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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卡友（卡车司机间
的称呼）求助说电瓶

没电， 我赶紧带工具过去支援。
你们猜我看到了嘛呢？ 附近有 18
个卡友开着 10 辆车已经到了 。
我心想 ， 这油费也得好几百元
呢 ？ 这说明咱卡友都是热心肠
啊！ ”85 后王忠用极具幽默感的
天津口音分享了卡友们团结互
助的见闻。 他还展示了一件荧光
色反光背心，这是他每次去现场
援助时的“战袍”。

卡友地带 2022 年互助正能
量标杆家宴活动近日在安徽合
肥举行。 来自天南海北的 50 余
名卡友分享了互帮互助和紧急
救援的故事 。 卡友代表中有 00
后也有 60 后， 有一位卡友去年
参与了 94 次救援。

与一般车辆相比，货车道路
救援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

我国社会物资 74%的物流运
输由个体司机完成，司机在陌生
的运输途中， 遇到翻车倒货、路
况不熟、要不到运费等问题时如
何化解困境？ 因此，卡友自发的
互助救援亟须制度化、 规范化、
常态化。

成立于 2014 年的 “卡友地
带”是全国首个也是最大的卡车
司机互助、交流、资源分享平台，
注册用户超 270 万人 ，以长途运
输个体司机和货运相关工作者
居多。 平台通过线上社区、O2O
互助板块，及时帮助卡车司机解
决生意 、生产和生活问题 ，年均
互助救援服务近 20 万次。

你很渴的时候
有人突然递上一杯水

分享活动现场，2002 年出生
的谭毅戴着鸭舌帽， 听得十分认
真。 他和家人在贵州清镇市开了
一间汽修店， 两年前加入卡友地
带。 工作之余，他已参与 10 多次
义务救援。

2022 年夏天，一位河南驻马
店的王姓卡友因导航出错被迫开
到山区山路急转弯时，17.5 米平
板卡车的轮胎被山石刮破， 车也
卡在了半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司机进退两难。

在论坛看到求助后，谭毅立
马喊上在城里做轮胎生意的舅
舅，嘱咐对方带上新轮胎，二人
驾车来到郊区找到求助卡友。 三

人顶着烈日花了一个多小时换
好了轮胎。

当记者问谭毅为何坚持参与
义务救援时， 这位皮肤黝黑的憨
厚小伙儿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你
很渴的时候， 有人突然递上一杯
水。 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 ”

王忠家的老一辈都从事货
车运输，自己也跑过车。 他大专
毕业后到一家工业企业做管理
工作。 2017 年 11 月，进入卡友地
带区域微信群时，他觉得“挺新
鲜”。 群内有 400 多位志同道合
的人，大家一起去帮卡友解决变
速箱损坏、车子没电、车身陷入
泥潭等难题。

在家休息时， 王忠只要接到
求助电话，会迅速穿好衣服出门。
有一天， 妻子忍不住发问：“你怎
么天天往外跑？ ”

王忠把救援现场图片和视频
发给妻子看， 才打消了误会。 其
实，救援难免遇到危险，他只是不
想让家人担心。

一群普通人
一群有“侠肝义胆”的人

曾有一位开高栏货车的江苏
籍司机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卡
友们赶到现场帮他处理后续问
题， 最大的难题是将一件两吨多
重的货物搬移到另一辆车上。 现
场陆续来了 50 多名卡友，他们和
交通部门、交警沟通协商，在车后
摆好安全锥，进行手动倒货。

前去帮忙的卡友站满了车
上狭小的空间，想扭转一下身体
都难。 大家只好分成两批，先后
用绳子拉、用肩膀抗、用撬棍辅
助，4 小时后，货物整整挪动了 3
米，方便了倒货，也为卡友省下

吊车和装卸费。
有一年冬天，一位卡友从海南

一路开来天津港， 因为气温太低，
油箱里的零号柴油凝固了，车辆熄
火。 他不想麻烦别人，从中午忙活
到晚上 6点多，实在无计可施。

接到求助后， 王忠和四位卡
友及一位卡嫂（卡车司机的妻子）
赶到现场。他们从塘沽区（现滨海
新区）各大停车场借来 30 多个尿
素桶，先把卡车油箱排空，再接入
一点负 10 号柴油， 让卡车打着
火，再到最近的加油站加油。整个
过程历时 5个半小时， 每个人的
鼻尖都冻得通红。

王忠注意到，平时一起吃面，
有些卡友连加个肉丸子的钱都舍
不得花，但参与救援时，他们为了
规避堵车尽快到达， 往往都选择
从高速公路开车去现场。

来自江苏南通 58 岁的卡车
司机顾广成对“卡友天下一家亲”
这句话有着深刻理解， 他参与过
200多次援助活动。

曾有一位山东的卡友开着
9.6米的大板车运送化妆品，结果
遇上连续大雨导致包装淋湿。 经
协商， 厂家向他索赔 30 万元，但
货品可以自行处理。 这可把这位
汉子急坏了。

顾广成和南通市通州区附近
30 位卡友赶到现场，大家决定帮
着卖货。 他们将包装完好的商品
单独分拣， 再为被淋湿外包装的
商品更换包装， 一起送到附近的
小店、卖场和超市，说明情况后请
店家帮着推销。

卡友们还动员亲戚朋友购
买， 顾广成带头买了 500 多元钱
的化妆品。整整 3天时间，30多位
卡友没人接单出车， 都为了这批
货物在奔走。最终，那位山东卡友

只赔付商家 1 万多元的损失，他
执意要给来帮忙的卡友下跪。 一
群大老爷们一边抹眼泪， 一边将
他扶住。

“卡友地带”党员司机志愿者
服务队合肥分队队长陈飞飞的车
上常备撬棍、 钢丝等急救工具。
2022年 8月 2日， 卡友黄翠军独
自从湖南前往江苏运货， 途经合
肥时遭遇事故， 满车鲜百合眼看
就要在炎热的天气里腐烂。 1 个
多小时后，陈飞飞和 10 名卡友赶
到现场协助处理事故、转运货物，
直到凌晨才离开，忙得“一瓶水都
没喝上”。

顾广成觉得， 卡友是一群再
普通不过的人， 但是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种“侠肝义胆”的精神，所
以一方有难时， 这个群体会产生
强大的凝聚力。

这个群体抱团取暖
渴望被尊重

去年，卡友地带联合相关单
位共同发布《中国货车司机权益
保障调研报告》， 描述了货车司
机“自雇体制”的身份特点，“碎
片化” 的劳动形态，“默默无闻”
的生活工作状态，“抱团取暖”的
群体特征和“抗风险能力差”的
职业特点。 货车司机以男性司机
为主（占比 97.4%），文化水平以
初中及以下为主。 司机希望社会
组织提供的公共性服务中，排名
第一的是维权类服务；其次是应
急救援服务； 第三是事故救济、
困难帮扶等服务需求。 安全教
育、公益体检、就业培训等也是
普遍需求。

2018年 12月，一对河北司机
夫妇在西藏送货途中， 不幸因缺

氧而身亡。 得知消息的卡友们自
发赶来， 他们驾车接过未送完的
货， 一直送到目的地青海省格尔
木市。 这件事感动了圈内的卡友
和众多网友。

从事近 30 年货运工作的自
媒体博主“黑哥”（本名王志刚）是
卡友地带的“代言人”，经常上网
分享旅途中的救援事件。他感慨：

“以前很多卡友是‘隐形人’，别人
称呼我们‘开货车的’。 现在，我们
渴望被尊重。 一个人的力量和资
源是有限的，我们通过抱团取暖，
来获得应有的尊严、改变、权益和
收入。 ”

2016年， 卡友地带发布国内
首个针对货车司机群体的“互助
保”，参与项目的货车司机如意外
身故，家庭可获 30 万元保障。 该
保障计划已累计救助 190 个身故
货车司机家庭。

当天的分享活动现场， 主持
人随机抽取了几位卡友的新年心
愿进行宣读，记者注意到，每个人
的愿望出奇一致：“祝大家平平安
安，新年发财！ ”这是这个可爱的
群体最简单、最朴素的心愿。

近年来， 全国各级工会组织
也与“卡友地带”建立合作，引导
卡车司机网上入会。 安徽省总工
会为货车司机提供休整、健身、心
理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还针对
司机反映的与网络货运平台间存
在的劳动时间、劳动报酬、争议解
决等问题提供维权服务。

“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关
注到卡车司机，为他们发声。 ”采
访快结束时，卡友地带 90 后负责
人柯大为说，“曾经， 我的梦想是
改变全世界。工作以后，我们只想
改变卡车司机这个群体。 ”

（据《中国青年报》）

卡车司机师傅“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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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卡友地带为运输物资的“逆行者”提供帮助 由党员司机带头组建的“卡友救援先锋队”在湖北省孝感市实地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