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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的群落

如果没人指点，谁也分不出停
在小区的私家车中哪些是黑车。

当记者挨个询问车内的司机
是否开黑车时，大家一脸谨慎地摇
摇头。一转身，有乘客询问“走不
走”时，他们却迅速点头，一溜烟开
出去。

这是长沙城北一个外来人员
聚集的小区， 从4月下旬-5月上
旬，记者一直驻扎在小区内。小区
住户中，最多的是的士司机。除了
200台的士、四五百名“的哥”，小区
中心花园还停着二三十台黑的。

“花皮猪”长得非常壮实，因原
籍宁乡，被同伴们称为“花皮猪”。
他们即使每天聚在一起等客、打
牌、闲聊，彼此间也不知道各自的
真实姓名，相互以绰号称呼。

“2007年前， 这个小区还没有
一台黑车，我的是第一台。”黑的司
机“光头”说，到现在有近50台。

大多驻扎封闭小区

黑的司机们说， 小区的黑的
每隔段时间都有变动。有人看中
轻松和高利润，由正规的士转行
开黑车； 也有人进来后害怕被
抓，选择离开当驾校教练，或重
新开的士。

因小区太封闭，只有一条主干
道穿过，几乎没有的士进来，小区
居民需步行5-10分钟才能打的。

“光头”的车就停在小区中心花园，
每天都有人敲窗要车。 慢慢的，小
区的黑车渐渐增多。“到了早上7点
上班高峰期，这二三十台车全都跑
出去，还不够坐。”

黑的司机们说，长沙所有封闭
或偏僻的小区几乎都有黑车驻扎。
他们管客源多的地方叫“有客点”，
还会游荡在街头小巷拉客， 俗称
“打街”。

早晚蜂拥出动

黑的司机们一般在早上上班
和下午下班时蜂拥而出，在中午或
晚上则聚在一起打牌、聊天，非常
有规律。

“我们都是吃的士司机剩下来
的，每天上下班高峰期，的士不进
城，我们才有市场。”“花皮猪”是其
中比较勤快的一个，他说，没客时
黑的都是沿着路边慢慢溜，坐惯黑
车的人都熟悉行情，不用黑的司机
喊，直接招手上车，上车也不谈价，
到了目的地直接给钱下车。

4月25日中午12点半， 突然
下雨了，“花皮猪” 兴奋得跳起
来，准备出门“打街”，结果不到1
点半就回来了，一个客人也没拉
到。他说，转了1个多小时，连着3
个客人都被的士抢了，看到路上
都是空的士，他知道今天肯定拉
不到客了。

黑的司机一天只上大概6小
时的班，上午是7点-10点，下午

是5点-8点， 基本是上下班最堵
的时段。

月收入六千以上

“花皮猪” 定价不高，10元起
步，12元以内也收10元，上了13元
就收15元，上了16元就收20元。

但在小区所有的黑车司机里，
“花皮猪” 不算会跑车的。“有的人
会看人，会喊价，一天下来能跑四
五百，勤快点，一个月能跑上万。”
“花皮猪”说，他有一个外地朋友不
熟悉长沙路况，30、50元随便乱喊，
“这点我实在做不到， 原来开过的
士， 知道收费情况， 就不想喊高
价。”他说，价格公道也有个好处，
就是容易拉到熟客，有些熟客经常
跑长株潭，跑一趟100元，比在街上
拉客安全。

除了油费和维修费， 专业黑
的还有一项固定费用———油改气
的年审了难费。烧气的黑车100元
能赚七八十， 烧油的黑车只能赚
五六十。但私车改气没法过年检，
所以每次年检都要找人了难。“花
皮猪”的车还没到年检期。虽然没
经验，但他并不担心，因为每年都
会有专业了难的打电话上门。“长
沙的行情是， 正规烧油的两三百
过年检， 烧气罐子的贵点， 四五
百。”

黑的司机们说，一般每个月能
挣6000元以上，再往上就要靠宰客
等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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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的司机：一天6小时，月入六千
宰客利器：乱喊价，跳跳表，明抢 最怕被“钓鱼”

宰客， 用黑的司机的行
话说，叫做“杀猪”。

乱喊价是“杀猪”的基本
技能。有黑的司机说，起步价
都是10元，喊价都会比正规的
士高5-10元。“要是碰到外地
客，一看那种‘老实巴交，找不
到北’的，就放肆喊。”“墨镜男”
说，有次他在湘雅医院门口碰
到一个外地人， 要去定王台，
“墨镜男”直接喊了50元，然后
带着客人绕道湘江大道，到五
一大道上堵了一会，“下车时
客人还千恩万谢的。”

跳跳表也是“杀猪”利
器。黑的司机说，一些客人上
车后故作老练要求打表，高
仿的士就会装一种特别的

“跳跳表”， 模样和正规的士
计价器差不多， 旁边有个按
钮，按一下跳一下，想跳多少
钱就跳多少。 即使客人拿着
发票去投诉， 也会发现这些
高仿的士打出来的都是找不
到对应牌照的发票。

但令大多数黑的司机所
不齿的是———明抢。“刘废
品”就亲眼见过，在火车站附
近， 一名乘客下车时正准备
到后备箱拿行李， 结果那辆
黑车一脚油门就跑了。 还有
些黑的司机故意对单身女乘
客喊10元的低价， 然后将其
带到偏僻角落，开口就要120
元，要是不给，刀子就亮出来
了。

“黑的哥”
群像

■他们大多群居在封闭或
偏僻的小区， 彼此间不知道各
自的真实姓名，以绰号互称。

■他们每天早晚蜂拥出
动，只开6小时车，每个月能挣
至少6000元。

■他们管宰客叫“杀猪”，
乱喊价、跳跳表、明抢都是“杀
猪”利器。但大多数人所不齿的
是明抢。

■他们一边享受“杀猪”的
快乐，一边提防被“钓鱼执法”，
并宣称“如果‘不钓鱼’，他们根
本就抓不住我们”。

波隆立交桥下，晚班司机聚集在一起吃快餐，每天发生的大事小情都在此交汇。 实习记者 李健 摄

黑的司机们最怕被“钓
鱼”。

4月26日中午，十几台黑
的停在小区，“花皮猪” 坐在
小区干洗店门前玩老虎机，
他的同伴此刻正缩在小区麻
将馆里打牌。“花皮猪” 说，每
年年节前后是打击黑车的行
动高峰期，就在两天前，还有
朋友通知他， 看到在抓黑车，
“这段时间风声紧， 大家就都
缩在小区里不出门。”

除了朋友通知，车站门
口的黑车行踪也是一个信
号灯。“只要车站门口没黑
车就是搞行动。”“花皮猪”
说，每次行动时间长短都不
一定， 如果长达一两个月，
生意就会惨淡很多。除了胆
大的会偷偷摸摸去跑车，更
多的还是宁愿停在小区里
等客人， 有一单做一单。还
有些黑的司机会多找几份
事做，比如开洒水车和接送
学生上学的固定工作。

抓车时，“花皮猪” 他们
最怕便衣钓鱼执法，“墨镜
男”就被抓过两次。最近的一
次是今年3月， 在省妇幼拉客
时，被躲在一旁的便衣拍下了
交易全过程，当场就把车拖走
了。“两次包括罚款和疏通关
系，花了2万元。”这让“墨镜男”
感到“几个月白干了”。

“如果‘不钓鱼’，他们根本
就抓不住我们。”“花皮猪” 说，
小区五六十个黑车司机，只有
两个人被抓过，“墨镜男” 被抓
两次，是因为他什么人都问。

“便衣蹲点的地方，都是
车站、商场、医院这些人多的
地方。 搞行动时我们几乎都
不去，即使在街上拉客，也要
看人邀客。”“花皮猪”说，“一
般情况下， 一个人没拿东西
就邀， 拿包的怕包里放了摄
像机；两个人的，只邀年轻小
伙、小情侣或年龄大的；三四
十岁的就要注意了； 外地口
音的客人就比较放心。”

“花皮猪”不开车时就会坐在小区干洗店门前玩老虎机。
1999年中专毕业后，他做过摩托车修理、开过7年正规的士，现在他开黑的已两年，

并和一群黑的司机住在同一小区，他们自嘲是“城市零余者”。
记者驻扎在这个小区，跟随这群黑的司机跑了两个星期，他们每天大约工作6小时，一

个月基本上可保证6000元以上的收入。 ■记者 雷昕

乱喊价，跳跳表，明抢

最怕被“钓鱼”

… 行动

长沙市天心区近日成立
交通运输秩序专项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 截至14日共出动执
法车辆240台次， 执法人员近
1000人次，重点整治“黑车”、非
法营运的组织者和牵头者、非
法营运中介组织，垄断市场、强
迫交易、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
非法营运团伙；水上交通安全

隐患排查（辖区内排棚子渡
口）。

重点整治区域： 芙蓉南
路、劳动西路、解放西路、中南
林科大、长沙理工大学周边、新
时空大酒店、君逸康年酒店、长
沙市三医院、新开铺、大托机场
口、中信新城、南郊公园12个区
域。 ■记者杨艳

帮

天心区查黑车，重点整治12个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