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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构建以人为本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背景下，学校周边交通环境整治尤为重要。以北京市副

中心史家小学通州分校、玉桥中学两所学校为例，通过场地调研与部门访谈，识别玉桥东路、梨园

中街、梨园北街等重点通学路径，分析发现校门前交通秩序混乱、非机动交通环境缺少精细化设

计、缺少相关标志等问题。针对现状问题，制定分离机非流线、改善行人过街、压缩机动车空间和

增设标志标线等整治策略，并提出保障项目落地实施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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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round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A Case Study of Two

Schools in Beijing Sub-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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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velop a people-oriented urba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 is particularly essen-

tial to improve the traffic environment around schools. Taking Tongzhou branch of Shijia Primary School

and Yuqiao Middle School in the Beijing sub-center as examples, through site investigation and department

interview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major school-routes, such as Yuqiao East Road, Liyuan Middle Street,

and Liyuan North Street. The paper finds several challenges, such as traffic chaos in front of the school,

lack of detailed design of non- motorized traffic environment, inadequate relevant traffic signs, and etc.

Based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raffic environment around

schools in several aspects: separating motorized and non-motorized traffic, improving pedestrian crossing

and decreasing vehicle right of way, adding traffic signs, and etc. Finally, the paper put forwards measure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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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周边交通环境整治中小学校周边交通环境整治
———以北京市副中心两所学校为例—以北京市副中心两所学校为例

00 引言引言

学校周边的交通问题一直备受城市管理

者和普通居民的关注。上下学时段，大量学

生、家长在短时间内抵离学校，交通量非常

集中，在造成常态化拥堵的同时，还会引发

交通秩序混乱，将学生置于危险之中。规划

层面，近年来深圳市发布了《深圳市儿童友

好型学校建设指引(试行)》与《深圳市儿童

友好出行系统建设指引》，长沙市发布了

《长沙市儿童友好型学校建设导则》，昆山市

发布了《昆山市学校规划设计导则》。其

中，深圳和昆山的导则均对校园周边环境提

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但中国相关研究集中

于通学行为特征、校车线路规划以及儿童出

行与建成环境研究等方面[1]，基于实践案例

的交通环境整治策略研究相对较少。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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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作为发展目标，缓解交通拥堵，鼓励绿色出

行，提升出行品质，让街道拥有舒适安全的

环境 [2]。《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与这一理念

一脉相承，明确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综合交

通体系，提高出行品质和效率[3]。对北京市

副中心两所学校的周边区域进行交通环境整

治策略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聚焦北京市副中心通州老城区 02

更新改造组团，其内部道路以街区道路(根

据上位规划，副中心的路网体系主要包括城

市干路、街区道路两级，城市干路重点保证

交通功能，道路红线宽度 40~60 m；街区道

路重点满足生活出行，道路红线宽度15~35 m)

为主，人行道绿化带连贯宽阔，绿色出行比

例高，基础条件较好。组团内设有一所中学

和一所小学，长短距离的通学情况均存在，

具有一定典型性。本文旨在通过实地调研分

析提出一系列优化策略，注重实施落地的可

操作性，为中小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治理工

作提供示范。

11 国内外学校周边交通环境优化经验国内外学校周边交通环境优化经验

借鉴借鉴

美国于 1999 年启动安全上学路 (Safe

Routes to School, SRTS)项目，旨在鼓励儿童

利用步行与自行车上下学，并降低去往学校

路途中的各类安全风险。为优化校园与社区

之间的交通环境，SRTS项目在有需求的地

区实施了一系列道路工程措施，包括建立新

的人行横道与人行道、设置更多的信号灯与

速度反馈仪、增宽路肩和非机动车道等。

如今美国步行和骑自行车上学的人数增加

了 31%~43%，并减少了 44%的行人交通安

全事故 [4]。SRTS 项目的实施得到许多资源

保障，2005 年安全上学路成功通过立法，

并于 2012 年加入国家的联邦出行替代项目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 Program)，获得

资金支持[5]。

韩国的儿童交通事故治理在过去 20 多

年间同样取得了巨大成效。首尔率先实施了

校 园 周 边 安 全 改 善 项 目 (School Zone

Improvement Project, SZIP)，改善校门 300 m

半径内的道路安全。主要措施包括：1)学校

附近的道路必须有受保护的人行道，并利用

清晰的标志区分人行道和车行道；2)安装一

系列附属设施，如使用校区道路标志、反光

镜、减速带、防滑设施、防护栅栏等；3)通

往学校主要入口的道路上禁止停车，降低了

车辆停靠时和儿童接触的可能性。该项目产

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根据韩国交通研究所

的估算，仅这一个项目就能使校区内的儿童

交通事故每年减少32%[6]。

中国方面，长沙市在 2015 年提出创建

儿童友好城市的目标，2016年启动“儿童友

好型校园”试点，开展了 10所小学周边的

交通环境与公共空间优化研究[7]。岳麓区第

一小学和仰天湖小学从步行空间、交通节

点、交通组织、交通设施和公共空间这五个

方面开展儿童友好校区改善研究，内容主要

包括：1)通过增加护栏隔离、压缩机动车道

等方式保障连贯的步行空间；2)交叉口街角

拓宽，增加标志标线；3)改善学校周边交通

运行情况，部分道路改为单行交通组织，形

成微循环；4)规划“步行巴士”路线图，沿

线由1~2名成人护送一队孩子步行通学；5)增

加家长等候区等[8]。

深圳市在 2016 年提出建设中国第一个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目标，文献[9]提出“规范

机动车交通，划定安全、连续的步行和非机

动车空间，提供独立、安全玩耍的街道活动

空间和儿童友好的道路交通设施”的发展策

略。龙岗区实验学校周边交通改善的试点从

路权分配、设施功能、交通组织和公共空间

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提出拓宽人行道，增加

非机动车道，增设前方学校标志，增加物理

减速措施和车速反馈仪，增设临时等候区，

改造公共汽车站台等措施[10]。

上述实践活动表明，交通环境的改善是

提升上学路安全性的重点，如在美国 SRTS

项目中 70%~90%的投资资金用于工程基础

设施项目[11]。道路与学校的规划建设工程在

城市建设的时序上往往并不同步，学校投入

使用后往往会产生新的交通问题，这是需要

不断进行学校周边交通环境整治的主要原因。

22 北京市副中心两所学校调研分析北京市副中心两所学校调研分析

22..11 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本文以北京市副中心通州老城区 02 更

新改造组团内的史家小学通州分校(以下简

称“史家小学”)和玉桥中学周边范围为主

要研究对象(见图 1)。史家小学在市政府名

校办分校的政策支持下创建，是通州区的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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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学校，共有六个年级，师生约 3 027 人，

划片区域即本研究范围，面积约 0.77 km2。

玉桥中学是区属普通初级中学，师生约1 648

人，划片区域与史家小学部分重合，跨越运

河西大街，通学过程会穿越玉桥东路—运河

西大街交叉口。史家小学有三个校门，主校

门位于玉桥东路，人车共用，主校门北侧小

门是消防通道，日常仅供人行，在放学时打

开。梨园南街上新开南侧小门，为人行出入

口，在研究期间尚未启用。玉桥中学有一个

校门，位于梨园北街。

两所学校周边区域以居住功能为主，除

了史家小学、玉桥中学，场地中还有三所幼

儿园、梨园东里菜市场、卜蜂莲花超市以及

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如图 2所示，场地边界

的运河西大街和梨园南街为城市干路，交通

性强、道路等级高。场地中其他主要道路，

如玉桥东路、梨园中街均为一上一下街区道

路，交通量不大，街道尺度宜人。梨园北街

为两上两下街区道路，交通量不大。场地内

社区较为开放，内部道路虽有断头路但基本

能形成微循环。场地内道路大部分为一幅路

的设计，非机动车路权未得到充分保障。根

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

层面)(2016年—2035年)》，研究场地属于 02

更新改造组团。在规划方案中，场地仍以居

住功能为主，居住以外的功能区沿运河西大

街、玉桥中路分布在场地外侧，蓝绿空间得

到进一步释放，场地的生活性得到延续与

加强。

聚焦学生通学安全，对两所学校周边交

通环境综合考虑，研究通过三个步骤识别主

要通学路径，作为重点研究范围。首先，分

别以两所学校为圆心，小学以 500 m为服务

半径、中学以 1 000 m为服务半径 [12]，划出

学校服务范围，标记周边小区出入口；第

二，划出通学路径；第三，根据路网分析与

现场调研结果，明确重点通学路径。由此得

到研究重点路段，即史家小学校门所在的玉

桥东路，玉桥中学校门所在的梨园北街与联

系众多居住区的梨园中街(见图3)。

22..22 调查方法调查方法

研究方法为场地调研及访谈，通过对平

时、上下学时段的场地踏勘，对各种交通方

式流量进行统计，客观了解场地的空间基

础、学生通学规律与空间使用情况，如上下

学时段是否有机动车占道停车、非机动车占

道停车情况，是否有拥堵情况。通过对上下

学时段校门前区学生、家长采用的各种交通

39

图1 项目区位及校门实景

Fig.1 Project location and school front gate environment

资料来源：图1a出自《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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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10 min流量统计，分析学生是自行

通学还是家长接送，各种接送方式的比例

等。经过调研分析并形成阶段成果后，通过

与通州区教育委员会与两所学校安全负责人

的访谈，了解学校交通安全痛点，沟通解决

方案并确认可操作性。两所学校安全负责人

均提到，校门周边缺少家长等候区，人行道

绿化带空间未得到有效利用，机动车接送比

例不算太高，但停车占道情况较为突出，对

交通秩序有一定影响。

22..33 通学特征通学特征

史家小学有四个通学高峰：上学、放

学、午间休息和午后返校上学，时间基本与

早晚高峰错开。玉桥中学午休时段学生不出

校，仅有上学、放学两个通学高峰，但放学

时段与晚高峰有重叠(见表 1)。史家小学放

学时，学校采取分年级错时放学的管理措

施，低年级、高年级学生分别使用主校门、

北侧小门离开，新增南侧小门兼顾住在西

侧、南侧学生通学需求。两所学校上下学期

间均有教职工在校门前区进行管理。两所学

校通学特征有差异，如小学通学以家长接送

为主，中学则以自主通学为主。小学家长使

用老年代步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接送的

比例比中学更高，玉桥中学极少观察到自行

车接送学生的情况，学生骑车上下学的情况

较少(见图4)。

结合其他调研结果，在天气、校园日程

安排不同的时候，学生每天的通学方式会有

一定变化，但整体上可以发现两所学校的通

学规律有一定共性，具体如下：

1）放学期间拥堵更明显：上学时家长

40

快速路

城市干路

街区道路

内部路

黎园南街

运河西大街

a 道路等级

b 车道数量

8车道

6车道

4车道

3车道

2车道

图2 场地道路特征分析

Fig.2 Street characteristics

第一步
标记学校与主要小区出入口

第二步
划出通学路径

第三步
识别主要通学路径

图3 主要通学路径识别步骤

Fig.3 Identification of main school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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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停即走，放学时家长会在校门周边等候，

放学导致学校周边相对拥挤，秩序相对混

乱，但情况均不严重，基本未造成周边道路

拥堵。

2）绿色出行比例更高：与预想中差异

较大的是，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步行通学

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小学汽车接送的比例低

于40%，其中早晚接送汽车比例较高，其他

时段以步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为主。中

学汽车接送的比例更低，低于30%，学生主

要自行步行上下学。

22..44 主要问题主要问题

基于场地调研、流量统计与访谈，可以

发现重点通学路径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 上下学期间校门前交通秩序混乱。

如图5a，5b所示，玉桥东路在梨园中街—梨

园南街段两侧均为临时停车，侵占非机动车

道与公共汽车站港湾；梨园北街尽管有明确

的禁止停车标志，上下学期间道路两侧均有

临时停放车辆，并在校门口掉头。此外，两

所学校均为人车共用同一个校门，校园内部

人车流线的交织也有安全隐患。

2）人行道宽度不足。玉桥东路人行道

宽 4 m，但上下学期间史家小学门前行人集

中，且缺少家长等候区，等候孩子放学的家

长严重挤压人行道的通行空间；梨园北街双

侧人行道窄，且被各类设施侵占，在玉桥中

学未设计集散空间的前提下，上下学时段十

分拥挤，且存在安全隐患(见图5c，5d)。

表1 通学高峰时段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school-bound travelling during peak hours

学校

史家小学

玉桥中学

通学高峰时段

7:20—7:40

6:50—7:10

11:30—11:50 13:10—13:30 16:00—17:00

17:30—18:00

下午放学

时
段

下午上学

中午放学

早上上学

1009080706050403020100
比例/%

步行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汽车 老年代步车

a 史家小学

53 1 7 38 1

36 21 11 24 8

52 13 18 12 5

47 9 7 35 2

下午放学

时
段

早上上学

1009080706050403020100
比例/%

44 31 4 18 2

66 2 4 26 1

b 玉桥中学

图4 各时段接送方式比例

Fig.4 School-bound travel modes in different periods

自行步行 接送步行 接送电动自行车 接送汽车 接送老年代步车

a 史家小学(玉桥东路) b 史家小学校门口

d 玉桥中学校门口c 玉桥中学(梨园北街)

图5 上下学时段街道使用情况

Fig.5 Street space occupation during picking-up/dropping-off periods

资料来源：陆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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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街不便。玉桥东路两端连接两条

城市道路，交叉口尺度非常大：梨园南街双

向 6车道，交叉口有展宽；运河西大街尺度

更大，由于长期处于施工状态，对过街体验

有较大影响。场地内其他道路交叉口还存在

转弯半径大、缺少自行车过街指引等问题。

4）缺少非机动车道及保护设施。梨园

中街未设置非机动车道，道路两侧施划有停

车位，骑行存在安全隐患。根据流量统计，

梨园中街工作日平峰时10 min流量为机动车

42辆、非机动车 56辆、行人 39人，因此有

必要增加非机动车道。此外，场地内街区道

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保护设施，非机动车道

易被停车打断。

5）缺少相关标志：根据《中小学与幼

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规范》

(GAT 1215—2014)，学校周边道路应设置限

制速度标志及解除限制速度标志，限速值为

30 km·h-1，附加“学校区域”辅助标志，然

而场地内此类标志并不完善(以玉桥中学为

例，见图6)。

6）缺少家长等候区。玉桥东路、梨园

中街人行道边都有较宽的绿化带，遗憾的

是，人行道绿化带既缺乏景观特色，又缺少

基本的功能。史家小学的集散广场禁止家长

进入，放学期间，家长只能站在绿化带的塑

料布上，或自带小凳子等候孩子放学，无处

可去的家长聚集在人行道乃至非机动车道

上。玉桥中学门口没有集散空间，人行道较

窄，家长常常坐在阻车桩上，等候的电动自

行车甚至会直接挤占机动车道。

33 整治策略整治策略

基于现状问题，提出四项整治策略，分

别从交通组织、行人、非机动车、标志标线

等方面予以回应。

33..11 分离机非流线分离机非流线，，减少矛盾冲突点减少矛盾冲突点

临近史家小学门口的玉桥东路在梨园中

街—梨园南街段和玉桥中学门口的梨园北

街，由于上下学期间机动车占道停车，机非

流线交织严重。建议一方面将行人、非机动

车、机动车的等候区分开，各居其位，另一

方面将其流线分开，各行其道(见图7)。

首先，明确机动车停放区，并加强对违

法停车行为的执法。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市公安局、市交通委 2018年 12月联合

公布的《中小学校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出入口两侧 50 m

范围内不得施划道路停车位。这一要求必须

在副中心贯彻实施。玉桥东路在小学校门

50 m范围内施划有路内停车位，必须取消。

梨园北街全段禁止停车，但上下学时间有大

量车辆违法停车，需增设电子监控设备，加

强执法。

其次，在交通疏解方面，玉桥东路校门

50 m外的路内停车位可以保留，作为家长的

为应取消的标志

为应增加的或设置
不规范的标志

玉桥南里南区 玉桥南里南区
幸福艺居

京艺天朗

玉
桥
东
路

梨园北街

玉桥南里
玉桥中学校门

11 9

1012

8

5

4 3

1 2

7

北

梨园
中街
一巷

①缺少限速及前方学校标志
②缺少限速解除标志
③缺少限速及前方学校标志
④缺少限速解除标志
⑤应改成限时停车标志
⑥缺少限时停车标志

⑦此处应取消前方学校标志及禁止停车标志
⑧缺少地面喷涂
⑨应调整成限时停车标志
⑩缺少限时停车标志
此处应取消禁止停车并增加限速解除标志
缺少限速及前方学校标志

图6 玉桥中学周边交通标志现状

Fig.6 Traffic signs around Yuqiao Middle School

资料来源：陆苹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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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停车区，但停车位需布置在非机动车道

内侧以保证非机动车道的连贯。此外，玉桥

东路南端规划有机动车临时停放区，能停放

超过 100辆机动车。建议与史家小学新增南

侧出入口协调，增加管理用房，进行高标准

收费管理，如半小时内免费，半小时后按最

高标准收费。为避免停车场在无人使用时成

为灰色空间，停车场还需增加照明及种植。

建议对梨园北街断面进行综合调整，以布置

路内临时停车位，满足家长停车落客的需求。

33..22 改善行人过街改善行人过街，，增加家长等候区增加家长等候区

研究聚焦于玉桥东路、梨园北街临近校

门的路段过街，以及重点通学路径上的交叉

口：玉桥东路—梨园南街交叉口、玉桥东路

—梨园中街交叉口、玉桥东路—梨园北街交

叉口以及玉桥东路—运河西大街交叉口。学

校门口的路段过街建议增加警示标语、彩色

路面、趣味喷涂突出路段过街。玉桥东路为

双向 2车道，交通量小，有条件将史家小学

门口路段过街点进行抬升，让行人在平滑过

街的同时，迫使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减速。此

外，建议将玉桥中学周边多处小区机动车出

入口的人行道抬升至同一平面，提升步行氛

围，提示机动车减速。

此外，道路交叉口需进行精细化设计，

如缩小转弯半径至 5~8 m、增加自行车过街

指引、增加行人过街安全岛、设置学校路段

与限速标志等(见图 8)。玉桥东路、梨园南

街、梨园中街均有较为连贯的人行道绿化

带，应把学校出入口两边的绿地与校门前区

一体化设计，铺设植草砖、透水砖以使绿地

可进入、可停留，并增加长凳、坐凳满足家

长等候、休憩的需求(见图9)。

33..33 压缩机动车空间压缩机动车空间，，提升步行提升步行、、非机非机

动车出行环境动车出行环境

保证步行、非机动车的路权及其通行的

基本宽度，是行人与骑行者出行安全的基

础。提倡城市道路空间向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倾斜，也体现着绿色发展的规划理念。为行

规划机动车

临时停车区

主要步行流线

主要骑行流线

主要机动车流线

家长等候区

非机动车等候区

机动车等候区

校门

图7 史家小学校门周边交通组织设计

Fig.7 Traffic organization design around the gate of Shijia Primary School

梨园北街

梨
园
中
街
一
巷

2

1

3

减小转弯半径

增加自行车过街引导

优化街角空间，设置家长等候区

考虑设置分时段行人专用相位

图8 梨园北街路段过街及与玉桥东路交叉口精细化设计

Fig.8 Detailed design of the crossing on Liyuan North Street and the intersection on Yuqiao East Road

2

1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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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骑行者创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

境，才能引导居民越来越多地使用绿色交通

方式，才能进一步从重视机动车通行转向对

人的交流与生活方式的全面关注，将道路工

程转向全要素街道设计，关注城市街区的整

体空间环境与发展。

具体到重点通行路径上，梨园中街无非

机动车道，根据场地踏勘，梨园中街平峰时

非机动车流量大于机动车，有必要增设非机

动车道。建议分段取消单侧路内停车，在停

车位外侧增加双侧非机动车道。梨园北街为

双向 4车道，存在缺少临时停车位、玉桥中

学周边人行道宽度过窄等问题。梨园北街在

玉桥中路—玉桥东路段沿路无主要目的地，

接入的玉桥东路为双向 2车道，加上车流量

小，有条件减少机动车道。建议将梨园北街

调整为双向 2车道或双向 3车道，压缩机动

车空间，以拓宽人行道、增设路内临时停车

位(见图10)。

33..44 增设标志增设标志，，实现交通稳静化实现交通稳静化

增设标志，一方面降低机动车行驶速

度，另一方面规范交通秩序，实现交通稳静

化发展的目的。建议完善的标志标线有四

类：1)学校区域限速标志标线及解除限速标

志标线；2)禁止停车标志标线；3)限时停车

标志标线；4)前方学校红色路面标线。北京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设施管理处于

2011 年开始将彩色路面标线应用于学校门

前。多项研究显示，红色路面对降低学校门

前的车速有显著作用[13, 14]。

建议在玉桥东路、梨园北街补充或调整

交通标志。玉桥东路调整方案包括：整合标

志设置，在校门两侧 150 m处设置限速、解

除限速标志及学校区域提示标志；在校门两

侧 50 m处设置禁止停车标志；在校门周边

200 m及以上区域设置限时禁止停车标志。

梨园北街调整方案包括：增加地面“前

方学校”减速喷涂；整合标志设置，在校门

两侧 150 m处设置限速、解除限速标志及学

校区域提示标志；在校门两侧 50 m处设置

禁止停车标志；在校门周边 200 m及以上区

域设置限时禁止停车标志(见图11)。

44 结语结语

学校周边交通环境的整治与优化需要有

多部门协同机制，以保障方案的落地实施，

增加林下休憩座椅
增加可进入面积

图9 史家小学家长等候区环境提升

Fig.9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of parents waiting area in front of Shijia

Primary School

资料来源：池晓汐绘制。

现状断面

调整后断面

5 2.5 2.5 9 2.5 2.5 6

30 单位：m

图10 梨园北街道路横断面设计

Fig.10 Cross section design on Liyuan North Street

玉桥南里南区 玉桥南里南区
幸福艺居

京艺天朗

北

150 m
梨园
中街
一巷

玉桥
东路

玉桥南里

150 m200 m

50 m 50 m
150 m

玉桥中学校门

前方学校

前 方 学 校

要点：
1）增加地面“前方学校”减速喷涂；
2）整合标志设置，在校门两侧150 m处设置限速、解除限速
标志及学校区域提示标志；
3）在校门两侧50 m处设置禁止停车标志；
4）在校门周边200 m及以上区域设置限时禁止停车标志。

图11 梨园北街标志优化方案

Fig.11 Optimization scheme of traffic signs on Liyuan North Street

资料来源：陆苹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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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通学路得到切实改善。项目将四大策略拆

解为若干行动，并形成项目库，对应到具体

部门。例如，临时停车场的规划实施、路内

临时停车位的施划管理和交叉口的精细化设

计实施由城市管理部门和交通部门共同负

责，校门前区与人行道绿化带的一体化改造

由园林部门负责，交通标志标线及电子监控

设备的设置由交通支队负责。道路横断面的

综合调整与实施相对复杂，需要交通、园

林、城管三个部门协同实施。小区新开出入

口与街角杂物的清理则需要街道办推进。针

对学校内部人、车无法分流的情况，建议教

委和学校加强对学生乃至老师的安全教育与

管理，并告知和引导接送孩子的家长各行其

道、各居其位，和交警部门配合形成交警、

学校、家长三方共治机制。随着学校周边街

道环境更加人性化，教委和学校还可对前文

提到的“步行巴士”模式进行试点推广。

本文总结了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整治的七

类典型措施，以期指导面向北京市其他学校

的后续推广应用工作，具体包括：取消校门

50 m范围内的路内机动车停车位，增加禁停

标志，加强执法；在校门 50 m外施化路内

临时停车位，增加指示标志，加强执法；调

整道路横断面，保证校门 500 m范围内人行

道及非机动车道完整连贯，人行道宽度不小

于 2.5 m，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小于 2.5 m；如

有条件，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在校门前

区增设家长等候区；校门 150 m范围内交叉

口进行减小转弯半径、施划非机动车过街引

导线、视情况增加过街安全岛、进行交叉口

窄化等处理；校门 150 m范围内突出路段过

街，视情况进行窄化等处理；检查、增设校

门周边“前方学校”标志，限速、黄网格

线、“前方学校”红色铺装路面等减速标志。

需要指出，本文涉及的两所学校周边交

通拥堵问题尚不突出；对于学校周边易发拥

堵路段，可借鉴北京市老城部分学校的做

法，尝试实施限时禁行、限时单行和限时封

闭等措施，经验表明可取得一定效果。总体

而言，对中小学校周边交通环境的改善首先

应着眼于安全，通过营造良好的步行和非机

动车出行环境，保证满足通学品质的基本要

求。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考虑如何能够

打造舒适乃至有趣的通学路。这无疑是一项

更具挑战的命题，亦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探索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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