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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Today’s Focus

在海口有这
么一群人，他们
白天睡觉，夜间
活动；他们或骑
着电动车在街头
穿梭，或经常守
在饭店、KTV、酒
吧 等 场 所 的 门
口；他们可能自
己没有轿车，但
是开过价值十几
万元甚至几百万
元的豪车；他们
服务的群体大多

“神志不清”，有
时还会与顾客发
生一些“啼笑皆
非”的故事，他们
就是酒后代驾司
机。近日，记者
深入这一群体，
了解他们的工作
和背后的故事。

记者 张野 文/图

海口
代驾司机的
“夜江湖”

杜师傅是“e代驾”的代驾司机，干这行已
经快3年。在表明意图后，杜师傅同意记者跟
随他一起，记录他一个晚上的工作。

9月4日，星期一，按照约定时间，记者晚上
7时准时到达海口白龙南路的海南菜馆，杜师
傅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与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两
名代驾司机。

杜师傅骑着一辆小型的可折叠电动车，穿
着蓝色的工作服，肩上挎着一个小包，包里装着
一张垫子、充电宝、数据线、备用手机、烟、打火
机、口香糖、槟榔和一包纸巾。

“垫子是用来铺在后备箱垫电动车的，充电
宝数据线和手机是必备的，防止手机没电影响
接单；为了防止跟客人说话有烟味，所以我经常

嚼口香糖；纸巾和槟榔是给客人准备的，有时候
客人吐了，可以用纸巾擦擦，有客人爱嚼槟榔，
就给他递一个。”杜师傅说，这些东西不是公司
要求带的，是他在工作中总结摸索出来的。

时间还早，记者与杜师傅及另2名代驾闲
聊了起来，“这才刚到饭点，会有客人吗？”记者
问。“有时候，有些客人要赶场子，简单吃一点马
上就要走，所以还是有人的。”杜师傅介绍，一般
晚上7点到10点是代驾的高峰期，这部分客人一
般是吃饭的、赶场子的或者吃完饭回家的；晚上
10点到12点没什么客人；零点以后又是高峰期，
KTV、酒吧等场所的客人开始陆续回家或者赶
下一个场子，这个高峰期一般持续到凌晨3点
多，高峰过了，我们也就下班了。

核心
提示

代驾司机的
“极品”客户

与时间
“逆行”
代驾人的“夜生活”

“开过很多车，有夏利也
有保时捷”

晚上10时30分，记者到达“夜电”，约10分钟后，杜
师傅骑着电动车来了，“我先排个队。”他说，这里有多名
代驾等活，所以他们要在群里打卡排队，然后按顺序依
次接单，杜师傅排在第二位。“这个点，吃饭的基本都结
束了，没什么单子，可以休息一下，等12点以后吧。”杜
师傅点了一根烟，在一家商铺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十几分钟里，陆续有六七名代驾司机赶到，因为彼
此熟识，很快就聚在了一起聊了起来，“前几天我开了一
辆劳斯莱斯，太爽了！”“我昨天接了6个单”……

记者和杜师傅也聊了起来，“夜店的客户没几个是
清醒的，以年轻人居多，多是富二代或者老板，上班族这
个时间点早就回家睡觉了。”杜师傅说，他开过很多车，比
如夏利、比亚迪f0等，也开过大货车，“那个货车要过海，
两个司机都喝了酒，就叫了我，我帮他们把车开到了港
口。豪车我也开过，什么保时捷911、宝马Z4等等。”

“下雨天会‘爆单’，但开
车也危险”

“我们做代驾的，对雨天是又爱又怕，爱是因为下雨
天会‘爆单’，很多喝完酒的人都不敢开车；怕是因为下
雨天路滑，开车很危险 。”聊了一会，仍不见有人叫代
驾，记者有些着急，“没办法，这个时间段就只能干等
着。”杜师傅说。

晚上11点，代驾们分别前往各个“站点”就位，这表
示生意要来了。杜师傅介绍，在这一片，他们根据停车
场的分布安排了5个点，“1号位是在‘k先生’门口，2号
位在‘夜电’门口、3到5号位依次往下排，这样可以不错
过任何一个可能叫代驾的车主。”

由于一直没有单子，杜师傅决定去蓝天路的甲壳虫
KTV，“那边排队的代驾少，我们过去看看。”到达KTV
后看到，已经有几名代驾在门口等着了，“现在人不多，
刚出了一个单。”一名代价说。因为杜师傅来得比较晚，
排队排到了十几号。

将近次日凌晨1点，一直没有单子，杜师傅又回到
了“夜电”，“可能今天因为中元节的关系，人比较少。”

晚上7点“开工”，10点之前和12点以后生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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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快，那边叫人了。”杜师傅头向后一转，马上
飞奔了过去。记者顺着方向看去，3名男子站在海南菜
馆门口，向杜师傅招手，记者快步跟上。2名男子叮嘱
杜师傅要把那个微醺的男子安全送到，便转身进去了。

记者看了一下表，晚上7时46分，杜师傅迎来了当
天的第一单生意。车主身材瘦小，看似50岁左右，表
明意图后，他同意记者跟着杜师傅跑这一单。

“先生，请问您的车停在什么地方，方便说一下车
牌号吗？”杜师傅问。“后院停车场。”到达停车场后，杜
师傅首先打开后备箱，从包里掏出小垫子，铺在后备箱

里，然后把电动车折叠起来放了上去。
其间，记者跟车主聊了起来，“刚刚跟朋友喝了两

杯白酒，现在准备回家。”就在此时，车主接了一个电
话，“好的好的，我现在过去。”说了几句话便挂掉了电
话。杜师傅坐上驾驶座后，车主说，“去海秀路的唐盛
酒店。”“先生，咱们是从蓝天路走还是从国兴大道走？”

“随便吧。”杜师傅便开车出发了。
达到目的地后，杜师傅把车停好，“师傅，你车开得

真不错！”车主一边夸奖杜师傅，一边掏出40元递给
他，杜师傅接过钱表示感谢后，与记者一起离开了。

第一单挣了40元，还被客户夸“车技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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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附近的单子少，杜师傅决定去附近的“代驾集中
点”，一路上又聊了起来。“看到没，刚那位客人就是典型
的赶第二场的人。”杜师傅说。

刚走出不到1公里，杜师傅的手机响了，他接了电话
后说道，“好的好的，我距离您很近，大概3分钟到，请稍
等。”挂了电话后，杜师傅向记者说了5个字“海德堡酒
店”，然后骑上电动车走了。

记者紧随其后，到达目的地时，3名男子已经在酒店
门口等着了。杜师傅上前接过车钥匙，把电动车放进后
备箱，记者经允许也上了车。车主坐在副驾驶座，记者和
另外两名男子坐在后排，“把他们俩送回家，我去大上海

俱乐部。”车主跟杜师傅说完话后告诉记者，他们是一家
投资公司的同事，刚一起吃了晚饭。

将两名男子送到一个小区门口后，杜师傅开车前往
大上海俱乐部。车主告诉记者，因为经常陪客户喝酒，
他经常叫代驾。当车行驶到龙昆北路与华海路交叉口
时，车主惊呼一声，记者抬头看到，路边站着四五名交
警，车主赶紧拿起手机拍摄小视频，“华海路路口有交
警，有交警。”然后将视频发了出去，“还好叫了代驾。”车
主哈哈大笑。

到达目的地后，车主通过微信向杜师傅支付代驾费，
“你们先走吧，我在车里休息一会。”他说。

看到路边有交警，客户拍视频广而告之

记者跟着杜师傅刚走出去不到100米，杜师傅的手
机又响了。“就在附近，国宾大酒店对面。”说完，他骑着电
动车就走了。

当记者赶到时，车主和杜师傅已坐上车，起初车主不
同意记者上车，几番沟通后，他才终于答应。“不要采访
我，如果采访我，师傅请马上停车让他下去。”车主说。

一路上，记者不敢多问，杜师傅则专心开车。到达目
的地后，车主说，“就把车停在小区门口吧。”“您没问题
吧，要不我帮您把车开进去？”杜师傅有些不放心地说，但
遭到了拒绝。

车开走后，时间已到了晚上9时48分，杜师傅掏出
手机给记者看，“这位是我们的黄金用户。”

在等单子的时候，杜师傅和记者聊了起来，“你看到
没有，有的客户酒后很爱说话，一路上不停地说。原则
上，我们是不主动跟客户说话的，但是如果客户主动找我
们聊天，我们就聊；第三个客户就是话非常少的那种，告
诉你目的地后，要么看手机，要么闭目休息，这种客户一
般有相对体面的工作，行事比较谨慎。”

随后，杜师傅又接了两个单子，由于快到晚上10点
了，杜师傅建议记者去海秀路的“夜电”酒吧等他。

单子接二连三，有的客户不苟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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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与客户的
“二三事”
经过一个晚上“跟班”体

验后，9月5日下午，记者邀请
杜师傅、刘师傅以及一家代
驾公司的有关负责人李先
生讲述了发生在代驾
司机身上的有趣
故事。

杜师傅之前在老家山东工作，去年10
月份才开始做代驾。“因为公司在海南有一
个项目，我就被调过来了。”杜师傅说，来海
口后，他认识的一个老乡平时兼职做代驾，

“我每次去找他玩，俩人没聊多久他就接订
单走了。我问他做代驾赚钱不？他说‘还可
以，好的话每天都能有几百块收入’。”

渐渐地，杜师傅对代驾产生了兴趣，
“有一次公司的项目停工大约一个月，其间
我就开始做代驾。”杜师傅说，他刚开始做
代驾既兴奋又有些害怕，上手以后干脆辞
掉了工作，全职做代驾。

每天下班回到住处已经是凌晨四五

点，一觉醒来快到中午，醒来先打开手机看
看有没有订单，有的话收拾一下就赶紧出
门了，没有的话一般等到晚饭后才出门工
作。每天如此，日复一日。

由于工作业绩比较突出，杜师傅被提
拔为海口一个片区的负责人，升职后每月
收入可观，“我现在每个月平均收入有9000
多元吧。”杜师傅说。在代价系统里，记者
看到杜师傅的主页显示他的总代驾次数为
1393次，总收入近8万元。

刘师傅是一所高校的老师，2015年经
朋友介绍开始兼职代驾。代驾系统显示，
刘师傅目前接单的总收入已破10万元。

忙活一晚上，接了6单
生意，挣了430元

半个多小时后，陆续有人从酒吧里出来，杜师傅马
上赶到k先生酒吧门口，看到有人出来就上前询问是否
需要代驾，但大部分客人表示不需要。“选择客人是有技
巧的，第一要看对方的腰上有没有车钥匙，第二要看对
方的状态是不是需要代驾。”杜师傅说。

凌晨1点57分，杜师傅终于接到了后半夜的第一
单，一名男子从酒吧出来，向等在门外的杜师傅挥挥手，
杜师傅马上迎了上去。来到一辆别克商务车前，杜师傅
把电动车折叠好放在后备箱，男子上车后，4名女子也跟
着上了车。

因为没有座位，记者并没有跟上去，大约半小时后，
杜师傅回来了，“这辆车我认识，经常来这里，车牌号我
都记住了。”杜师傅说，他们上车后说要吃夜宵，然后就
去了宜欣广场，“他们还在车上讨论明天是去KTV还是
夜总会。”

凌晨3点半，夜店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杜师傅示意
可以撤了。这个晚上，杜师傅共接了6单生意，挣了430
元，虽然等待的过程很无聊，但对于当晚的收入，杜师傅
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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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职代驾司机月均收入9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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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司机每天接触的客户大部分都是
喝醉酒的车主，因此难免遇到各种令人感
到无奈或啼笑皆非的事情。

“我接过一个订单，对方晚上8点半下
的单，让我去希尔顿酒店等着，但是我等了
很久就是不见客户出现，等到晚上12点半，
对方竟然取消了订单，他给出的理由是，他
给公司领导叫了代驾，后来领导决定住酒
店，所以才取消订单。”刘师傅说，公司有规
定，如果客户取消订单，代驾不可以向对方
索要赔偿，所以他白白等了4个小时。

“还有一次，我接到客户时他还是清醒
的，到目的地后竟然怎么也叫不醒，我在车
上坐了40分钟，直到他老婆来电，这才叫朋

友过来把他接回家。”刘师傅说，很多代驾
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的代驾无计可施，
只好坐在车上等客户醒来。

“e代驾”海口区域负责人李先生告诉
记者，“我们一个代驾司机接过一个订单，
当时客人刚从KTV出来，可能玩得太开
心，意犹未尽，竟然叫代驾跟他合唱一曲，
司机表示自己不会，对方执意让司机选一
首会的唱。”

虽然有过不少无奈的经历，但刘师傅
认为，既然代驾是服务行业，司机就应该有
服务意识。“这种情况短期来看，可能对我
们的利益有一些影响。但从长远来讲，这
也能让客户更加认可代驾。”刘师傅说。

“在楼下苦等4小时，半夜被取消订单”

据介绍，代驾司机经常会收到客户给
的小费。杜师傅告诉记者，他收到最多的
小费是500元，“那位客户凌晨4点叫的代
驾，上车后他让我先送他去吃夜宵，吃完夜
宵他跟朋友打牌到6点半，我再送他回小
区。下车后他问我车费多少？我说100
元，他支付车费后，给了我300元现金，微
信上又转给我200元。”杜师傅说，虽然自
己几次拒绝，但还是拗不过客户。

刘师傅收到小费最多的一次是 800
元，“那是个女司机，开着一辆玛莎拉蒂，我
把她送到目的地后，她直接把钱包里的现
金都塞给我，总共800元，我说不需要这么
多，她说当天为她服务的人都有小费。”

杜师傅告诉记者，有的客户给小费可
能是酒后的无意之举，因此他们每次收到
小费后在系统里报单时都会进行备注，以
防客人清醒后“不认账”。

玛莎拉蒂女车主出手阔绰，硬塞800元小费

不少代驾司机工作时，在不违背公司
规定的情况下，自己还给客户设定一些优
惠原则。杜师傅告诉记者，自己如果接到
老乡的订单就不收费，“没什么原因，我就
是高兴。”杜师傅笑着说。

像杜师傅这样“有原则”的代驾司机不
少。“有一个代驾司机，他喜欢凯迪拉克车，
能开一开凯迪拉克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高兴

的事，因此他接到凯迪拉克车主的订单就
不收费。”杜师傅说，有的代驾接到奔驰车
或者保时捷车车主的订单也免费。

“一些司机家里很有钱，兼职做代驾不
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体验开不同牌子的
车。我们有一个代驾司机，家里好几辆车，
住的是别墅，他兼职做代驾是为了体验生
活。”李先生说。

有代驾不为赚钱，只为体验开不同牌子的车

杜师傅和刘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做
代驾以来，接到最多的单子是喝醉酒的
客户。“如果代驾的接单量突然增多，说
明有交警正在查酒驾，因为一个司机酒
后驾车被查到了，他身边的朋友就会注
意，酒后选择叫代驾。”刘师傅说。

“现在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越来越
多，从这点上来看，车主的安全意识和酒
后不开车的意识在逐渐加强。”李先生说。

“车主酒后不开车的意
识增强，叫代驾的多了”

硬塞800元小费的玛莎拉蒂女车主
执意要求合唱一曲的“麦霸”
上车就呼呼大睡怎么叫都不醒的男子……

杜师傅接到客人的电话杜师傅接到客人的电话

没活的时候没活的时候，，代驾们聚在一起聊天代驾们聚在一起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