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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靚仔，去哪裡？靚女，坐車嘛？」在每個

中國城市，人們一下車就可以見到他們：摩托車

師傅。一聽到他們的叫客聲，我不由地好奇，為

何那麼多中年男人熱情地在路邊拉客？他們是

誰？每次看見他們的時候，我都是匆匆忙忙地

提着行李上下車，沒機會瞭解他們背後更多的故

事，但他們的存在一直讓我很好奇。在澳洲長大

的我，從來沒見過有人用私家車載客，所以我一

直都不明白為何他們能做這樣的生意。他們能賺

到錢嗎？在澳洲，這些「黑車」肯定找不到客

人。而在中國，這些師傅有什麼存在的價值？他

們的存在及其生活方式跟一個城市的發展有什麼

關係1？雖然我現在還沒找到答案，但對本土文化

感興趣的我，不管到哪裡都想瞭解人跟當地社會

的關係。

　　2012年，我到中山石岐探親的時候，有機會

瞭解另一群類似的開車人士：三輪車師傅。我當

時的第一反應是三輪車師傅比摩托車師傅更有

趣。為什麼在擁有公交車、計程車、私家車及摩

托車等交通工具的現代城市，三輪車尚有生存的

空間？對於唸人文地理的學生而言，這個問題本

身不但有趣，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切入點。

　　從三輪車師傅的日常生活及經歷入手，通過

探討他們的生活，讓我們瞭解到他們在石岐古城

的生存空間及重要性，以揭示現代人的生活跟一

個地方的過去的密切關係。雖然三輪車看起來是

一個極為簡單的交通工具，但它其實是一種比較

近代的交通工具。三輪車的前身是人力車，比以

前的轎子及動物拉車等工具更為便利，是結合亞

洲大規模苦力流動人口和西方車輪製造技術而出

現的一種交通交工具。2 從書本上能追溯車的來源

和歷史，卻無法找到為什麼這個歷史悠久的交通

工具還會在今天的中國存在。換句話說，為什麼

中山市現在還有三輪車呢？

二、客觀看法

　　最初，我對三輪車感興趣時，就問表哥對三

輪車有什麼認識，他是一個33歲的本地中山人。

他是這樣回答：

三輪車是中山的特色，北京也有，但我

猜（中山和北京的）歷史發展過程是不

一樣的。中山的三輪車對於發展本土旅

遊業很重要，所以政府就會支持。開三

輪車的師傅更能找到一份低收入工作，

有些車有牌，有些就無牌。

　　他的妻子是廣東人，四年前從粵北嫁到中

山，已經有兩年多駕車的經驗，補充說：

（三輪車）很危險，沒有什麼培訓就在

馬路上走。我開車需要考（車）牌，他

們什麼都不要！

我很想瞭解多一些，於是也問了表妹（20歲的中

山人）：「開車的人是誰？他們是哪裡來的？」

她回答說：「我不知道。他們不在我朋友圈子

裡，我不知道他們來自哪裡，大都是四五十歲的

老頭子。」

　　雖然親戚朋友給了我一些答案，但很多問題

還未能解決。於是我在接下來的數天都在街上四

處觀察三輪車的運作，同時草擬我要問的問題。

由於三輪車師傅一般都在街上等客，時間也不

固定，所以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與他們建立

信任，再提出我的問題。我先向他們自我介紹是

穿梭在現代塵世裡的古老三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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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來了中山不久，卻發現這裡的三輪車特

別多，為什麼？我是一個學生，我想瞭解一下這

個情況。」如果他不問「坐車嗎？」並開車離

開，一般都會願意跟我說幾句。他們不但告訴了

我為什麼中山有三輪車，而且還告訴我他們為什

麼會成為三輪車師傅以及他們日常的工作情況。

三、目的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地點為一個三輪車城市：中山石

岐。是次調查是為了探索以下的問題：（一）開

三輪車的人士（或稱師傅）是誰？（二）誰是他

們的顧客？（三）三輪車師傅的工作情況及生活

是怎麼樣的？（四）最終，我想瞭解為什麼在一

個有公交車、私家車、計程車及摩托車等現代交

通工具的「摩登」城市裡，三輪車還有生存空

間。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後能讓我們瞭解到中山

石岐的特別之處和價值。為了回答上面的問題，

我用了人類學參與觀察的研究方法來收集資料。

於2012年10月初，我通過觀察、訪談及坐三輪車

來瞭解情況。大部份的訪問使用普通話交流，其

餘則是用廣東話，兩種語言都是當地的日常用

語。我一共訪問了27位師傅，但其中7位拒絕了我

的採訪。除此之外，我也訪問了我的親戚以及熟

悉中山的朋友，瞭解他們對三輪車的看法。

四、四位三輪車師傅的生涯

1.「本地有牌師傅」，60歲，男性

　　如果不做這行業，做什麼呢？以前

打工，到老了就做這行。比較自由，沒

有限定時間，什麼時間開工都行，可以

任何時候休息，沒有規定每天工作多長

時間。我已經工作了二十幾年了，都是

搵兩餐，這行不會發達。餓不死，只要

兩餐穩定。

　　解放前，1940年代是用人拉車的。

黃包車是以前的交通工具，是兩輪，人

在前面拉，後面坐兩個人，有一條杆拉

着走。在步行街那裡有個人力車雕塑，

以前是有錢人才有條件坐，沒錢就走

路。如果賺錢不夠，怎能有錢坐車。

　　現在無牌車有五千多台，太多了。

一些人剛來到中山時做保安，掃垃圾及

搞衛生。他們剛來是做這些，打幾份工

作，一輛車幾個人踩，大概兩三個。我

的車只有自己踩。有牌車就是一個人。

我休息，車也休息。

　　我們是有車牌的，一般本地人都是

有牌。因為沒有人管，所以越來越多無

牌車。結果我們沒有生意。步行街全部

都是無牌車。他們跟我們不一樣，他們

很凶，說我們來搶生意。有客就賺多幾

塊，沒客就不用那麼拼命，聊一下天，

像散步，逛街那樣子。我們本地人之間

都熟悉，外地人跟我們沒有共同話題，

他們說普通話。我不是聽不懂普通話，

只是他們的普通話不純正，他們說一些

很難聽懂的家鄉話。

   三輪車讓一個地方熱鬧些，車走來

走去，影響一條街，沒有的話就空空洞

洞。

2.「勤奮養家糊口的有牌師傅」，中年，女性，

中山本地人

　　這些三輪車是孫中山留下來的。我

們是真正的黃包車，是中山市的黃包

車，而他們是無牌三輪車。（她穿的衣

服上標着「三輪車協會」）。本來有牌

的三輪車是有357輛，無牌的就不知道

有多少。有牌三輪車要排隊等客，有人

客會講有牌車貴，有牌車就是實實在在

的收費，不會騙人。我們跟客人講價錢

時，他們（無牌）就來問：「靚女，你

去哪裡啊？」「靚女三輪車，靚仔三輪

車」。我們交了管理費，但公司管什麼

呢？所以很多人都不願意交，也沒交。

　　這部三輪車快30年了，買車的時

侯，小孩還沒出生。高中大學畢業是

二十幾歲，最少二十三、四歲人。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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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啊？有一些人沒結婚前已經開始

踩。三輪車有很多年了。三輪車是古

董。我們坐的是古董！目前就不會取消

三輪車，否則市政府要補錢給我們，也

要幫我們找其他工作。300名以上的人，

他們沒田也沒地，五十幾歲人打工沒人

要。大部份踩三輪都是40歲至60歲的

人，他們能在哪裡打工？誰要你？取消

三輪車要補錢，補得多少呢？要找另一

份工作，能幹什麼？掃地50歲都不要，

40歲女人都開始被淘汰。所以我說很難

取消。對一個年輕的，他可找到另一份

工作。你看有牌的三輪車師傅，很多都

是60歲，退休的年齡，拿一千兩千塊一

個月，有孫子和有兩個女兒要養。你以

為全靠孩子養。他們賺不多，你怎麼靠

年輕的養你！他們只能養他們的孩子，

年紀老的就沒東西吃！所以我說三輪車

沒可能取消的。我們年紀那麼大的，想

找其他工作不容易。

　　我踩三輪車七八年了，還在賺錢為

孩子的教育。有一個唸高一。高中三

年，大學四年，一家人靠我賺錢。我差

不多50歲，我的女兒才剛剛18歲。我有

兩個小孩，有一個還在唸書，另外一個

已經工作。我要供他們讀高中，大學。

要生活費怎麼可能每天呆在家。女兒唸

高中還需要花不少錢，兩千多塊一個月

家用。開學前一定會花更多錢。省到錢

她就能唸書，省不到的話就沒法唸。　 

　　如果爸爸沒生病就不用那麼辛苦，

但爸爸有生病那個就沒辦法。　

　　現在太多無牌三輪車，最多時有超

過五千輛。還有些使用假牌的；他們怕

被人抓到。

　　哎喲，不知道還要坐多久，曬着太

陽，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沒辦法，沒

有客。一有客來，無牌車就到我們這裡

搶客！

3.「師範大學畢業的年輕人」，30歲，男性，安

徽人

　　開車有一年，感覺自由一點。以前

在廠裡面做，不好賺。現在能賺兩千

多。時間會長一點。一般三輪車的師傅

是基層的人，我還是專科學歷。五六年

前就來了中山，在工廠打工。之前進過

五六個廠，有四個廠對身體都有害，塑

膠味對身體有害。中山有20個廠，18個

廠都對身體都有害，沒有害的話，工資

低，1,000塊錢。現在心情肯定比以前

好很多，在廠裡搞不好老喝酒，壓力也

大。家庭一直有壓力，但現在起碼工作

沒有壓力。如果工作有壓力家庭也有壓

力，肯定不開心。那時候沒結婚的話，

我肯定不會搞這個，我肯定是打工的。

　　我有個朋友買了兩輪電動車，三個

月之內丟了四輛，一輛兩千多塊。他決

定不再買，客人大部分都是上下班的本

地人，遊客坐得很少。我是師範大學畢

業的，以前老闆給我1,800百塊錢，收入

太低了。小孩，五六歲，要上學，沒辦

法。學費600塊，房子400塊，這裡1,000

塊。

　　政府不讓我們用電池，這是非法改

裝。因為車太多，要控制數量。現在如

果用人力踩，客不願意坐，他們要求效

率，人趕着上下班，反正中山電動車經

常被偷，少了很多，很多人現在都不願

意買電動車，兩三千塊，容易丟，上下

班都會坐三輪車。五塊錢坐一下，一天

十塊錢上下班。反正人會問你是不是用

腳踩的，如果你說「是」的話，他們就

都不坐。也有一部份人繼續用腳踩，他

們（客人）會覺得太慢了。有時我一開

始用腳踩他們就下車了。政府不允許用

電，但老百姓又覺得用腳踩太慢。現在

生活節奏快，人不願意過以前那一種生

活。以前最快都是人拉着跑，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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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上一代，現在已經有電動的。前

年，政府開始抓電動車的。

　　計程車遇到住的胡同村子裡的老太

婆一定不能拐進去，單走胡同都要七八

分鐘，只有這些三輪車能進去。我們能

送他們到他門口，計程車進不了，所以

三輪車留下來比較好。官員肯定不知道

這些，因為他們都不瞭解中山的道路。

中山的道路現在沒辦法改變，已經是300

年的老城了，早就修成以前的舊街巷。

去新城市好走，哪裡都能到。老城的道

路是以前修成，根本拆不了。反正中山

有很多村子，很多房子都是一兩百年。

有些是丟空了幾十年，老華僑離開了也

沒回來。裡面只有摩托、單車和三輪能

走。

4.「無牌三輪車師傅」，女性，湖南人

　　三輪車外省也有，福建溫州也有。

中山步行街那裡有鐵人三輪車銅像，意

思就說紀念孫中山，沒有滅絕吧。我估

計是這樣，孫中山時代是坐這些車。有

人也問我，為什麼我沒發現廣東其他城

市有三輪車，我也不知道。

　　如果這些車沒有的話，中山肯定就

少了什麼樂趣唄。平時我沒有踩三輪車

的時候，上班也坐三輪車。反正沒有三

輪車的話就少了一種樂趣，也少了一種

文化現象。有三輪車交通就擁堵一點，

車子多了，交通沒那麼通暢，但三輪車

滅絕也要用私家車。家家戶戶，誰買得

起？要把這個私家車控制下來，才能願

意，是不是？這個地方可能太擁擠啦。

車子多，地方小。

　　踩三輪車賺錢很辛苦，風吹雨淋。

的士就好多了，珍貴一點。的士有保障

了嘛，三輪車沒有。這個車出了事故，

自己承擔。反正要踩得慢一點，慢慢

踩。踩快了，碰到人，你要賠錢，車子

被沒收，很不好。賺的錢不多。沒牌，

有牌的話，現在有牌的人不想買牌，因

為有牌不允許帶電動。現在三輪車沒牌

太多了，所以，全部都帶電動。電動不

是危險的問題，踩車就很苦，電動就輕

鬆一點。你出了事故自己背的。我去

年遇上一個靚仔，你的年紀（二十幾

歲），他騎了一輛改造車，摩托車。那

個改造車很快。我對開的路牌寫着50米

速度，可是。他是飛車過來，一下子把

我的三輪車撞垮，我的車撞到爬不起

來，也撞到我倒在路邊上，警員來就把

我的車拖走了。交警要我修他的車，他

修我的車。

　　我剛來不認什麼路。現在來了六七

年了。我2006年來的，我老公那時候開

摩托車。那時整天到處跑，那時候幾乎

把那個中山搞熟。現在踩三輪車，哪都

去過，周圍走就認路。

五、存在價值

　　現今社會日新月異，但同時也是一個新舊並

存的社會。在現代中國，你有錢就開私家車或者

坐計程車，沒錢就走路。在以前中國交通不便利

時，車子不是靠動物拖動就是靠人抬着。當人力

車出現時，它打破了傳統交通的限制，成為那時

最快也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過了一段時期，三

輪車出現後，腳踏車代替了拉車，最新的改善是

電動，有司機說：「越變越大，越變越快，越變

越好！」但電動車不是摩托車，也不是計程車。

與其他更加便利和更「新」的交通工具相比較，

為什麼一個「過時」的交通工具還會存在呢？

　　中山市的地名來源於國父孫中山。在那裡周

圍都有三輪車。無論問誰，他們都說三輪車的存

在是跟孫中山有關的。「孫中山喜歡坐黃包車

（人力車）。」「是紀念孫中山先生。」「在步

行街那裡有他在黃包車上的銅像！」一個過去的

人物跟一個「過時」的交通工具無可能沒有關係

的，但對現代人來說，三輪車的存在還跟什麼有

關係呢？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一期　2013.4.15 第27頁

　　與三輪車關聯最大的當代中山人可分兩種：

開車的師傅及顧客。先說開車的師傅，他們是

誰？師傅也有兩類：本地的和非本地的。說粵語

的本地師傅都是有牌照、有納稅的。他們都是中

年人，男性女性都有。他們的車是在工廠裡用鐵

皮和玻璃纖維製造。據說車子已經有十年壽命，

還很耐用。車位背後有一個菊花標記。菊花是中

山小欖的本土花，代表中山市。有牌照的三輪車

有三百七十多輛。但無牌車不知道有多少。有些

人說有兩三千輛，有些人則說起碼有5,000輛。

無牌的有時候會用假牌，也有時候會掛上菊花標

記，跟有牌車無分別。我所認識的無牌車師傅都

是外來的，男女都有，大部份是來自湖南，但也

有其他地方，比如四川、安徽等地。他們剛來中

山的時候都是打工。有些在工廠工作，有些女性

打掃衛生，男師傅以前多是建築業的老手。3 有牌

師傅（本地人，講廣東話）跟無牌師傅（非本地

人，講普通話）這兩批人之間，平時沒有什麼交

流及共同話題。但有牌的本地師傅意見比較多：

「為什麼他們（非本地人士）可用垃圾改造的車

送客。」「他們周圍兜，搶走我們的客，我們

（有牌）不能兜要排隊等着。」我再問誰收費比

較便宜呢？我問了兩個有牌的師傅，他們都有不

同的意見。有一個說「大部份人都覺得無牌車比

較便宜，所以客人都願意坐，事實他們還比我們

貴！」另一個說法是，「他們肯定比我們便宜，

他們不要納稅，我們每天不管有沒有客人都有交

十塊錢給公司。」

　　在中山開三輪車的師傅都是中山的低收入階

層。他們都說生活很困難。雖然他們較以前賺

得多，但有時候他們仍覺得連基本生活都無法

保障。有一個師傅告訴我：「家人等我養，上有

老，下有小，都等吃飯、唸書等消費，我們的錢

根本不夠用！」「這個行業不好混，但我們這個

年紀能幹什麼？」他們平日能賺數十塊，好的時

候一天收入超過100塊，除了普通修理費，（換車

輪或車帶，在街邊一般的單車鋪都可以處理）一

個月「好運」的話，大約有一兩千塊錢收入；生

意不好的時候就很難說。但對於師傅來說，現在

最大的損失不是維修或交通事故，而是遇上交通

警察！這與有無牌照無關，而是政策上，三輪車

不允許用電動。被交通警察抓到，車的電池會被

拿走！有師傅說，「像偷錢一樣，中山亂搞！」

換一個新電池要一千元。科技雖然發展到一定地

步，城市管理卻還停留在很低的層面。我問了不

少師傅「為什麼政府不允許你們用電？」好幾個

人沒有回答，一個就說無牌車太多，政府要控制

一下。這個師傅當然是一個有牌師傅！另一位師

傅告訴我，如果客人看到你是用腳踏的，不管你

的車有多麼新，他們都不願意乘坐。現在有電動

的，為什麼還要用人力？客人認為用腳踏太慢也

太累了（雖然不是他要踏！）。

　　除了瞭解三輪車師傅以外，另外一群很重要

的人是他們的顧客。誰會坐三輪車？雖然中山市

吸引了不少遊客，但大部份三輪車的乘客是當地

居民，老少皆有，連妓女都有。大部份人都是上

下班時坐的。對於妓女來說，穿高跟鞋不方便走

路，而三輪車收費沒計程車那麼貴。摩托車呢，

肯定更加便利，但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而且，

有位元師傅說，他認識的一個朋友三個月內被人

偷了四輛摩托車，之後每天坐三輪車上下班。公

共假日的時候生意最好，因為人比較多。一般一

台三輪車最多能坐三個人，但有時一家四口，有

兩個是小孩子也可以擠着坐上。

　　三輪車是一個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很適合

中山市的情況。例如老太太外出買菜，因走路不

方便會選擇坐三輪車，三輪車可以送她到門口。

在中山有人住新蓋的樓房，但還有人住在城中舊

村裡的。住在舊村屋的居民，一般收入不多，加

上村屋和村屋之間的路很狹窄，汽車無法行走。

所以三輪車雖然不是最好的，但對於一部份人而

言，過時的三輪車是「更好」的選擇，坐三輪車

肯定比走路好。

六、結束語

　　本文以三輪車師傅的視角來看世界，從而體

會百姓的生活及當中的動力、壓力，及生命力。

因此，所謂「過時」只是我腦海中的概念，對當

地人而言，三輪車是活躍的，是生活的一部份。

而且每輛三輪車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每個故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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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拼湊起來，卻能讓我更深入瞭解本土歷

史、文化和生活。我所說的歷史、文化、生活，

並非重要歷史人物或大事件，例如孫中山先生、

小欖菊花節等，而是歷史書中沒提到的小人物，

他們的故事，更告訴我們，三輪車的社會角色經

歷了多次的交替迭更，從以前大部份人都坐不起

車的「無」，到人人都能坐的「有」，再到不願

意坐的「更好」。人一生中的過程，從「無」到

「有」到要選擇「更好」，但永遠沒有完美的

「最好」。瞭解了中山的過去及現在，希望大家

都會反思個人成長的道路。我們是走前人的路途

或者開創一條新的路？我的忠告是：思考一下，

想一想。現在就到我問你「靚仔，靚女，你要去

哪裡？你想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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