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太谟拍于 1986年春节，照片背面写着“新年第一位客人”。车主孙
有根（前）说，他还清晰地记得，车上坐的是一位山东客人

看点

陪伴了富阳整整 !" 载，#$"% 年 & 月 !' 日，人力营运三轮车宣告全面退出。
“富阳持有营运牌证的 &() 辆人力营运三轮车，已全部签订处置协议并上缴牌

证，正式退出客运市场。”区道路运输管理处负责人表示，处置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现全面转入长效管理阶段。% 月 * 日起，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开展联合行动，
启动人力三轮车、非法营运车辆、违反交规车辆等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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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三轮车
记者 施海 通讯员 徐云翔 陆世洪

1985年3月4日，“001”号三轮车上街营运
车主孙有根至今还保存着“生意账本”

+# 岁的孙有根老人是富阳第一辆
人力营运三轮车的主人。三轮车编号：
,$*。

“*-+& 年 ! 月 ( 日，是我第一天骑
着三轮车上街做生意的日子。”老人年
事已高，不久前因身体不适住院就医。
孙有根躺在病床上，身体略显虚弱，但
回想起当年往事，却记忆犹新。

老人说：“在骑三轮车之前，他是一
家企业的供销员。”上世纪八十年代，供
销员是个极火的职业，市面灵、路子广、
收入丰，“我那时的收入，和厂长是同一
档次的。”孙有根说，萌生骑三轮车的念
头，也是因为他长期到外地跑供销的缘
故。

跑上海时，孙有根结识了一位许师
傅。“他是骑三轮车的，经常给我送货。”
孙有根说，从许师傅身上得到些启发，
而且周边不少地方已经有人在经营人
力三轮车生意了。“生意不错，也蛮清
爽、自由，所以就想试试。”之后，孙有根
花了 )$$ 多块钱，从杭州买了辆三轮
车。*-+( 年，他到工商部门办理了执
照。按老人说法，当时骑三轮车做生意
就像开店一样，属于工商部门管。

*-+& 年 ! 月 ( 日，孙有根第一次骑

着三轮车上街做生意。他在车上标记了
“$$*”的号码。“我是第一辆车。”老人
说，“那时的富阳，除了我，根本没有拉
客的人力三轮车。别说车，整个富阳街
上连路都没有几条。”

据 *--! 年 + 月出版的《富阳县志》
记载：*-+& 年，富阳镇主要的街道只有
富春路（现富春街）、富春西路（现城西
街位置）、桂花路、市心路（现达夫路）、
南门街、北门路等，共 ** 条主要道路，
全长仅 (++& 米。那时候，龙山路（现龙
浦街）都还没有修建。

“第一天生意并不好。”孙有根说，
上午一个客人都没拉到。

下午下起了大雨，孙有根在老车站
（现恩波公园位置）等客。这时，“从杭州
到富阳的客车上下来一位男子，我看他
东西拿得很吃力，有两个箱子，身上背
一个、手上拎一个，另一只手还撑着雨
伞，就过去问他要不要坐三轮车。男子
问到东门渡（现鹳山公园内江边长廊东
头位置）要多少钱。我说，一块五。男子
吃惊地说，从杭州到富阳的汽车票才八
毛钱，那么短一段路贵了近一倍。结果
他拎着箱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孙有根
说，第一天就吃了一个“白板”。

孙有根老人保存着一个笔记本，里
面详细记录了每个月的生意账。“刚开
始那会儿，坐一趟三轮车基本上收一块
到一块五毛钱。但坐的人少，相比还是
拉货的多些。”孙有根说，第一年生意要
不来，一年下来连 *$$$ 块钱都没有挣
到。一直骑了快 & 年时间，生意才慢慢
好起来。

“生意账本”显示：*-+% 年 * 月，三
轮车收入 !*-.% 元，# 月 *+!.* 元，! 月
!!*.! 元……全年总收入 (!%#.! 元。
*-+) 年收入 &)!#.& 元，*-++ 年 %+*# 元
……到 *--* 年，老人全年的三轮车收
入开始接近万元。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市场
（经济）开始好起来，坐三轮车的人慢慢
多了，骑三轮车的也开始多了起来。”
*--& 年，孙有根的大儿子结婚，那一年
他 %* 岁。“年纪大了，也好享享福了。”
*--& 年 + 月，孙有根结束了他的三轮车
生意，卖掉了“$$*”号三轮车，老人说，
卖了 # 万多块钱。截至卖车时，老人整
整骑了 *$ 年零 & 个月三轮车。“记得卖
掉车子那会儿，富阳街上的三轮车编号
已经到了‘(#)’。”孙有根说。

从 *-+& 年 ! 月 ( 日“$$*”号上街营运，到今年 & 月 !* 日 &() 辆全
部完成处置，运行 !*年的富阳人力三轮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人力三轮车弊病日渐凸显
车主希望政府考虑三轮车的“去留问题”

据《富阳市志（1991—2005）》记载：
*--* 年，富阳有人力三轮车 *# 辆；
*--! 年发展到 *%$ 辆，当时富阳县成
立了人力三轮管理服务站。*--( 年发
展到 #%% 辆；*--& 年增至 &() 辆，其中
富阳镇 (#)、新登镇 *#$ 辆。

然而，随着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发
展，#$$$ 年后，富阳人力三轮运力出现
过剩，开始采取红、黄两色轮流上路营
运，*$ 天轮换一班。与此同时，三轮车
给城市通行带来的弊病也愈发突出。一
位交通管理行业专家认为：“人力三轮
车的体积不亚于一辆小型汽车，但通行
速度却是极低的，在有限的城市空间
内，三轮车带来的拥堵越来越明显。”

#$$( 年 - 月，城区市心路（现达夫
路）率先开始禁行三轮车，原因就是“致
堵”现象突出。据交警部门当年的调查：
市心路（现达夫路）自身条件较差，整条
路面的宽度仅有 ) 米，减去固定的停车
泊位和双向自行车道，可供通行的道路
只有 ! 米，而三轮车一般宽度在 *.& 米
左右，再加上三轮车主为抢生意横冲直
撞，造成小摩擦事故频发，并经常性引
起交通堵塞。#$$( 年 - 月 * 日，该路段
禁止三轮车通行后，市民普遍反映道路
变得清爽多了，拥堵的现象也明显减
少。之后，城区越来越多的道路开始禁
行三轮车。

如今，富阳城市交通体系日臻完

善，而三轮车运价随行就市、速度较慢
的特性，愈发不能满足市民出行的要
求。这一点，在三轮车租赁市场得到充
分印证：从 #$** 年前后开始，三轮车租
赁费用一路走低，甚至出现了一些车辆
无人租赁而停运的情况。大部分三轮车
主表示，人力三轮车作为一种传统交通
工具，在富阳已存在多年，一度给市民
出行带来了便利。但是，随着公共交通
系统的发展和私家车的快速增长，人们
出行方式已发生改变，人力三轮车弊大
于利的现象日渐凸显，希望政府部门能
够考虑三轮车的“去留”问题。

今年 (月 #&日，人力营运三轮车处置工作启动
一个多月时间，各项处置工作全部完成

今年 ( 月 #& 日，富阳正式启动人
力营运三轮车处置工作，开始对辖区内
持营运牌证的 &() 辆人力营运三轮车

（其中，城区范围有 (#) 辆、新登镇有
*#$ 辆）进行集中处置。

因为准备充分、计划周全、处置方
案科学，处置工作得到了三轮车车主、
车工的广泛理解和配合，启动首日就有
超四成人力营运三轮车完成了确权登
记。截至 & 月 #) 日，人力营运三轮车及
其牌证已全部上缴，这标志着富阳人力
三轮车处置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 辆三轮车，涉及车主、车工上
千人，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全部顺利、平
稳地完成了各项处置工作。这背后，是
历时近 * 年时间的周密准备和科学决
策。

人力三轮车给城市交通、客运市场
秩序带来的问题，在去年初就引起了政
府部门的高度关注。黄海峰区长就“人
力营运三轮车处置工作”作出专门批
示。他要求相关部门：“深化调研、完善
方案、今年准备、明年实施”。

交通等相关部门随即展开密集调

研。从去年 * 月开始，区运管处耗时近
- 个月时间，调查摸底三轮车营收、从
业人员、租赁和近三年来的交易等情
况，为制定处置补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
科学依据。同时，在区政府办公室牵头
组织下，区交通局、法制办、发改局、财
政局、市场监管局、交警等部门，多次赴
外地调查和学习人力营运三轮车处置
等相关工作。经过充分准备，形成长达
*$ 多页（A4纸）详实的调研材料和处置
实施方案稿。

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说，人力营运
三轮车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在许多城
市都曾普遍存在，而其带来的问题和矛
盾也高度相似。仅杭州周边地区，近年
来就有多个城市（区、县、市）对三轮车
进行了处置。有些城市采取强制回收，
有的通过花钱购买收回，也有的任其自
生自灭。

“各地的处置方案，只要合理合法，
我们都可以借鉴，做‘拿来主义’就行
了。但是，别人的成功经验，是否适合富
阳、是否‘合情’？”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说。记者获悉，在 *$ 多页的调研材料

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对 & 个城
市的三轮车处置方案，与富阳实情、各
种利弊关系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在结
合富阳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车主诉求和
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综合
考虑三轮车经营期、从业人员养老保障
等因素，并辅以适当奖励”的处置原则，
制定完善了处置实施方案。区交通局相
关负责人说，实施方案仅框架式的大修
改就经历了 *# 次，其中先后设计了 *$

多套处置方案及测算方法。
正是基于“合理合法合情”的处置

方案，处置工作启动第一天就有近一半
车主办理了确权手续。在处置工作实施
过程中，一些车主由于工作繁忙或者在
外地打工等原因，无法在工作日办理手
续，工作人员就放弃休息日、五一假期，
为车主办理。对于行动不便的车主，工
作人员主动上门办理。

自 ( 月 #& 日起，富阳区 &() 辆人
力营运三轮车经确权、交车、交证、签
约、补偿等流程，& 月 !* 日全面完成处
置工作。运行 !* 年的富阳人力三轮车，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5月 31日，运行 31年的富阳
人力三轮车，完成历史使命后，正
式退出历史舞台。

诚然，人力三轮车曾经辉煌
过，为百姓的出行作出了积极贡
献。但是，日渐凸显的弊病，已无法
满足现代社会的出行需求。它的离
去，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富阳城
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快速发展。

1985年 5月出现的人力营运
三轮车，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富
阳第一代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不久
之后，富阳的公共交通系统开始快
速发展。1992年 9月，当时的县汽
车运输总公司投放 3辆大客车，开
辟了首条城区老车站至新车站的
公交线路；1993年，富阳玛莉出租
汽车公司成立，为富阳第一家出租
汽车公司，当年投入营运汽车 10
辆；1994年 10月，富阳投放 7座
微型面包车（黄面的）45辆，开辟
鹳山脚至富阳客运西站、新车站至
花坞桥、新车站至太平桥 3条公交

线路，成为全省首个开通城区公交
路线的县城……

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富阳日
臻完善的现代公共交通体系已逐
渐形成。2010年以来，全区共新增
和调整完善公交线路 60余条，新
增公交车 301辆、更新公交车 134
辆，目前富阳已有公交线路 71条、
公交车 511辆，其中环保节能型公
交车就有 100辆。去年 4月，富阳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启动，21个
网点、1000辆自行车，不仅出行

“绿色低碳”，还解决了线路不合
理、高峰时段拥挤等问题，弥补了
城区公交空白区域。

近年来，一系列的变化，让我
们感受到，出行越来越便捷。可以
预见，现代公共交通体系将会更好
地服务富阳这座城市，服务每一个
市民。

退出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谢谢
你，人力三轮车！你不曾离去，你永
远在我们的记忆里。

退出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记者手记

车主孙有根保存的三轮车“生意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