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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科目一考试咋突
然取消了？”王女士不解地说。
玉皇庙镇的王女士2015年3月
份在驾校报名学驾照，和驾校
商量好5月份开始考科目一。
刚刚进入五月份，驾校告诉王
女士科目一考试暂停了，具体
什么时间重新开考还要等济
南市车管所的通知。

“我当时报名的时候，工
作人员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说三四个月就可以拿本了，这
下子连科目一都没法考了。”
李女士说。

记者随后咨询了王女士
所在的驾校，驾校工作人员解
释道，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局发布了《关于尽快解决驾驶
人考试积压问题的通知》，全
省的科目一考试暂停，各个驾

校都正在清理自己的积压学
员。

驾校工作人员说：“省里
的通知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我
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培训学员，
争取早点让他们参加考试。至
于何时能恢复考试，目前还没
有明确通知，最快估计也得两
个月以后。”

据了解，济南市驾照考
试正在实习“一进一出”政
策 ，即 驾 校 每 毕 业 一 名 考
生，才会给予一个新的考试
名额。驾考中心会根据每辆
教练车 6人标准，给每个驾
校分配考试名额。比如某驾
校有100辆车，就有600个考
试名额，每考出一名学员，
驾考中心才会给这个驾校
分配一个新的名额。

自5月以来，山东省
驾考政策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实行了较为严格的

“一出一进”制度，科目一
考试也暂时停止。记者走
访了商河县的几家驾校，
发现驾校正在积极进行
科二、科三学员的培训，
仍然接受预报名。对于驾
考新政，不少市民持观望
态度，报名不知何时考
试，不报名又担心费用上
涨成了不少市民纠结的
主要问题。

本报记者 李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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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难”是很多上班族学
车时面临的主要难题，很多上班
族学车时都有这样的经历：倒
班、找人替班、请假甚至是申请
年假，为了学驾照把能请的假都
用了还不一定够。李女士说：“我
学驾照前前后后请了20多天的
假，还把年假提前休了，到最后
领导说就给我5天的时间，到了时
间必须回来上班。”

对于上班族，不少驾校也特
意开了“绿灯”，上班族可以根据
自己的时间来安排考试时间，先
考科二，等有时间了再考科三。
张女士去年12月份考了科目一，
今年4月份才请假考得科二，科三
李女士一直打算明年考，明年把
年假请了。可是驾考新政开始
后，教练一直催得紧，领导却不
给放假，张女士说：“这可咋整
啊，总不能为了学车丢了工作。”

驾考实行“一进一出”之后，
驾校在学员时间的紧凑性上要
求更高。为了避免学员积压，驾
校希望学员能在3个月之内随叫
随到。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
很难保证“随叫随到”，拖拖拉拉
下来，驾照学了一年多。时间上
的不连贯性也是造成学员积压
的主要原因。

有驾校正在计划与学员签
订一份“时间”协议，以保证学员
学车的连续性。一旦，学员中途
有事情耽误，驾校会采取措施及
时清理这些学员。对此，驾校工
作人员说：“这也是无奈之举，你
报了名迟迟不来学，也不是个事
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靠上时间
学车，一次性通过驾考，拿证回
家。”

张女士说告诉记者，驾校的
行为可以理解，她们报名考了科
一，迟迟不能考科二，占着驾校
的名额，耽误招生。其实学员正
在和驾校进行一场时间博弈，驾
校希望学员学车时间上更加连
续性，加大流通性来保证学员数
量。而学员呢，尤其是上班族，请
假确实是难事，希望学车时间能
够更自由些，如何解决这一矛
盾，的确颇有难度。

驾校与学员

为时间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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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积压学员需4个月，科目一考试暂停

驾驾考考一一出出一一进进，，考考本本雾雾里里看看花花

5月27日上午，记者走访
了商河县银河、南苑、谢芳三
家驾校，看到训练场上不少教
练车正在紧锣密鼓地训练。在
南苑驾校的考试场内，来自济
阳济北驾校的学员正在进行
科目二的考试，南苑驾校的门
口有不少学员正在等待着。张
先生说：“我们考完科目一后，
学校就没有再考过科一，现在
驾校都忙着联系那些之前没
有考试的人，我本来是打算下
半年学，驾校说让我赶紧学出
来。”

记者在商河县交通运输
局驾考委培办得知，商河县共
有教练车160辆，也就说商河
县每次驾考的人数大约在960
人左右，每个科目一次可参加
学员在300人左右。目前，商河
县各个驾校都存在着不同程
度上的学员积压问题。据业内
人士透露，有的驾校甚至积压
人数在千人以上，根据每次可
参加300人，一月一次的规则，
全部清理这些学员就得4个月

的时间。
驾校工作人员说：“科目

一考试是不会形成积压的，因
为考试设备齐全，通过率也
高。科二科三合格率在85%左
右，因此每次都会有学员要二
次考试，这样一来积压的人数
就多了。”

更让驾校为难的是，有
不少学员报名后，由于个人
原因迟迟不能参加考试，再
加上联系方式的变更，这些
学员成了“失联”学员，由于
这些学员一直占据考试名
额，也给清理学员库存带来
了不小的麻烦。

虽然全省科目一考试暂
停，但是商河县的各个驾校，
仍在接受“预报名”。有家驾校
甚至提出报名时本人可以不
到现场，只需报名者的身份证
复印件即可。工作人员说：“我
们现在只是预报名，不能进行
体检也不能入档案，一旦科目
一考试开始了，我们会让预报
名的学员优先入档。”

清理积压学员需4个月

但驾校报名仍火热

驾校内部分学员正
在考场练车。

延伸阅读

学费会不会涨？

考证难度会不会加大？

科目一暂停考试让很
多等待考科一的学员措手
不及，也让很多准备考驾照
的市民陷入了两难，到底报
不 报 名 ？刘 女 士 是 一 名 老
师，本来打算5月份报名，利
用 暑 假 学 驾 照 ，看 了 新 政
后，刘女士却迟迟拿不定主
意。刘女士说告诉记者，她
心 里 现 在 很 纠 结 ，何 时 报
名？考本成本会不会增加？她
心里都没底。

记者咨询了商河县的几
家驾校，发现学费没有涨钱，
有家学校反而学费比前一段
时间要便宜400元。但当记者
询问何时开始考试时，工作人
员并未给予答复。

王先生已经做了 1 0多
年的驾考教练，他觉得“现
在驾校降价是缓兵之计，不
久学费肯定会涨。”他分析
道，驾考新政改革后，考试
人数受到限制 ,使得后三个
科目无法循环进行 ,导致科
目车辆闲置、学习周期变长,

造成资源浪费，驾校运行成
本就会增加。王先生说：“价
格肯定会涨，不过现在价值
都由物价局宏观控制，涨多
少还真不知道。”

近几年以来，驾考越来
越严格，考试全都是电脑控
制 ，还 增 加 了 科 目 四 的 考
试，考试越来越透明化。加
上前一段时间一直盛传的
科目五“高速模拟”，逐年加
大的考试难度使得不少市
民望而却步。李女士说：“真
的有科五吗，不会越来越难
吧。”据了解，济南市车管所
已经明确表示，暂时还没有
收到增加科目五的考试，考
试难度与之前一致。

王先生刚开始教学员科
二的时候很多都是选择性抽
检，比如S弯曲线，现在都是
必考内容了，难度确实在加
大。王先生说：“肯定会越来越
难的，现在车辆越来越多，驾
考难度增大是好事，这样学员
才能学到真本事。”

驾考实行“一进一出”以
来，不少老学员成了最直接的
受益者。各大驾校为了积极整
理积压学员库存，积极联系老
学员学车，而所谓的“VIP”、

“快班”，在驾校改革中将一视
同仁。

张先生去年12月份完成
的科目二的考试，之前给教练
打电话，教练总是说“等等再
说。”5月份刚到，教练主动打
电话让张先生去学车。张先生
说：“驾校现在肯定希望我们
赶紧拿到驾照，避免占用名
额，无法招生。这样一来，就变
成驾校催我们了，我们的地位
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实行“出一进一”，将会限
制一所驾校一定时期内的学
员总人数，学员将会更加重视

学员的教学来保证合格率。一
般不会再被长时间地“拖学”
或“拖考”了，减少了“僵尸”学
员（报名后不来学车）的出现。
随着驾考需求的增大，驾考人
员受限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驾考难”的问题。

无论有多少学员进行
预报名，商河县交通运输局
驾考委培办审核入档的只
有“每辆教练车 6个人”。其
他预报名的学员只能等待
名额才能参加考试，学校学
员流通速度与之前相比变
化不大。王先生说：“之前培
训一个人需要4个月，现在还
是需要4个月，有时甚至时间
更长，这样一来，过不了多久
还是会造成积压，‘一进一出’
只是权宜之计。”

驾考改革使老学员受益

“一进一出”或许只是权宜之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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