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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不下的大货车司机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邱明

躲人流高峰
夜幕下起程

江北油菜花开的时节，40岁
的临沂货车司机李磊（化名）规划
了一趟南下杭州的行程。这趟活，
是从临沂费县一个乡镇运板材往
南走，卸货后再运一车面粉到杭
州临安。

3月24日起程那天，李磊盘算
好了节奏，晚上7点去装最后两件
货，算上装车和晚饭时间，一个小
时后发车，那时路上人少，好跑。

比原定时间晚了10分钟，李
磊赶到最后一个装车点。没想到
的是，发货方告诉他，两方板材还
没加工出来，装车得等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装
完车，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李磊
有些焦虑，原计划晚上8点发车，
第二天能赶在早高峰前通过江苏
淮安，这下延迟两个多小时，正赶
上早高峰。李磊的大货车光是车
厢就13米长，这样的庞然大物遭
遇早高峰，就像大象进了瓷器店，
寸步难行。

装完车李磊没着急发车，而
是打开手机导航地图，他得找一
条捷径追回被耽误的两小时。

蹲下身静下来，饥饿感代替
了焦虑。上车摸过驾驶座旁的干
粮袋，李磊想吃点东西再走。打开
一瓶辣酱，正打算卷个煎饼，迎面
驶来的车灯照到煎饼上的点点霉
斑。李磊不甘心，把整摞煎饼翻了
一遍，发现都没法吃。装货点200
多米外，有家通宵营业的路边烧
烤店。李磊点了烤串和两个烤饼，
坐在马扎上又翻看起导航地图。

跑大车七八年
在县郊买了套房

入行的时候，李磊正年轻，也

缺钱，希望靠这个挣钱的行当摆
脱困境。

跑大车七八年，让李磊在县
城郊区买了一套民房，除了这套
房，李磊再没钱添置新家具。跑车
顺道给人搬家的时候，他捡回一
套组合柜，再加上结婚时的桌椅
板凳，把家给添满了。

2014年的时候，给别人开大
车，一主一副两个司机轮换，每人
每月工资能达到8000块，有的车
老板还会每天发包烟。那时的收
入，确实对得起跑大车的劳累。眼
下，这样的时光已经远去。“说不
清哪年开始的，钱越来越难挣。”
最明显的改变是运费逐年走低，
特别近一两年有的线路运费比之
前几近“腰斩”。“比如从青岛到临
沂，2019年之前满载运费2100元
左右，现在只给到1200元以内。”

运费少，车老板养不起驾驶
员，一主一副的驾驶工位，被缩减
成一人跑全程。这样下来一名大
货司机每月工资在万元左右，但
辛苦程度也加倍。

运费下降的根源，李磊归结
为货没增而车多了不少，供给大
于需求，反映到行业中就是降费
竞争。

跑大车难干，给李磊带来的却
是一个契机。“车不好养，往外转手
的开始变多。”一年前，一位熟识的
运输公司老板提出把公司名下一
辆六轴大货车转给李磊。他拿出家
中仅有的存款，又向亲戚借了3万
元。运输公司老板看他确实没钱，再
借给他两万元，凑上了首付。李磊算
了一下，刨去还贷、保险、保养等成
本，每月只能带回家一两千块钱。

“还完2年贷款，我还赚一辆旧车，转
手卖掉或者接着干都能挣钱。”

舍不得上高速
起程8小时才下车休息

飞驰的车轮一圈圈接近李磊
的目标，但在此之前，他要保证每
月至少挣出还贷款的钱。晚饭的

工夫，李磊决定这趟行程临近淮
安时走一段高速公路。“上高速通
行费太高，我们一般都舍不得。”
装货耽误了时间，李磊怕误了卸
货，不得不花钱上高速换时间。

第二天凌晨1点多，李磊驾车
接近苏鲁交界。驶过山东境内最
后一个转向点，李磊发现前方出
现了堵车，那是一段双向两车道
的国道。重新打开导航地图，李磊
发现前方拥堵接近10公里。

一个多小时后，李磊终于接近
堵车终点。原来，是一辆小轿车被
大货车追尾横到路中间，导致双向
压车。驶过拥堵路段多耗费近一个
小时，李磊决定提前上高速。“得多
花150元。”李磊叹了口气。

操心着油价，操心着通行费，
太阳初升时李磊终于驶过淮安。
在淮安城西南郊区205国道路边，
起程8小时后，李磊第一次下车
休息。此前8小时，一路走走停
停，监管系统上“每行车4小时休
息20分钟”的提醒一直未触发。
这次停车的地方，是一个路边小
吃摊。一张露天摆放的两尺见方
折 叠 桌 ，先 后 围 上 来 4 名“ 卡
友”。狼吞虎咽的间隙里，几名卡
友分享着各自的行程。

“就鲁Q的车多，在哪里都能
遇上。”目送卡友上车出发，李磊感
叹临沂不愧“物流之都”的称号。

“我一般只接500公里内的活，
刚才有个卡友一个人从青岛到海
南2500多公里，不容易。”在李磊看
来，跑长途是个吃青春饭的活。“35
岁一道坎儿，35岁之前多远都敢
跑，过了35岁身体扛不住，只能跑
跑不算远的长途；45岁一道坎儿，
过了这个岁数基本都跑不动了。”
离第二道坎儿只有5年，李磊愈发
珍惜每一趟运输。李磊有两个儿
子，大的在读初中，小的刚上小学，
都还没到花大钱的年纪，他得让每
次车轮转动都能跑回养家的本钱。

起程13小时后，李磊抵达位
于安徽马鞍山的首站卸货地，32
吨板材分两个点卸给货主。

怕超重不肯满载
还要给装卸工发“红包”

卸货过半，李磊联系起下一批
货主。早在从临沂起程前，他就从
一款物流软件上联系了这批货，是
从江苏丹阳运面粉到杭州临安。

“约了下午4点装货，怕是要晚到。”
导航地图上，马鞍山卸货点离下一
个装货点还有一百多公里，但走过
这条路的李磊清楚，导航推荐的路
段上有一处是货车禁行区，不知为
何导航地图没有标注出来，他曾经
在那处路段被摄像头抓拍过。“绕
着走得多跑30多公里，时间肯定不
够了。”电话中他给发货方解释，可
能得晚到一会儿。对方答复，最晚
等到下午4点半。

为了赶在下午4点半之前装
货，李磊再次选择上高速。

为绕行禁行区多跑三十多公
里路，还是耽误了时间。空车从江
苏丹阳下高速公路时，已经接近
下午4点20分，到装货点还有近20

公里路程。半个小时后赶到装货
点，李磊把车开上称重的地磅，跳
下车一溜小跑去填运单。“开这么
大的车还是要注意安全，不用急，
早装晚装我们都得装。”面粉厂发
货负责人体谅李磊的不易，宽慰
他。已经在换衣服准备下班的装
卸工重新回到了库房，李磊来不
及擦一下满头的汗水，连声道谢。

货装了近一半，一名装卸工停
下活跟李磊聊起来。李磊“心领神
会”，打开微信给对方发去30元“茶
水钱”表达谢意。“装车是个良心活，
要是少一两袋或者没装匀称，都是
司机的事儿。”李磊介绍，按照行规，
货一上车直到终点都是司机的责
任，少了或坏了都得赔钱。

32吨面粉上车，发货方问李
磊要不要再多装两吨。李磊的货
车满载可装34吨，装满的话他可
以多挣两三百元运费。“不装了，
就32吨。”留出两吨空余，是李磊
积攒的经验。李磊说，如果被查到
超重，罚款倒是小事，耽误了时间
运费泡汤更不划算。

奔跑在“链条”里的
记者搭乘大货车，随车奔波千余公里

车轱辘一圈圈转起来
才有钱养车养家

从临沂启程20小时后，李磊驾
车驶上第二段行程。掐算着时间够
用，李磊照例找了一条不走高速的
路驶向杭州临安。

4个小时后，240省道上，困意
袭来，李磊把车停靠到路边空地，
爬到驾驶座后的铺位上睡觉，这是
24小时以来他第一次躺下休息。
“货在车上不敢躺下睡，一睡倒，车
上的东西让人搬光了都不知道。”
此前近800公里行程中，困倦的时
候李磊只是趴在方向盘或者放倒
座椅打个盹儿。“跑长途的人睡觉
死，一躺下定三个闹钟也叫不醒。”
数十吨的货物在车上，一个人的行
程怕货物有闪失，李磊和大多数卡
友一样，即使在困倦的时候也得惦
记着车上的货。

3个小时后，手机闹铃叫醒了
李磊。沉沉夜色中，他发动货车再
次启程。天蒙蒙亮的时候，他驶过

杭州湖州。
头天下半夜从接近太湖西侧

开始，一路山多弯急，车速最高只
到7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车速低于
李磊的预期。从临沂启程32小时
后，撑不过的困意迎着朝阳再次袭
来。“算了，不赶了，再睡一觉吧。”

酣睡一小时，没等闹铃启动，李
磊自己醒了过来。“心里有事，睡不
着。”刚下车伸了个腰，收货方的电话
打来，李磊只能抱歉称自己要晚到。

离开临沂36小时后，李磊已驾
车行驶近千公里，抵达此行第二个
卸货地点。

32吨面粉，花了近4个小时卸
车。太阳西沉的时候，李磊空车驶
向此行的目的地杭州城区。稍作休
整，他还要到杭州萧山装货运往江
苏镇江，再从镇江回到临沂，结束
这一段南下行程。

“一年到头就这样围着临沂转
下来，也就过年能歇几天。”李磊
说，只有车轱辘转起来才有钱养
车、养家，这样的节奏得一直到跑
不动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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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晨

已出发回山东，还未打
破伤风

Q：您能介绍一下个人基本情况吗？
Z：我是92年的，日照人，已经结婚

了，家里有两个孩子。我从15岁就开始
跟车，我父亲也是开货车的。从2018年
6月开始自己跑车，车上就我一个人。

Q：您现在的伤情怎么样了？
Z：伤口十六七厘米，缝了14针。现在

特别痒，不敢碰，一碰就疼。不能做剧烈
运动，不然就往外冒血。4月12日晚上去
医院看的，到现在没有换过药，也没有开
药。我从4月13日下午就出发回山东了，
走的都是国道省道高速，路边没有医院
也没有诊所。我已经把纱布撕了，现在什
么都没裹。不影响开车，伤的是左胳膊，
我用右手挂挡。我现在尽量往家赶，回家
了再处理。我连破伤风还没打。

Q：如果没有被测出超重，您这趟
行程的原计划是怎样的？

Z：我开的是一台重型半挂牵引车，
核载是49吨。我是4月9日在淄博装的货，
货是有色金属。装完货之后我先回了日
照家里，4月10日上午8点半出发往广东
佛山送货。正常情况下我4月12日下午6
点半就能把货送到客户手里，4月13日早
上再去一个100多公里外的地方装货，然
后回山东。我从日照出发的时候车是
49 .89吨，是满水满油的状态，不超过50
吨的话是不罚款不扣分的。我的油箱是1
千升的，开到目的地1500多公里，耗油差
不多是850升，中间不用加油。

割臂前犹豫了十分钟：
越想越委屈

Q：能还原一下被测出超重时的
场景吗？

Z：我是4月12日下午5点05分到的
清远这个检测站，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检
测站了，离我要送货的地方还有58公
里。检测的话，如果正常就直接放行了，
我检测了一次超了，检测站的人说再过
一次，我就接着过一次，还是一个重量，
50 .24吨，超了。然后就把我引到了旁边
的停车场，下来后我跟对方协商，我说
你们这个地方不准，我有异议，我可不
可以再测一次。对方不同意。我跟对方
协商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我
是下午5点20分到的停车场，7点03分，
我就割臂了。中间协商过至少4次。

我从山东开到广东，1500公里，中
间过了好几个检测站，如果我前面超
载了，肯定就跑不到这里。上一个检测
站 是 广 东 的 英 德 检 测 站 ，测 的 是
49 . 66吨，离清远这个检测站50公里，

我中途除了等红绿灯就没停过车。
我跟他们协商，求给我一次机会，就

复磅一次，如果还是超载，我甘愿接受处
罚。处罚就是罚500块钱，扣3分，把超载
的货卸下来。我第一次跟他们协商是换
个地方检测，他们不同意，我说就在他们
这里检测也行，还是不同意。他们让我签
一个罚款通知单，让我第二天上午9点半
到交警队处理完了之后再来开走车。那
不行，我说我急着送货。我继续跟他们协
商，我说冤枉我了，我从山东开到这里，
前面的检测站都没超重。

Q：当时为什么会割臂呢？
Z：我割臂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办公

室里，我犹豫了差不多十分钟，我一直在
犹豫，越想越憋屈，越想越委屈，无奈，坐
在那里想哭你知道吗？有理没处说。我割
完之后没人看到，过了几分钟，另一个货
车师傅进来，我叫他，说师傅帮我打个
120，他转头才看见我手臂一直在流血。

后来他们（检测站工作人员）也看到
了，一个人跑出去打电话，回来之后跟我
说，领导同意再过一次。我说我过不了
了，我要去医院。他们报了警。120把我拉
到医院，派出所的人在医院等着我，我缝
了14针，包扎完先去了派出所录材料。录
了一个多小时，又回检测站，大约是晚上
10点。他们同意再检测一次，我说我不相
信你们这个地方，我要到别的地方测，他
们说那不行，没有这个规定。后来一个交
警把我叫到一边去跟我说，先把车开过
来测一下，如果不超就直接放我走，先看
看超不超。我心想反正跟他们一直僵着
也没什么用，我就把车开过来，在他们这
里测的，这次不超，49.96吨。

想要个说法，究竟是谁
错了？

Q：离开检测站之后你做了什么？
Z：本来是4月12日下午6点半给客

户送到货的。我离开检测站之后头很
疼，开不了车，跑了不到10公里，就在附
近找了个停车场，在车上睡了一觉。4月
13日早上5点多，我出发去给客户送货。
我本来应该13日早上接着拉上货回山
东的，但是来不及了，那个货交了200块
钱的定金，相当于违约金，不能退。后来
我又装了别的货，地板砖，回山东。

Q：你现在有什么诉求吗？
Z：我就想要个说法，到底是谁错了，

得给我个说法是不是？我给市长热线，纪
检委，墙上的监督热线打电话，没用，现
在只有市长热线问我处理得满意吗，我
说不满意。出了这个事，很多人都知道
了。我家人也知道了。我父亲也是货车司
机，遇到这种事，他也很无奈。

还有人问我割这一刀值不值？如
果这一刀能换来一些尊重，能换来对
我们这个群体的认识，我感觉我值了。

4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山东货车司机赵洪军在广东清远市清城区新庄超限检测站两次测
出超重一吨以上。之前经过的全国多个检测站都没测出超重，因此赵洪军要求复磅。遭到拒
绝后，着急送货的他，在检测站内朝自己的手臂割了一刀。送医就诊并到派出所做完笔录后，
当晚赵洪军再次回到检测站进行了复磅，这次的结果是超重不足一吨。广东清远市清城区委
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有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结果出来后会及时公布。

赵洪军为何要以自残的方式来自证清白？4月15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与赵
洪军进行了对话。（Q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Z为赵洪军）

“卡友”，意指开大卡车的朋友。在被许多企业视为生命线的物流供应链上，卡友承担了全国七成以
上的货物运输。在物流之都临沂，就有15万多辆大型货车从这里驶向辐射全国各地的公路网。近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搭乘其中一辆，随车奔波千余公里，见证了卡友“挣钱多”背后的不易。

装货卸货一般由收发货主负责，但是给货物盖篷布这样的活，还是得驾驶员干。

卡车司机
体验飞驰人生背后的艰辛

对身材偏瘦的李磊来说，盖篷布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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