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证者】
迫不及待想开车“出去看看”

目前，岛城已经有 5 人成功拿到 C6 驾照，而周涛
就是其中的一员。

拿到 C6 驾照后，周涛迫不及待想要开启自己的
“环游全国梦”，并已经做好旅行规划。“拖挂式房车由
拖车和挂厢组成，早在拿证前，我就已经向厂家预订
好了拖车，最近几天就可以提车了。”周涛告诉记者，
等拿到车配上挂厢后，他就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曾在甘肃陇南参加过为期一年的扶贫志愿服
务活动。”今年 45 岁的周涛是一名军转干部，在陇南
时，工作之余他就去看看当地的山水美景，这让他萌
生了“出去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想法。“回到青岛
后，身边有一帮热爱旅游的朋友，没事就喜欢开车到
处转。我们还组建了一个摩托车队，经常环游祖国
大西北。车队出行过程中需要后勤服务，遇到故障
等需要拖着摩托车前行，如果有一辆房车将十分便
捷。今年 4 月国家出台相关规定后，我就报名了，没
想到竟成为岛城首批 C6 驾照拥有者。”周涛说。

采访过程中，周涛也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自驾旅
行计划。“等挂厢买好后，最想去阿拉善盟的巴丹吉
林沙漠看看。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大

漠风光优美，有我想看的沙山，所以
很向往。开上房车，一家三口出游肯
定是最合适的，当然和爱自驾的朋友
们一起去也可以。”周涛告诉记者，除

了阿拉善，他还打算开房车去中蒙边境欣赏胡杨林，
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无限风光。

今年 58 岁的韩经仕和周涛一样，也是岛城首批拿
证学员。这段时间，他正在考察研究拖挂式房车的挂
厢，准备退休后和妻子一起去追寻“诗和远方”。“我之
前买的这辆车符合政策要求的拖挂资质，如今又有了
驾照，买上挂厢后就可以上路了。”韩经仕告诉记者，
他还有一年多时间就将退休，目前开始为退休后的出
游做准备。“最近我看好了一个 1.5 吨左右的国产挂
厢，大约 10 万元左右。目前还在观望中，等有车展举
办时，到现场再仔细看一看。”韩经仕告诉记者，年轻
时因为工作、家庭等原因无法放松出行，现在孩子在
外地工作生活，退休后他一定要开着房车出去享受一
下不一样的生活。

首批拿到 C6 驾照的王博文最近也在考察房车。
“我们其实都约好了，打算等车展的时候去体验看
看。老韩和周涛都有拖车了，光买挂厢就行。我是
拖车和挂厢都要买，选择空间也更大。”王博文告诉
记者，顺利拿到驾照后，他经常在网上物色各种拖挂
式房车。“等买了车以后，周末就可以经常去威海、日
照等周边城市短途游，放长假时就出省长途游。”王
博文说。

【考证者】
科目二最难学的是倒车

“85 后 ”赵 国 屹 近 期 正 在 学 习 C6 驾 照 的 课 程 。
“我从事的是房车出口代理行业，因为工作原因熟悉
了房车后，自己也对房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到
今年 4 月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要求必须持 C6 驾照
才能驾驶拖挂式房车，我就开始在网上查找相关驾

校。”赵国屹说。
“考出驾照后，我打算买一辆稍大一点的房车，里

面有床、电视、厨房、冰箱等的那种，像个移动的家。”
赵国屹笑着告诉记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了解到目
前国内房车基地越来越多，开着房车出去游玩更加便
利。我是上个月底才正式开始学习考 C6 驾照的，科目
二考试中我感觉最难的是倒车，因为它的方向跟我们
平时开小汽车是反着来的，需要慢慢适应。”

“等拿到驾照后，我想带着家人跑一趟川藏线，也
已经提前做了很多功课了。”赵国屹向记者透露自己
的房车出游梦想。

“最近几年，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选择自驾房车出
游，就想着自己也能用这种方式出游就好了。”1983 年
出生的刘成全告诉记者，“获知 C6 驾照的相关信息
后，一直计划着来考驾照，最近终于有时间了。学习
过程中，我觉得科目二最难学的是倒车，毕竟比起平
时开的小汽车来说，房车长了不少，角度不好把控。
等拿到驾照后，我想在寒暑假带孩子到周边的城市去
玩一玩，让孩子开拓下眼界。”刘成全笑道，“现在还没
老，还得努力工作。等到退休以后，我就驾驶房车带
家人去向往的远方，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驾校】
首批有5人拿到C6驾照

“C6 驾照报名非常火爆，我们刚拿下资质，就有很
多市民来咨询报名了，还有特意从烟台赶过来学的。”
城运控股公交集团驾校校长王勇告诉记者，在青岛市
交通局、市车管所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他们驾
校拿下了 C6 驾照的培训资质，成为市区首个具有该培
训资质的驾校。驾校斥资 30 余万元购买了拖挂式房
车教练车，选配经验丰富的教练员负责教授。

“周涛等学员毕业时，驾校特意准备了鲜花，祝贺
他们拿证的同时，也给他们送上驾校成立的房车服务
中心会员卡，后续还将为他们提供房车所需的全产业
链服务。”王勇介绍，目前岛城有 5 人顺利毕业拿到 C6
驾照，还有 10 人尚在学习考证中，预计明年报名考证
的人会有“爆发式”增长。“明年报名学习的人预计是
今年的四五倍。”王勇说。目前，胶东地区只有青岛有
C6 驾照培训资质，为更好服务省内其他地区的学员，
下一步，驾校计划打造一体化服务体系，为学员提供
更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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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驾照在手 房车旅行“说走就走”
预约购买房车、规划旅行计划……岛城已有5人考取C6驾照 还有10人正在考证

开着房车去旅行曾是许多人
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已经进入
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作为新兴车
型，房车分为自行式房车和拖挂
式房车。今年4月1日起，我国新
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实施，驾驶证新增轻型牵
引挂车准驾车型（C6），这意味着，
想开拖挂式房车得先学C6驾照。

对于想开房车旅行的市民来
说，距离“诗和远方”也许只差一
个C6驾照。日前，城运控股公交
集团驾校拿下市区首个拖挂式房
车培训资质，岛城已经有5人成功
拿到 C6 驾照，10 人尚在考证中。
首批拿到驾照的市民有何出行计
划？岛城房车市场现状如何？如
何报名考取C6驾照？昨天，早报
记者采访了岛城首批C6驾照拥有
者、考证学员、城运控股公交集团
驾校和青岛市自驾游与房车露营
协会的相关人士，听他们讲述房
车旅行的幕后故事。

“青岛房车的保有量，在全国副省
级城市当中算是比较多的，目前大约
有 300 多辆。”青岛市自驾游与房车露
营协会会长陈正清向记者介绍，“房车
露营地的数量和质量确实是我们城市
的一块短板，现状是缺少一定规模的
房车露营地。而好消息是，今年青岛
市规划未来要建设房车营地、帐篷营
地 20 处以上，计划到明年 9 月先建成
10 处及以上，到 2024 年 9 月再建成 10
处。在政府的规划和主导下，相信青
岛将迎来一批高质量的房车营地、帐
篷营地。”陈正清表示，“近两年房车旅
行自驾游、自由行，房车露营、帐篷露
营等十分火爆，可以说是备受大家青
睐，因为这种方式相对来讲是一种小
聚集、大空间的活动，十分适合当下情
境中人们休闲旅行。”

陈正清表示，C6 驾照新政出台之
前，不管从行业、道路交通管辖的角度
或者是房车自驾爱好者的角度来看，房
车驾驶都存在一定的盲区，这是一个新
生事物，也需要新的标准和规范。驾照
上线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站
在房车爱好者的角度，目前考取驾照的
费用在3000元至8000元之间不等，确实
会给一部分人带来经济压力。如果在
国家调控下学习成本能再亲民一些，将
有利于更多的车友实现出游梦想。

王勇表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和出游理念的不断变化，拖挂式
房车市场具有广阔前景。当下，慢旅游
兴起、露营日益火爆，拖挂式房车进入
大家的视野，已经成为人们自驾旅行的
一种新选择。

【延伸】

岛城明年建成
超10处房车营地

【幕后】

房车分两种，一种是自行式
房车，另一种是拖挂式房车。为
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偏向选择
拖挂式房车？王勇表示，他曾深
入调研过市场。“首先，拖挂式房
车比自行式房车的价格要亲民一
些，自行式房车的售价都在几十
万元左右，贵的达上百万元，如果
使用率不高，会很不划算。而拖
挂式房车可选择的价格范围比较
大，便宜的不足 10 万元，花费要低
很多。”王勇告诉记者，近年来，全
国各地房车营地也在不断完善，
拖挂式房车的拖车和挂厢是可以
脱离的，使用时比较灵活。比如
去一个城市旅行，到房车营地后
可以将拖挂式房车的挂厢拆下来
放在营地充电补给，然后开着拖
车去市内购物游玩；平时不出行
时，拖挂式房车的挂厢还可以当
成收藏室。

“房车本身体积大，开着出去
旅行，进城的话停车是个大麻烦，
但如果不开车，出行又很不方便。”
岛城房车爱好者于越认为，拖挂式
房车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
选择租房车出游，拖挂式房车的租
赁费用相对更低一些。”

另外，随着新规的出台，拖挂
式房车也需要挂牌，让市民行驶
时也多了一层权益保障。“之前的
拖挂式房车只有前面的牵引车上
牌，挂厢是不需要挂牌的。新规
出台后，不仅前车要挂牌，挂厢也
要单独挂牌。”房车爱好者张嘉明
表示。

拖挂式房车
更受市民欢迎

【提醒】

很多市民关心如何考取 C6 驾
驶证。新规提出，申请轻型牵引挂
车准驾车型的驾照，只能通过增驾
来获得，申请人通过驾驶培训和考
试，可以拿到C6驾照。要增驾的市
民需要持A1、A3、B1、B2、C1、C2驾
驶证（A2驾驶证除外，A2可以直接
驾驶C6房车）且本周期和申请的前
一个周期没有扣满 12 分的才可
以。C1 和 C2 驾驶证需满一年，年
龄在 20 至 60 岁之间，60 岁以上的
公民必须满足“三力测试”（记忆力、
判断力和反应力），才能申请增驾
C6驾照，最快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
可以拿到驾驶证。

“C6是在有驾照的基础上增驾
的，目前我们驾校学费需要 6800
元，考试科目只有科目二和科目四，
因为学员们都有短则一年、多则几
十年的驾驶经验，在教学时会轻松
很多。”王勇告诉记者，科目二中的
直角转弯和曲线行驶都相对简单，
最难的就是倒车入库，因拖挂房车
的挂厢和牵引拖车的车身加起来有
近 11 米长，倒车时方向又是反的，
教练员需要不断提醒学员掌握方
向，忘记平时的驾驶习惯。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C6车型操
控难度较大，对驾驶员的要求也比
较高，所以驾驶C6的驾驶员一定要
遵守交通规则，谨慎驾驶，保证自身
和交通安全。

C6驾照必须通过
增驾获得

【链接】

今年 65 岁的沈志平和妻子退
休后便迷上了开房车组团出游。
2017 年 4 月底，沈志平和妻子陶美
兰开着房车，与车友共同踏上了
自驾前往欧洲的旅途。沈志平夫
妇的这次旅程历时近半年时间，
横跨欧亚 32 个国家，光加油就花
了 4 万多元。

从青岛五四广场出发，途经
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罗马、巴
塞罗那、巴黎、阿姆斯特丹、哥本
哈根、莫斯科、乌兰巴托……这些
知名的城市都留下了沈志平夫妇
的足迹。“住在房车内省掉住宿费
用，最大的开销就是加油。由于
担心吃不惯国外的食物，出行前
我们自己带了大米、挂面、酱菜、
鸡 蛋 等 生 活 物 资 。 每 到 一 个 地
方，除了下馆子品尝当地美食，我
们还会去超市采购新鲜的食材，
房 车 里 有 厨 房 ，可 以 自 己 做 饭 。
我为这次欧亚房车之旅准备了整
整半年时间，需要提前规划好路
线和行程，从网上查好每个城市
的房车露营地具体地址，做好标
记。”沈志平回忆道。“两个月前，
我 们 又 驾 驶 房 车 去 了 一 趟 川 藏
线，当时那里已是大雪纷飞，导致
路况不好。但是房车自驾游的乐
趣也在于历经挫折之后看到最好
的风景，我们夫妻两人将来会一
直‘在路上’。”沈志平说。

岛城退休夫妻
欧亚32国自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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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需要不断提醒学员掌握方向。通讯员 张雅雯 摄
房车旅行自驾游越来越受欢迎。青岛市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协会供图

岛城C6驾照毕业学员与教练（右三）。通讯员 张雅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