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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投诉: 坐B1就像坐
“过山车”

近日，大河报接到市民
投诉称，长江路BRT车站两
侧车道坑洼不平，乘坐体验
极差。

12月1日上午9时30分，
郑州市正处于出行早高峰，记
者来到长江路嵩山南路，路口
的快速公交换乘区熙熙攘攘，
站台聚集着大量乘客，多以上
班族与学生为主。

“现在BRT感觉跟坐‘过
山车’一样，停车就是进坑，
起步就是爬坑，一高一低的
让人头晕。”家住长江路秦岭
南路附近的郑州市民李先
生，每天都要来回乘坐4次
B1去金水路附近上班。他坦
言，BRT是他出行的首选工
具，但是车辆已从最初的舒
适变成了如今的颠簸。

“每次一听到车快到站
了，我就会赶紧找个支撑物
抓住，要不然颠得真是受不
了！”乘客周女士，同样每天
需要坐 B1 出行，她告诉记
者，现在家里老人有出行需
求时，她会交代他们尽量别
选公交，“害怕他们扛不住颠
簸”。

记者探访: 专用车道陷
坑分布很“均匀”

在站台北侧 BRT 停靠
区，记者看到原本平坦的柏
油路面出现了四个大小不一
的坑。坑的边缘，因挤压而
翻卷出来，高出路面大概 6
厘米，坑的位置正好对应公
交车前轮的停靠区，公交车
进站停车，就会卡在坑里。

记者随即登上自西向东
开往中州大道农业路方向的
B1路快速公交，发现长江路
沿途的嵩山路站、淮南街站、
大学路站、行云路站、紫云路
站的BRT专用车道，坑洼现
象较普遍。

最为明显的，是长江路
嵩山路站、长江路秦岭路站
以及未来路上的徳风街站，

这些路段，可以看到路面上
大坑连着小坑。值得注意的
是，所有的坑无一例外都与
公交车轮位置吻合。

司机无奈: 车陷坑里出
不来，开车要会“荡秋千”

“每次遇到坑，都得下意
识左倾或右倾躲避。”B1车长
黄师傅说，“有时候车开不稳
了，还遭乘客埋怨。”

据黄师傅介绍，如今大
多数BRT都是气电混合动力
汽车，一旦车轮深陷坑内，起
步就非常艰难。“车要想启
动，需要两个半回合。踩一
下油门，车不向前反而后退;
再踩一下油门，车弹回再后
退;接着继续猛踩油门，这时
车才会‘呼’一下开走。”

“有些坑还必须下，因为
不下坑，乘客就没法从站台
上车。”黄师傅表示，以前柴
油动力车还可以，一加油门
就上去了，现在用的是气电
混合动力车，需要来回荡好
几次，才能借助惯性上去。

“现在开车要会‘荡秋
千’，要不然在坑里就上不
来，如果碰到雨雪天就更难
了，车轮一直打滑根本爬不
出来。”黄师傅说。

受损探因: 承载大、雨水
泡等是受损主因

为何公交车站站台的坑
洼特别多并且多集中在公交
车轮胎停靠处？“公交车不仅
自重大，而且在刹车时对地面
压力大，极易造成路面破
损。”负责未来路道路养护工
作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养护二
所副所长董珂告诉记者。

以两节18米长的B1路
公交车为例，BRT本身满载
重量能达到40吨左右，但刹
车或者等红绿灯时，一减速
一起步，由于与地面摩擦，此
时BRT承载压力瞬间提高到
60吨，大大冲击道路承受力。

“路面水多了，也更容易
坏。”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

说，现在的市政路面大多为
沥青路面，持续下雨，雨水长
期浸泡道路，渗入沥青混合
料，导致沥青骨料松散，破坏
沥青面层跟基层之间的黏
性，就极容易损毁路面。“只
要沥青路面出现一点小破
损，很快就会扩展成为‘大伤
口’。”

“除此之外，这些快速公
交车道的设置时间较为久
远，当时设计与施工指标较
为落后也是原因之一。”董珂
说。

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已上报，等待全市统一规
划进行“中修”

针对BRT车道破损严重
的现象，董珂表示，BRT车道
和一般的市政道路并不一
样，前者对施工工艺的要求
很高，同为沥青路面，普通道
路的沥青厚度大概有10cm，
而BRT专用车道的沥青厚度
至少得铺设 30cm，甚至更
高。

董珂说，他们对于BRT
专用车道运行维修从未间
断，道路巡视员每天都会进
行巡查，一旦发现影响道路
安全的坑洞，就会立即组织
施工，对道路进行恢复性铺
设，“但是道路养护管理只能
对道路表面进行维修，无法
做到根本性的修补，这种‘打
补丁’式的维修也就能管2~3
个月”。

“使用日常养护手段无
法满足BRT车站的过车需
求。”董珂表示。尽管小面积
的修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道
路破损问题，但在现有交通
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养护部
门只能对BRT车道进行“见
坑补坑”的修补。“我们已经
将问题上报，等待上级部门
规划完成，将对全市公交道
路进行中修。”

“公交车在站台处停靠
时，不要急点刹车，这样能够
有效地延长路面的使用寿
命。”董珂建议。

本报讯“接到电话后，
心情很平淡，只要失主东西
没丢，拿走就行了。”11月28
日，济源市民石长伟拾金不
昧想要句“谢谢”一事在大河
报AⅠ·05版报道后，他最终
接到了失主刘女士的致谢电
话，心愿得了。

11月30日，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电话联系了失
主刘女士，她是一家企业的
负责人。“我正在武汉出差，
距离丢包已时隔两年多了，
几天前，警察给我打电话，
我又想了这事。”刘女士说，
她是东方国际公馆小区的业
主，事发当天她急着外出，和
别人约好地点后，便站在事
发车棚旁等车来接。在此过
程中，将包落在了电动车
上。“坐车走了才想起包没
拿，回去找已找不到。”

刘女士说，情急之中，她
来到济源一中附近警务岗询
问，是否有人交包？警察仔
细询问并核对包里的物件

后，将包交还给了她。当时
因朋友催促乘车离开，她只
顾上和交警说了“谢谢”。“如
果知道包是石先生捡到的，
我肯定要感谢他！最起码的
素质我还是有的。”刘女士
语气中充满歉疚，此事见报
后她得知了石先生的电话，
便立即致电解释当时的特殊
情况，并表达了感激之情。

11月30日，记者翻阅刘
女士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段
话：“在每天的生活中，感谢也
是重要的善，但不能期待感谢
的回报。即使别人没有给予
你任何回报，也要自己主动说
声谢谢。谢谢的连锁反应、感
谢的循环就会开始。”

时隔两年后，石先生终
于了却了牵挂。他说，自己
的经历经过大河报报道后，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店里的
老板和同事纷纷为他点赞。

“我很欣慰！事情就应该这
样做！”石先生表示，今后遇
到类似的事，他还会这样做。

本报讯 日前，郑州交警
在金水立交夜查大货车致交
通拥堵受到一些市民吐槽。
11月21日，大河报AⅠ·10
版以《夜查大货车，立交桥上
车难行》为题对该情况进行
了报道，当天郑州市交警支
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
步改进勤务方式，达到严处
违法和道路畅通的最佳契
合。11月30日，在郑州市公
安局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讲评推进会上，郑州市
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
保再次提及大河报的报道，
并再次强调交警在执法时一
定要依法、严格，同时还要注
重执法效果、群众的接受度。

“交警在查车，桥上停了
一大溜大货车，我们正常通
行的也被堵在这里。”这些
天，一些读者向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反映，“这段时
间，在郑州市中州大道金水
路立交桥上，我看到好几次
交警在桥上查大货车，非常
影响桥面车辆通行。”

“警察大冷天冒险在车
流中查货车也不容易，但能
否把好事办得更好，尽可能

在执法中不影响正常车辆通
行。”一名经常开车从这里过
的市民说。对此，记者进行
了调查，发现的确存在读者
所说的情况。专家建议，相
关部门应该多用现代化的电
子抓拍和增加限高杆限制货
车上高架等未雨绸缪的手
段，尽量减少这种大货车上
桥后再查的情况。

11月21日，本报对上述
情况进行报道后，当天郑州
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将通过科学部署警力、定
点设岗和流动巡逻相结合、
分时段间隔处罚、加大现场
查处力度、依托电子监控抓
拍设备对闯禁行货车进行抓
拍等措施，达到严处违法和
道路畅通的最佳契合。23
日，本报对上述回应进行了
跟踪报道。

11月30日，在郑州市公
安局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讲评推进会上，郑州市
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
保提及大河报的相关报道，
并再次强调交警在执法时一
定要依法、严格，同时还要注
重执法效果、群众的接受度。

BRT车道坑洼多 乘客坐车如坐轿

快速公交车道
坑洼不平，车辆颠簸
不止，碰到下雪天还
会“趴窝”……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近日走访发现，居民
出行最爱乘坐的平
稳快捷的快速公交，
在未来路与长江路
路段，却因破损严
重，影响了车辆的正
常通行和乘客的乘
车舒适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实习生 张阳 文图

《夜查大货车，立交桥上车难行》后续

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强调
交警执法时要考虑群众的接受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他捡万元现金上交警方，然后呢……》后续

拾金不昧的石先生，
听到了迟来的“谢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崔峰

郑州未来路与长江路路段路面破损严重，市政工程管理处称已上报，等待“中修”

在郑州市未来路航海东路站，BRT车道出现多处明显坑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