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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狙击手转行成为滴滴代驾
“90后”代驾小哥徐国安月入9000多元，曾送醉酒女子回家婉拒万元酬谢

婉拒万元酬谢费

2016年初，在春节前的一个

寒冷冬夜，滴滴代驾徐国安在一

家KTV门前看到人行道上躺着

一位全身都是呕吐物的女士。

“我当时就想，要是没有人管，

她肯定会冻坏。”徐国安说，他

走上前帮助醉酒女士打出租车，

但是两三辆车停下来，又都离开

了。没人愿意拉一个满身呕吐

物、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神

志不太清醒的女人。

徐国安当时家住西部，平时

都是开车到市区，把车放在省体

育中心附近，然后再接单。“我

骑车到省体，把车开过来，和同

事把醉酒女子扶到车上。”徐国

安说，当时正好醉酒女子的爱人

打电话过来，他们就把该女子送

回了家。

“到家之后，她丈夫非要我

的支付宝账号，要给我一万元酬

谢费。”徐国安毅然拒绝了这笔

钱，开车离去。第二天，他在家

洗了一天车。

曾因家庭贫困辍学

其实徐国安并不是不缺钱。

他是位“90后”，出生在泰安和

济南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他的

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耿直、善

良，是他从小崇拜的对象。

徐国安的父亲退伍后在基金

会工作(农村信用社的前身)，在

农村发放小额贷款。“父亲给20
多个战友做过担保，但没几个人

能还得起，基金会很快就倒闭

了。”徐国安说，10万元的贷款

最后滚成了四五十万。

徐国安从小就看着父亲为钱

忧虑。父亲去窑厂造砖还钱，那

笔钱一直到他13岁才还清。徐国

安考上高中后，因为学费贵，他

不想让父亲有太大压力，没再读

下去。

2005年，徐国安在泰安的一

家酒店找了个保安的工作。他做

过保安、礼宾员，也端过盘子，

甚至还做过厨师。至今，徐国安

炒菜水平都是一流的。

因腿有病差点当不成兵

电视剧《士兵突击》热播

时，徐国安对军旅生活增添了无

限向往。“农村出来的，不上

学，另外一条路就是当兵，做别

的，人家都觉得这个小孩没有正

当职业。”徐国安很想去当兵，

也希望到部队之后能上个军校，

“部队上学不花钱，还能发3000
块钱。”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徐国安一条腿的膝关节鼓膜积

水，有时候会浮肿，因此两年体

检都没过。第三年体检总算过

了，他被分配到沈阳军区某部

队，一个野战军部队。但因为腿

上的毛病，他根本不适合跑步，

到部队的第五天就收到通知，让

他回当地武装部。

他回机关取机票，站在门口

哭，被部队首长看到了。“你喜

欢当兵？”首长说，“那你得做

出点样子来！”

新兵规定，每天早晚要各跑

3公里。他第一次跑，3公里没有

跑完。后来他每天早晨4点半起

床，自己先跑个3公里，然后再

跟着部队跑。

两个月之后，他的成绩是新

兵中的第一名，5公里越野跑成

绩是17分半，但他的膝盖一直肿

得和小腿一样粗，需要经常用注

射器吸出积液。之后在部队的

720天，早晚都要各跑5公里，他

从未请假。

在部队曾是神枪手

2010年的一天，训练时，连

长问新兵们谁是独生子。一些人

举手，被留下了。徐国安不是，

他跟着没举手的人领了方便面、

压缩饼干和水壶，立刻出发。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被派

去抗洪，救援吉林省的梅河口和

二密。当地被水淹得很严重，

“三楼成一楼了。”年轻人用皮

划艇转移，但老人就要一个一个

背出来。他救人的场面被当地电

视台拍摄下来，也因此荣立三等

功。

徐国安最荣耀的一天是2011
年的“五一，沈阳军区某军全军

大比武，武装5公里越野跑后再

进行射击比赛。徐国安在部队是

个狙击手，全军10万人，他在这

个项目中名列第一。

徐国安直到入伍前的体检时

才发现自己视力超常，比标准测

试距离再退后两米，他依然看得

清视力表下面最小的一行字母。

新兵射击时，没人教，直接打，一

人发5发子弹，他打了45环，被选

为狙击手。

狙击手既要求速度，也要求

耐力，徐国安训练非常艰苦。第

一年训练耐力，要连续趴在草地

上八九个小时，东北冬天很冷，

零下30多度，不能吃饭，也不能

上厕所。夏天草丛里有蚊子，也

不能动。射击训练时为了训练稳

定性，枪前面挂两块砖头，枪头

再放个子弹壳。

狙击手成滴滴代驾

徐国安曾经梦想过能够在部

队立个二等功，然后有机会去军

校读书。虽然在大比武中夺冠，

但梦想中的功绩没有如期而至，

他因此沮丧了一段时间，决心退

伍。临走之前，连长找他谈话，

劝他留下再等待别的机会。他已

经和战友送别过，主意已定。但

离开的那天，他还是“一上火车

就后悔了”。

退伍之后，他很迷茫，不知

道自己能干什么。买房、买车、

结婚，这些都需要钱。他可以再

去做酒店的工作，但是每个月工

资太低了，只有4500块钱。

他在街上转悠的时候，看到

一个小广告，找挖矿的工人。于

是，他去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在

煤矿开隧道。这个工作一个月能

赚1 4 0 0 0元，工资高，但是辛

苦、危险。他一个人扛着280斤
的供水管道下矿，这样咬牙干了

一年，攒了12万元回到济南，贷

款买了车，娶妻生子。

最初，他在政府部门给领导

开车，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但

后来公车改革，司机就没有工作

了。给领导开车的时候，他晚上

也偶尔做兼职代驾。失业后，他

就转成了全职滴滴代驾。

代驾的收入不错，他做了14
个月，每个月能有9000块钱的收

入 ， 运 气 好 的 月 份 ， 能 赚 到

12000元。在济南，这算不错的

收入。

一天最多接过17单

徐国安的经济压力挺大，孩

子出生后，原来做日语翻译的妻

子就在家里照顾孩子。他只能拼

命接单，最疯狂的时候一天接了

17单，然后就收到了滴滴给他发

的短信，提醒他不要疲劳驾驶，

之后他就被强迫下线了。

有一次，他被摩托车撞了，

脚上缝了7针，打了两个钢钉。

医生让他静养两个月，他休息了

一个半月，就出门干活了，“每

个月要还4000块钱房贷”，因此

他不敢休息。

他每天中午出门，凌晨两三

点才能回家。有时候已经躺下

了，熟客给他打电话，他还会爬

起来出门。生活辛苦，但他很知

足，和之前的十年相比，这已经

是幸福、安逸的时光。

曾有乘客想给他安排工作

部队的艰苦岁月，磨砺了他

坚韧、刚毅的性格。即使退役

后，那段经历在他身上依然有着

清晰的烙印。他做代驾，很多乘

客上车没多久就问他：“小伙

子，你当过兵吗？”

很多人很认可当过兵的人，

对退伍军人的开车技术很信任。

一些乘客对退伍军人也感到非常

亲近，“有人对当兵有种情结，

觉得没当过兵人生有遗憾；当过

兵的乘客，又会觉得大家都是战

友，很亲切。”

现在，徐国安微信上的名字

叫“都市夜归人”，做代驾总是

在晚上工作。夜晚，他总要照顾

那些醉酒的乘客，也常常会遇到

想给他小费的客人，但都被他谢

绝了。他在意钱，但也在意赚钱

的方式。

有一次，徐国安却没能拒绝

小费。他干代驾没多久，拉了一

位大型国企的人事处处长，路上

聊天时，徐国安讲了自己在部队

的一些经历，对方很同情他。38
块钱的活，对方非要给他200元
小费，“不收就给你差评。”

徐国安没有过差评，也不希

望有，只好收下。这位处长又想

帮徐国安介绍个工作，徐国安很

感激，但他已经喜欢上了代驾这

个职业。和部队、机关相比，他

更喜欢现在自由、简单的生活。

今年9月，徐国安获评首届“滴

滴全国十大司机”。

日前，人社部发布《关于开

展东北等困难地区就业援助工

作的通知》，要求组织山东等省

市与东北等困难地区开展劳务

对接，帮助去产能中失业人员

和长期停产停工企业职工跨地

区劳务输出；支持滴滴公司通过

资金、培训、优惠等帮扶措施，帮

助去产能中失业人员和长期停

产停工企业职工通过从事移动

出行行业，实现就业、增加收入。

据《山东省移动出行(滴滴)
就业及社会发展分析报告》，截

至2016年8月初，滴滴已经为山

东省提供了61 . 4万个灵活就

业机会(包含专快车和代驾司

机)，相当于山东省2015年第三

产业从业人员的2 . 7%，其中，

有大量下岗再就业工人、失业

人员和转业退伍军人。

业内人士指出，人社部的

《通知》或进一步强化网约车就

业蓄水池的作用，利用新技术

和分享经济拉动出行产业升

级，带动重点去产能省份的经

济结构转型和就业转型，为社

会稳定做出贡献。

“现在各地网约车政策纷

纷出台，有些地方过于严苛。”

业内人士希望山东省内城市既

要考虑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融合

发展，又要考虑到滴滴带动的

就业，防止大量网约车从业

者失业。

新闻链接

滴滴为山东提供

61 . 4万个就业机会

□记者 王健

在济南有一位“90后”代驾

小哥，叫徐国安。他曾经是沈阳

某军区狙击手，参加过抗洪抢

险，获得解放军抗洪救灾三等

功。退伍之后不久，他成为了一

名五星好评的代驾司机。靠着吃

苦耐劳的精神，工作14个月来，他

每个月都能有9000多块钱收入。

徐国安还是个热心肠，他曾送醉

酒女子回家婉拒万元酬谢，他还

参加了义工团体，捐款给留守儿

童和孤儿。今年9月，徐国安获评

首届“滴滴全国十大司机”。

济南代驾司机徐国安获评滴滴出行“全国十大司机” 记者 王健 摄

热心代驾徐国安曾是一名出

色的狙击手。 记者 王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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