附近的黄色脚印地点与学生一起

举行新闻发布会；6)学校在课堂上对黄色脚

印行动进行教育和培训。

44 儿童出行的城市交通教育与培训儿童出行的城市交通教育与培训

只有增加儿童出行经验并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有效地降低交通事故。自 1994 年起，

德国把对儿童的交通教育和实践培训纳入幼

儿园、学校教育中。通过家长，学校、交

通、警察等相关部门共同支持与合作，帮助

儿童成为安全出行的道路使用者[59]。德国促

进儿童独立上学的城市交通规划与教育措施

见表4。

44..11 对步行上学的教育培训对步行上学的教育培训

德国城市交通部门长期实施步行训练和

行人考试，帮助儿童学会在上学道路上的正确

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风险(见图10)。

1）步行训练。

步行训练由学生、家长、学校、警察共

同参与。为小学生制定的交通教育指南主要

包括[59]：①必须记住与步行有关的重要道路

交通标志(如信号灯、人行横道、步行区、

自行车道等)及其规则；②跨越不同类型道

路的正确行为，如没有人行横道和信号灯的

街道、有安全岛的街道、有人行横道或信号

灯的街道等；③注意视线盲点危险，特别是

卡车和公共汽车尾部。

对家长培训孩子步行上学提出了以下建

议 [60]：①在正常上学时间练习上学出行方

式；②沿途详细讨论危险点；③避免危险

点，选择一条稍长的上学路线练习；④最开

始时一定要陪伴孩子，便于控制被忽视的行

为；⑤不要经常劝告且不要对可能的危险做

出不必要的恐惧，而是要经常表扬；⑥角色

转换，孩子带父母去学校并解释危险点；

⑦家长应作为孩子正确交通行为的榜样。

23

图9 黄色脚印行动

Fig.9 Yellow footprint action

资 料 来 源 ： https://archiv2.con- nect.de/gehrden/archiv/
gelbe-fuesse-zeigen-den-sichersten-schulweg/archiv/2015/
september/08.html。

a 警察局长向儿童展示黄色脚印

b 黄色脚印标识的上学路线

图10 行人考试

Fig.10 Pedestrians' test

资料来源：a图来自 https://www.gsheinrichs.de/58.html，
b 图来自 https://fotos.verwaltungsportal.de/fotos/1/0/6/9/8/
7/gross/3459927844.jpg。

a 理论学习

b 实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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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人考试。

行人考试(Fußgängerprüfung)是针对即将

入学儿童的步行考试。理论学习和实践培训

后，警察让学生演示如何正确穿越道路，并

评估其行为 [61]。警察指出，“不能只是简单

地走到道路对面，必须停下来看看是否有

车，先看左，再看右，再看左，什么都没有

再过街。”这一步骤被公认为行人过街时的

标准行为。最终，每个儿童都通过行人考

试，可以自豪地带行人过街通行证回家[62]。

44..22 对骑自行车上学的教育培训对骑自行车上学的教育培训

儿童是否能骑自行车去上学取决于个人

能力和沿途的交通状况。很多儿童在入学前

就会骑自行车，但是骑自行车上学还需要系

统的训练。

骑自行车训练的目的是促进儿童安全、

独立地使用自行车。德国每年超过95%的学

生参加这项训练。在学校前两年，儿童逐渐

被引入骑自行车，在第 3，4学年进行理论

和实践循环测试。在操场或室内的练习是系

统性的，从简单到复杂的骑行行为，同时考

虑心理、运动和社会需求，例如车道保持、

单手驾驶、环顾四周，正确地感知另一个骑

车者的信号并做出适当反应[63]。

德国交通机构研究显示，儿童骑车技能

随年龄逐步提高。8岁时首次出现明显的技

能飞跃，只有在这个年龄他们才开始系统地

利用交通听力而不仅依靠视觉，并能够真正

发现潜在的危险。9~10岁时，单手驾驶能力

提高，开始能预先防止其行为造成的危

险[64]。10岁以前只允许在人行道上骑行[65]。

德国自行车俱乐部也承担对儿童进行自

行车培训的任务。他们指出，“不要高估骑

车测试。儿童通常不会成功地将在标准情境24

图11 摆脱卡车盲区的教育

Fig.11 Education about keeping children away from

truck's blind zones

资料来源：http://toter-winkel.de/das-projekt/downloads/。

a 卡车模拟实验

b 感受驾驶人视线

图12 黑暗中的视线可见距离测试

Fig.12 Visibility distance tested in darkness

资料来源：https://www.adac.de/_mmm/pdf/Signale_35_
01_12_f%C3%BCrsNet_112493.pdf。

140 m40 m25 m

表4 德国促进儿童独立上学的城市交通规划与教育措施

Tab.4 Germany's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education measures for promoting children to go school on their own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

非机动交通：
法规与标志

人行横道设计：
安全岛，停车管理

公共交通系统：
可达性规划，车站与车
辆的无障碍设计

速度控制区：
30 km区，交通安宁区

促进措施与活动

上学路线规划；步行去上学；
骑自行车、滑板车去上学；步
行巴士；黄色脚印；

电子时速记录；过街辅助设施

通学高峰时段供给；优惠票
价；免费乘车等

出行教育

步行训练；行人考试；自
行车、滑板车训练与考
试；自行车头盔，安全和
可见的骑行设备

搭乘公共交通培训

摆脱卡车盲区；黑暗中的
可见性

市政、企业与机构

市政、警察、公共交通企业、学
校、社区

德国生态交通俱乐部；德国步行
交通联盟；德国自行车俱乐部；

德国交通媒体与服务中心，
C&A， DEKRA Automobil
GmbH，DEULA卡车等企业

儿童参与

交叉口改造；人
行横道改造；人
行道设施检验；
上学路线规划；
儿童地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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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到的知识转移到上学途中的真实情况。

因此，父母与孩子一起实践具体的交通情况

非常重要 [66]。”此外，警察机关和交通俱乐

部还开设了滑板车课程，儿童需要经过训练

获得滑板车通行证(Rollerpass)。

针对骑自行车可能带来的伤害，德国自

行车俱乐部强调自行车头盔、提高黑暗中的

可见性以及正确的骑行设备(符合安全标准

的自行车)的重要性。合适与正确的骑行设

备可以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44..33 对搭乘公共交通的教育培训对搭乘公共交通的教育培训

许多儿童乘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甚至市

郊铁路前往学校。乘坐公共交通必须注意以

下事项：准确的车站，在站台等待的安全距

离，乘坐正确的车辆，知道下车车站，下车

时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是否有间隙，如何过

街或轨道等。

许多城市的公共交通公司会与学校、警

察等相关部门合作，通过实践培训以及拍摄

教育电影让儿童了解搭乘公共汽车和轨道交

通的正确行为[67]。针对汽车引发的儿童交通

安全问题，警察会给学生演示车轮碾压物体

的状况[68]，通过近距离观察车门关上时会发

生什么，由此让儿童知道应该远离汽车、只

有在停止时才可以靠近 [69]。从家庭教育看，

父母应确保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前往公共交通

车站。学校教育中应与学生共同讨论，解决

搭乘公共交通上学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44..44 摆脱卡车盲区的教育摆脱卡车盲区的教育

忽视卡车侧面和前面的盲区已成为儿童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活动中的致命危险，每年

都有儿童因右转卡车发生交通事故。“摆脱

盲区”(RausausdemTotenWinkel)项目是由圆

桌会议民间组织(Round Table)[70]与学校共同

组织的活动，在校园中使用大型卡车来模拟

交通危险情况 [71]。项目于 2006年 9月启动，

作为小学的课程内容，主要为 3年级以上的

儿童提供有关盲区危险的教育。活动中，使

用卡车清晰地展示视线盲区及其危险性，儿

童与指导者和老师一起研究制作死角。每个

学生都有机会坐在卡车驾驶人的座位，感受

从驾驶人的角度看道路视线受限(见图 11)。

儿童还体验到卡车的大小以及过于靠近的危

险。“摆脱盲区”项目宣传以下行为准则帮

助儿童摆脱视线盲区、避免事故[72]：一直关

注驾驶人，你看不到他，他就看不到你；与

车辆保持更大的横向距离；作为预防措施，

在穿过十字交叉口或小街道之前转身，以确

保后面没有右转车辆。

44..55 黑暗中的可见性黑暗中的可见性

儿童在道路上的能见度是通学道路安全

的重要因素，更好的能见度可降低事故风

险[73]。德国每年11月至次年2月进入黑暗季

节，通学出行通常在黑暗和黄昏时间，雨、

雾或雪还会遮挡视线，增加儿童在上学路上

的危险。2010年数据显示，7:00—8:00儿童在

学校外的事故中有43%发生在11月至次年2

月的4个月。可见性是可测量的，在黑暗中可

以看到有反光衣物儿童的距离为130~160 m，

而看到一个穿黑衣服儿童的距离为 25~30 m

(见图 12)。当车辆行驶速度为 50 km·h-1时，

驾驶人需要 40 m的停止距离。因此，提供

更好的可视性装备至关重要。可视性装备包

括[74]：反光服装，具有正面、背面和侧面足

够的反射表面，可以提供最好的保护；鞋子

和帽子上的反光附件；反光防护背心提供额

外的可视性；安全的书包有额外的反光表面

和反射元件(DIN 58124)。

德国交通媒体服务中心(Verkehrswacht-

Medien& Service-Center, VMS)与服装时尚公

司(C&A Fashion KG)、3M Scotchlite 发起合

作项目“看见和被看见”(Sehen und geseh-

enwerden)。该项目于 2003—2007 年广泛实

施，每年向德国约 2万所小学和特殊教育学

校开发、制作和分发可视性设备和教材。

DEKRA Automobil GmbH 公司③提出“明显

更安全”(SichtbarmehrSicherheit)的口号，每

年向学校免费分发带有全方位反光条的儿童

帽子，使得儿童可以被驾驶人更好地观察到，

提醒驾驶人必须特别注意道路上的儿童[75]。

55 结论与启示结论与启示

减少“父母出租汽车”上学、促进儿童

独立安全上学、保障上学道路的安全性是德

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德国面向儿童友

好的城市交通规划与教育经验显示：

1）城市逐步完善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基础设施和法规，便捷、高效和无障碍的公

共交通系统规划与设计，是保障儿童独立、

安全上学环境的基本条件；

2）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儿童上学道

路安全保障措施，包括上学路线规划、步行

巴士及黄色脚印等活动提高了儿童通学环境

的安全性，增强了儿童独立上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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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步行、骑自行车和搭乘公共交

通上学，可有效降低使用小汽车通学的交通

量、缓解学校和城市交通压力；

4）对儿童步行、骑自行车和乘坐公共

交通上学进行系统的交通教育与培训，提醒

潜在危险(如卡车视线盲点和黑暗中的可见

度)，提高了儿童独立上学的出行能力；

5）政府、警察和交通部门、学校、社

会组织、企业与家庭应共同合作，支持儿童

友好的城市交通规划；

6） 重视、尊重儿童出行需求和建议，

将儿童参与城市与交通规划列入法定规程。

中国城市与交通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中

往往忽视儿童群体的感受与建议。儿童与青

少年通学出行的交通与社会环境不容乐观，

不仅缺乏对儿童友好的道路交通规划，对儿

童的城市交通教育也明显缺失。虽然中国城

市交通管理中也有类似德国的道路安全措

施，但是尚未形成系统化、法规化的儿童友

好的城市交通规划、管理与教育。借鉴德国

儿童友好的城市交通规划与交通教育经验，

改善与促进中国城市儿童与青少年友好的移

动性，是建立儿童友好城市的基础。

注释：

Notes:

①“父母出租汽车”一词源于德国交通教育领

域，指儿童和青少年被父母以私人小汽车

等便利的交通方式送至学校或俱乐部等目

的地，现已广泛用于日常口语且经常在媒

体中使用(详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

Elterntaxi)。

② 国内城市部分道路将停车空间引入人行道

内，这是严重影响行人安全的错误措施，

不属于路内停车。道路交叉口是交通畅通

和安全的关键节点，应保证停车远离交叉口

( 详 见 https://sutp.org/files/contents/documents/

resources/B_Technical-Documents/GIZ_SUTP_

TD14_On_Street_Parking_Management_CN.

pdf)。

③ DEKRA(DeutscherKraftfahrzeug-Überwachun

gs-Verein)是德国最大的汽车检测公司，成

立于 1925年，是世界领先的汽车检测公司

之 一 ( 详 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

De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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