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日子没法过啦，现在怎么抓那么
紧呀！”“ 人没拉多少，电瓶倒用得差
不多了，这钱太难赚了。”“ 人力三轮
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 ⋯⋯如果
说，在政府部门一味的高压打击下，黑
三轮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还是“ 单兵作
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运作模式。
那么，随着人力三轮车的出现，就如同
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让众多黑三轮
司机看到了“ 转正”的希望。

于是，为了证明“ 即使没人管，我
也可以做得很好”，志同道合的司机们
走到了一起，提出了“ 在服务上到位，
在工作中自卫，在驾驶中暖胃”的营运
新体验。

黑三轮“ 小队长”尹师傅是这次
“ 自治行动”的发起者和牵头人，他自

称手下“ 带”着一支四五百人的黑三
轮团队。他一边跨在自己的三轮上等
着生意，一边饶有兴趣地解释其经营
策略转型和增加品质服务的一些表现
方面：

首先是黑三轮外形要规范整洁。
“ 凡是合法的东西至少在外表上看起

来必须要统一齐整。现在你来看我们
的黑三轮车队，统一的蓝色顶篷，每辆
车车尾都有‘ 车牌号’。比起以前在路
上乱停乱开的情况，你看现在我们在
不拉客的时候，都是井然有序地排队
停在路边等候的，就像外面宾馆门前
的‘ 差头’一样的。”说这话时尹师傅
神情略显得意。

其次是做生意要诚信经营。“ 以
前我们一些黑车团体的确存在过随
便要价、宰客的现象，这些不顾顾客
的承受力，随意践踏顾客权益的短视
行为，给整个群体都在抹黑，十分影
响我们的名声。现在我们也都‘ 整
改’过了。”尹师傅介绍说。随后记者
就此展开走访，发现目前黑三轮的要
价基本趋于相同，也很少有乘客反映
遇到被宰的情况。有常来周浦玩的附
近学生表示，“ 现在黑三轮很多，如
果哪一辆要价高马上就会显得突兀，
失去竞争力，所以基本上价格都挺统
一的。”

最后还要学会在服务中开展“ 温
情攻势”，以提高乘客的好感。“ 服务态

度不好，对我们的事业肯定是十分不利
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各位师傅，不仅
要在驾驶技巧和熟悉路线等专业方面
保持游刃有余，还要学会掌握乘客心
理，笑脸待客，多为他人想一点，多做一
点附加服务。”

尹师傅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我们
有些师傅会在迎客上车前，帮助乘客把
比较重的行李搬上车，还会在送客下车
后，扶单身老人上楼，遇到孕妇会注意
放慢车速。这些都是细节，但很多细节
决定人家对你们的整体印象。平时我们
在等客人的时候也不闲着，这些时间都
是我们互相之间交流服务经验，提高业
务素质的机会。当然，有些具有普遍价
值的经验，大家听后都会遵循，但还有
些富有个人服务特色的行为，是能体现
个别师傅个性的。比如我们这里有个师
傅别出心裁地在后车厢里铺上写着

‘ 欢迎光临’的地毯，在座位上加装软
垫，虽然打破了我们统一外形的规矩，
却意外地引人注目，许多客人不声不响
地都喜欢钻进他那辆车。这些都是提升
自我形象的一种尝试。”

统一整编、规范收费、温情服务，他们在居民中的口碑越来越好

周浦黑三轮为求 生存搞“ 自治”求“ 洗白”
一提到黑车，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 违法”、“ 取缔”等字眼。政府和相关部

门对黑车整治工作不惜痛下各种“ 猛药”。然而，庞大的市场需求却让黑车司机
们宁可冒着各种风险也不愿“ 隐退江湖”。

浦东新区周浦镇，曾经是黑三轮的重灾区，无论是政府的集中打击，还是
“ 穿梭巴士”、“ 自行车租赁”的抢占市场，都没能将黑三轮“ 赶尽杀绝”。而今，

一支有着政府监管的人力三轮车队的出现，让长期与政府站在“ 对立面”的黑
三轮看到了“ 漂白”的可能，为了证明“ 我也能做好”，数以百计的黑三轮抱团

“ 自治”，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被政府“ 招安”。 本报记者 顾卓敏 赵一智

没有信任，就没有这种默契。
中午11点刚过，一位中年太太从

周浦万达广场的乐购大卖场中缓缓推
来一辆满载的购物车，冲着街沿走来。
她的眼神有些游移，并不像在寻找什
么，尽管她明显需要交通工具；推车的
手臂偶尔往后蓄一下力，略显疲态。

路边一位黑三轮车主迎了上去，
不带任何刻意，轻轻伸手接过太太手
里的购物车，麻利地把车里大袋大袋
的生活用品逐次搬上自己的三轮，一
切自然得好像他就是来自她家的私人
车夫。两人对视一眼，始终默然，直到
货物搬完，这位太太竟就淡然地扔下
一句话，推着空购物车转身离去：“ 我
把车去还了。”

太太渐渐走远，消失在30米开外
的乐购入口处。黑三轮的“ 车老大”露
出一排沾满烟垢的牙齿，憨厚地冲我
们傻笑：“ 来回送一次5块钱，她留下的
这堆东西我瞅着，怕是50块钱都不止，
我要是载着它们溜走，那肯定赚大
了。”说完他的眼眉笑得更弯了，只不
过带着一种戏谑的表情，并不当真。而
就在一分钟前，我们这群“ 可疑而不厚
道” 的旁观者曾故意向他提出了一个

“ 邪恶的念头”：“ 人都不见了，你要是
现在开走的话⋯⋯”

3分钟后，那位太太的右腿重新跨
上三轮，她也没低头检视一下自己的东
西，一抬手，跟开车的低声叨咕了一句
什么，三轮车便载着她扬长而去⋯⋯

这位黑三轮师傅姓徐，山东人，老
婆是饭店服务员，还有个8岁的儿子。
对于老徐而言，开黑三轮根本不能称
之为是一份工作，最多只能说是谋生
的手段，“ 政府对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
越大，从早上7点抓到晚上8点，一刻不
停，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如果被抓
到，就是没收车子，这就意味着2400元
瞬间就‘ 打了水漂’。”

被问到是否想过转业，老徐面露
尴尬：“ 没啥别的手艺，干过好多行，还
是想指着它养家吃饭。”想了想他又补
充道，“ 我们虽然不正规，政府要取缔
我们，但我们也想自强，在民间打造自
己的口碑。这一带的客人都很信任我
们，他们也的确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总

想着抱之以更体贴的服务，比如帮他
们搬搬东西什么的。我们渴望做强自
己的市场。”老徐这番话，与之前那位

“ 马虎” 太太的举动自然而然地吻合
在一起。

而在人流繁忙的周末，周浦万达
广场区域的黑三轮整齐地排在路边候
客。记者在一旁驻足观察20分钟左右，
就看到有不下15位“ 乘客”上前与车主
议价，往往都在简单的两三句话的交
流后便坐上车，一路扬尘而去。一位黑
三轮师傅介绍说：“ 节假日和周末是生
意最好的日子，一天多的可以拉上几
十个人。哪怕是在下雨天，即使人流少
了，但居民一旦出了门，就更需要我们
的接送，这跟出租车是一样的道理。”

长期以来，周浦地区的黑三轮广受
诟病，黑三轮筑车墙挡道、肆意要价宰
客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周浦镇也联合
各职能部门多次进行集中整治，但却始
终未能将“ 黑三轮”逐出市场。对此，周
浦镇相关负责人也坦言，“ 穿梭巴士”

线路太少，有相当部分区域的小区居民
未能惠及到，加之“ 黑三轮”司机的违
法成本太低，成为了“ 黑三轮”屡禁不
止的两大因素，从而形成“ 你来我躲，你
走我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一方面，“ 黑三轮”的存在有着市

场需求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是高昂的
执法成本背后的屡禁不止，这一切让
周浦镇政府意识到，打击黑三轮、治理
黑三轮，必须疏堵结合。为此，周浦镇
尝试在“ 黑中选灰”，通过组建人力三
轮车队，来探索一条治理黑三轮的城
市管理之路。

“ 这个事情从酝酿、筹划，到之后
的人员组成，车辆的配备，每个步骤都
是做得相当慎重。作为政府部门，我们
也很清楚，在法律政策面前，人力三轮
车与黑三轮是平等的，大家都是非法
运营的无证车辆。所以我们也只能是

‘ 多做少说’。”周浦镇有关人士说。
据了解，目前活跃在周浦的人力

三轮车源于镇里针对4050人员的一个
再就业项目，最初是由就业中心负责
招募的。“ 我们也做过市场调研，确实
从目前公共交通线网布局上说，黑三
轮有它存在的市场。只是简单依靠相
关部门的联合执法、收缴车辆是远远
不够的。因此，我们就想通过成立一支
正规军的队伍来冲击黑车市场。”

然而，作为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
探索，这支队伍的规模并不大，目前活

跃在市场上的人力三轮车仅有五六十
辆。但是，由于人力三轮车的人员构成
全部来自于周浦镇的户籍人口，还要有
一个同样拥有上海户籍的担保人，并且
人车对应，一一备案登记。在这种情况
下，对于乘客而言，一旦出现事故，不仅
能够追究责任，还是有政府这个“ 大
庙”在。

“ 说实在的，当初组建这样一支人
力三轮车队，也是在探索一种‘ 疏’的
途径。从目前来说，开黑三轮的司机大
多是外来人口，他们的谋生手段有限。
你会发现，加大对黑三轮打击力度时，
无证摊贩就多了，而集中整治无证摊贩
时，黑三轮又多了，因为无论做哪种生
意，都是这些老面孔。因此，在城市管理
过程中，如何平衡这些矛盾，也是个大
学问。”

记者从浦东新区建交委获悉，目前
周浦镇可以说是浦东治理黑三轮较为
得力的标兵区域，这不在于黑三轮数量
的减少，而在于整个区域交通状况的改
善。同时，相关人士也表示，对于周浦镇
的“ 大胆尝试“ ，希望用市场效果来检
验，而不是行政手段来“ 扼杀”。

虽然，没有书面化规范化的约束
条例，但在黑三轮司机的心里，都有一
本“ 员工手册”。改头换面在他们看来
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自己的新形
象，也关系到这个群体给他们乘客的
总体印象。

在采访中，不止一位黑三轮司机
表示，“ 我们绝对可以比人力三轮车做
得更好。”并且他们还表达了愿意接受
政府统一收编和管理的愿望，“ 这其实
也是我们弄出这一套规范化服务所希
望收到的反馈，毕竟老是靠小圈子单
干也不是办法，终究不合法规。”

“ 现在我们这里的车夫大多数都
是按照我的这些想法在做的，大家都
是老乡，都是好说话的。万一有点什么
纠纷出现在乘客和车夫之间，我们一
定会不偏不倚地处理，如果是我们车
夫不对，我们一定会说服他去跟人家
道歉，必要时给予适度经济补偿，这是
为了维护我们大家的市场形象。如果，
我是说如果出现害群之马不愿回头，

他将被我们的圈子集体摒弃。当然，目
前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事。“ 尹队长最后
许愿似的表示，“ 不得不承认，这一切
都只是一个脆弱的体系，终究我没有约
束我们整个三轮车团队的权力，所以如
果未来能在官方渠道获得一种资质，真
正能把大家规范化地管理起来，那怎么
也肯定比我们现在这种样子强！”

如果说“ 黑三轮被收编成正规军”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么，已经作为

“ 正规军” 的人力三轮同样存在诸多短
板。比如，人力三轮车需要每月缴纳200
元的管理费，这就迫使很多人力车夫只
能提高报价，在价格上竞争不过黑三轮。

对此，周浦镇一位相关负责人坦
言，整编投放的这些人力三轮车还只是
一种尝试，目前收效不大，未来还有待
研究改进。此外，今年4月镇政府对人力
三轮车的运营情况作了调研，发现一些
车辆有转包、转表，私自安装电瓶等情
况。这样一来，正规军也出现了“ 非正
规”的死角，整改之举势在必行。

一位“ 马虎”太太把黑三轮当“ 寄存箱”

周浦镇先行先试“ 灰三轮”

黑三轮转型自强拼“ 品质”

有一天能被收编为“ 正规军”

本报记者和编者目击这位太太上车前， 车夫帮她把超市推车里的东西搬上车，随后这位太太便放心地转身去还推车了。 本版摄影 记者 吴恺
图左的一排三辆都是“ 黑三轮”，图右那一辆是“ 灰三轮”，后者头顶上有

“ 庇护伞”，这让前者“ 穷则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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