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自行车通勤情况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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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骑行服和装备等全副武装、汗流浃背地出勤的同事？
他们像超级英雄般一转眼就换上了时尚的商务套装，搞定棘手的商务谈判，
回家时又不知道在哪儿偷偷再次换上了骑行服，潇洒踏上回家路。
这样的情景如今在东京的市中心经常上演。为解开这个，
JQR 找来了 3 名东京的自行车上班族。究竟能否揭示超级英雄们的秘密，请大家拭目以待。

JQR ：你决定骑车上班的原因是？

司单程要花 1 个小时的时间。于是，

对是要洗澡的！

那位同事就带我去了附近的自行车
William ：我在英国也骑过自行车，

商店，买了第 1 辆正宗的自行车。

JQR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

但潮湿阴冷的天气让人心情郁闷，

Gee ：是 4 辆中的第 1 辆吗。

淋浴设施，你们怎么解决的呢？

实在不适合骑车族。之后我来到了

早苗 ：是的，第 1 辆！

东京，乘轨交上下班同样让我感到

William ：我有一位有 6 辆自行车的

William ：在挑选老板时，按淋浴设

不适，还容易传播疾病。与之相比，

朋友，他说“买自行车的时候总是

施的有无来决定！

骑自行车要自由得多。街上也没有

买同一种颜色的”
，这样，老婆就不

全体 ：
（爆笑）

那么多的骑车人，心情真的很愉快。

会发现他有很多自行车了。

Gee ：我是在不知道有淋浴设施的

而且，我已经快 5 年没有得过感冒

全体 ：
（爆笑）

情况下加入公司的，正是发现了淋

了。

Gee ：我一直很重视健身，骑自行

浴设施，让我燃起了骑车的热情。

早苗 ：我是因为讨厌早晨轨交拥挤

车是一种随时随地的健身方法。此

William ：在公司的卫生间洗澡的时

的关系。

外也不会受公交和轨交运行时间的

候，我总是担心社长会不会进来。

全体 ：我也是。

束缚，始终都很自由。于是我决定

早苗 ：一位德国女同事一直跟我说

上下班也骑车了。

JQR ：那也就是说淋浴设施只是少

骑“Bike”回家的事，我还以为她说

William ：还有一个让我决定骑车上

数公司才有的奢侈装备咯？

的 Bike 指的是摩托车（autobike）
，

下班的重要因素，就是在我工作的

心想一个女人晚上骑摩托车回家真

地点可以洗澡。

Gee ：还有个办法，那就是趁天还

危险啊。但是，有一天，我在上班

Gee ：这一点非常重要。

没热起来的时候骑车上班。

发现原来她说的 Bike 不是摩托车而

JQR ：关于这一点，有个问题请务

里可以洗澡。

William ：还有，参加健身会所，那

的大厦 1 楼看到了那位同事，这才
是自行车！外语还真是难搞！

必回答。骑自行车可以享受自由，

William ：于是你就想“我也骑车上

不用挤轨交。但是，在夏天闷热的

早苗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

班”了。

东京，出汗了怎么办？

日本企业是禁止员工骑自行车上下

早苗 ：是的。一开始我骑的是所谓

的女式自行车，但是这样的话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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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我的丈夫也曾经打算骑自行
William ：冬天还没有问题，夏天绝

车上班，但被公司阻止了。

Gee Roberge
加拿大人，东京居住 8 年，骑自行车历史 4 年，
2 年前开始从目黑的家骑车到赤坂上班。

大久保早苗
北海道人，在单程约 10km 的上班路上骑车
将近 9 年时间。拥有 4 辆“爱车”
，即使狂风
暴雪也无法阻挡她而得骑车上班之路。

William Hooper
英国出身，与不适合骑车上班的英国相比，东
京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从 2000 年开始骑车上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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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好的方向发生变化呢？

全体 ：
（爆笑）

早苗 ：我是在北海道长大的，即使

早苗 ：骑自行车上班的话，头脑始

William ：但是和乘轨交上下班的人

下暴雪也一样骑车上学。因此，恶

终清醒。一坐到办公桌边就能够立

早苗 ：东京已经开始在政府的主导

相比，我们的衣服并不脏。

劣天气我还真没当回事。

刻转入工作模式。乘轨交上班的话，

下建设自行车道路了。
Gee ：但是，就我所看到的，改善

只局限于人行道。自行车在人行道
上骑不快，首先这非常危险，而且
大多数人行道是行人与骑车人共用
的。只要能够和汽车一起在马路上
行驶，我对自行车道就无可无不可。
早苗 ：但是，即使是普通马路，在

商店和便利店门口停着的配送的货
车很成问题。
JQR ：有没有骑自行车上班所必需
的特殊装备？
JQR ：是因为保险的关系吗？

JQR ：拍照留念了吗？

早苗 ：是的，企业所投保的保险只

William ：拍是拍了，但事实是那副

适用于员工乘坐公交等安全性比较

样子确实很恐怖。

高的交通工具上下班。
Gee ：根据这条法律的话，骑摩托

Gee ：相对于核辐射，我更担心的

车或开车上下班也不行。

是空气的污染，因为周围都是汽车。

William ：那就是说，我们的上下班

所以，有人戴了将整个脸都遮住的

方式不适用保险咯？

口罩骑车。

全体 ：真过分。

早苗 ：我就是每天戴口罩骑车的。

Gee：
但是，
夏天戴口罩也太热了吧。
JQR ：去年的大地震应该说促进了

早苗 ：但是，为了健康，还是戴口

骑车上下班的普及……

罩比较好。

William ：正是在地震的那一天，我

JQR ：大家有没有因为骑自行车而

真切地感到有自行车真好。大家在

受伤的经历？

Gee ：除了装替换衣服用的背包外

William ：刮台风也一样吗？

到了公司还是头昏脑涨的。

JQR ：男性每天穿相同的衣服没有

早苗 ：是 的，台 风 季 节 天 气 闷 热，

William ：我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就

关系，女性的话就有点麻烦了，你

湿度也高，反而不想乘轨交。

是骑车上下班的途中。

怎么办呢？

Gee ：闷 热 天 气 的 轨 交 潮 湿 不 堪，

早苗 ：骑车让人头脑敏锐。在回家

身体黏糊糊的，最讨厌了。我也打

的途中可以忘却工作上的压力和烦

早苗 ：我是把衣服和化妆包放进一

算买一辆更好的自行车，以便在下

恼，到家时已经彻底放松了。

个容积为 20 升的小背包里每天上下

雨天也能够骑车上班。

班的。衣服也都是选轻巧而且不易

早苗 ：山地车就不错。

JQR ：骑自行车上班会不会成为一

起皱的。

Gee ：我的自行车是一辆不错的公

种潮流？

路赛车，为了保护自行车，下雨天
JQR ：这真是好办法。

的人来说有些勉强。

东京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会不

William ：我是不要对骑自行车上下

的时候还可以保护我！

会下雨。反正一年之中不骑车的日

班的好处保密的。因为一旦说出去

子只有 10 到 15 天。

了，路上就拥堵了。

JQR ：你们是怎么换衣服的呢？
William ：我会把商务套装放在公司，

叠好的话，放衬衫也没问题。

咯？

全体 ：
（爆笑）

JQR ：如果有人说 ：
“送你辆汽车，

William ：骑自行车上班没有一点儿

早苗 ：的确是用来替代安全气囊的。

以后不要骑自行车了，开车上班吧”
，

好处。请绝对不要模仿！

Gee ：关键是叠衣服的方法。仔细

你会怎么做？

早苗 ：而且非常危险，还是不要尝

试了！

William ：是的，仔细叠好的话，内

William ：绝对是自行车更好。

衣也不会起皱！！

Gee ：就我的上班距离来说，我会

Gee ：
（爆笑）

选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更快。而

William ：我有一次被汽车撞到过。

混乱的时候回家的。但是我个子比

Gee ：惊险无处不在，出租车不知

较小，被混乱的人群跟在身后的时

道什么时候就会靠边停车，行人也

候，真的很害怕，担心被人推倒，

会在禁止穿越的时候笃悠悠地横穿

自行车被抢走。

马路。

全体 ：真要命。

William ：最恐怖的是逆向行驶迎面

Gee ：大家都跑到自行车商店去买

过来的自行车。

车了，我因为已经骑自行车的关系，

早苗 ：我也是。

没有受到影响。

William ：这真的很危险，警察也不

William ：一旦发生地震，自行车就

制止。

派上了大用场。当然，因为害怕核

Gee ：但总体来说，东京还是很适

辐射的关系，我戴上了把整个脸都

合骑自行车的。

全体 ：哈哈哈哈！

且我不喜欢到健身会所去骑永远到
JQR ：天气恶劣的时候你们怎么办？

不了目的地的健身自行车。我自己
的自行车是最棒的。

William ：偶尔也会送去干洗啦…

那天也骑车上班了吗？
早苗 ： 是的。然后是正赶上那阵

对住得离工作场所比较远

William ：我在下雨天也不骑车。在

JQR ：像安全气囊那样么？

JQR ：那就是每天都穿同一套套装

Gee ：

早苗 ：除此一位，这个背包在危险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了。

每天只带换洗的衬衫。

是不骑。

it's my way
to stay fit!

I avoid
crowded
trains!

Cycling to
work clears
my mind!

罩住的军用防毒面罩。最初我还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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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们会笑我，真的戴上之后……

JQR ：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在开始规

大家还是吓了一大跳。

划建设自行车专用道路和专用线

全体 ：
（爆笑）

路。大家有没有觉得东京也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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