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疫情突然降临，他们原本会淹没在武汉这座城市的芸芸众生里。
1月 23日武汉“封城”后，仍有 90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疫情的发展，影响着这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以前自然而然的衣

食住行、求医问药，都成了全新的挑战。
疫情打乱了这群人的计划，却赋予了他们共同的新名字———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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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填补着城市运转的微小空白

志愿者：挺身而出的凡人英雄

送了一整年快递因疫情被
提前放假的汪勇， 瞒着妻儿成
为了司机、 协调员、 后勤保障
者； 原来计划春节和男友去迪
士尼游玩的李小熊组织了一支
志愿者车队， 直到感染了新冠
肺炎， 还在方舱医院里调配物
资； 中学实习教师吴悠原来也
对这个春节有丰富的计划，如
今， 他带着自己的学生给城市
各个地方的人送药； 小学音乐
教师华雨辰利用自己的特长在
方舱医院播音， 为患者鼓劲儿
……像他们一样， 成千上万的
武汉青年志愿者， 成为了这座
城市的另一种“基础设施”。

他们都是这个世界小小的
分子，有的人生长于斯，有的人
则从没去过武汉。 但是为了一个
又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微小分子，
他们选择站出来， 尽自己所能，
充当起这座强大、活跃却一度慌
张的城市的“补丁”，希望它尽快
恢复“健康”。

他们曾是陌生人，而此刻他
们牵起了手，支撑着疫情中心的
武汉，为了他们牵挂的每个千万
分之一。

一场没有准备的行动

1 月 23 日 10 时， 武汉“封
城”。 有人急于离开武汉，有人选
择留下，而有人才刚刚抵达。

距离封城半小时，29 岁的武
汉姑娘李小熊走下了从长沙返
回武汉的火车。 眼前是她没见过
的武汉：春运时的车站居然没几
个人，街上很冷清，没戴口罩的
她像个异类。

李小熊匆忙开始囤粮、 肉，
却发现超市基本被抢购一空，更
不必说口罩、酒精。

伴随“封城”而来的，是全
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
暂时停运。 武汉突然被按下“暂
停键”， 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却
还没有解决方案。 其中最引人
关注的， 就是医疗防护物资缺
乏和一线医务人员上下班的交
通难题。

疫情凶猛并充满未知，对家
乡的感情，或是医务朋友的一条
求助， 成为很多志愿者找物资、
组织车队最初的理由。

如果没有在除夕刷到那条朋
友圈，提前放假的 80 后武汉快递
小哥汪勇可能只会在家等待疫情
结束， 发愁该如何照料一家三口
的生活。1月 24日晚上，他在朋友
圈看到一位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
的求助：“我们这里限行了， 没有
公交车和地铁，回不了家，走回去
4个小时。”犹豫很久后，汪勇对妻
子说：“网点临时需要值班人员，
我被派去值班了。 ”

他打通了护士的电话，告知
对方自己只有一个 N95 口罩，并
询问能不能给他带点酒精。 护士
愣了：“我没想到会有人接这个
单。 ”那时，距这位护士发出求助
信息已过了 5 个多小时。

看到距离自己家不到 3 公
里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发出求
助信时，医疗美容医师李小熊还
不知道，仅仅 4 小时，她将从手
里只有钱、想捐钱替医院买物资
的一个个体，变成了志愿车队队
长和募捐人。

90 后志愿者华雨辰，是武汉
青山区钢花小学一名音乐教师。
她想做志愿者，是因为“微博上
有很多对武汉不好的评论，看到
后很难受”。 华雨辰说：“或许每
个人都有拼尽力气想去守护的，
而我想守护的是我的家乡武
汉。 ”当她得知团青山区委招募
志愿者时，当即报了名。

也有人一腔热血，为无法拒
绝的呼唤而来。

300 公里外，吃过年夜饭后，
90 后长沙小伙儿郑能量把母亲
托付给亲戚，开着自己新买的别
克车，往“别人想要逃离”的武汉
驶去。 5 个多小时后，他来到了街
头空空、不时有救护车疾驰而过
的武汉市区。

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做一
名车队志愿者，接送因公共交通
停摆而无法回家的医务人员。 那
时，他在武汉的落脚点，就只有
这辆别克车。 他的一次性外科口
罩，还是到武汉后别人给他的。

最艰难的一周

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成了最
初几天志愿者们共同的体验。

除夕那条“求口罩”的朋友
圈发出后的 72 小时里， 李小熊
已经建了 30 多个微信群， 她的
电话响个不停。 有的是请她帮忙
协调医院的物资，有的是医务人
员请她帮忙接送。 父母给她做的
饭，热了变冷，冷了又热。 可她没
时间吃，“感觉全市的医院都在
求助”。

她两天半没有睡觉，但丝毫
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睡觉。 她的
两部手机一部接电话，一部回微
信。 整个人不停运转，“连上厕所
都想不到”。 直到后来，她发现自
己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按手机而
肿成了一个球。

汪勇更记不清自己接送了
多少医务人员。 他说：“在全国的
医疗救援队驰援武汉前的一个
星期，金银潭医务人员都是连夜
奋战，能睡到床的人很少。 病人
的呻吟声、对讲机 24 小时呼叫，
持续待在这样的氛围里，任何人
精神上都难以承受，更别提好好

休息了。 所以， 即便在路上走 4
个小时，对他们来说，也是短暂
的休息。 ”

在车上，不说话，成了一种
默契。 有些医生会在后座上闭目
休息，有些护士会因为压力大默
默抽泣。 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能
做的，就是让他们安安全全地上
下班，别为通勤发愁。

95 后武汉实习教师吴悠采
取的方式比较“原始”。 1 月 25 日
开始， 吴悠与 19 岁的大一学生
黄新元，一人骑电瓶车，一人骑
自行车， 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
巷，为分布在医院、隔离点和小
区的求助者义务送药。 他还找来
一张白纸， 写着“免费帮送药、
食、口罩”，挂在电瓶车前。

刚“封城”时，物资特别紧
张。 吴悠每天只能送七八个地
方。“因为跑遍 5 公里内的药店，
有时只能找到一盒连花清瘟胶
囊。 ”很多药店限购，吴悠只能多
跑几家，然后把一盒药拆分给好
几家人。

“求助的数量让你感到，那
段时间武汉压力很大。 ”吴悠说。

除了民间自发的志愿行动
外，2 月 3 日，武汉市疫情防控青
年志愿者招募公告发布，得到了
积极响应。 不到 3 天， 就收到
14549 封报名邮件。

这些青年志愿者成为了小
区门口的登记员、超市里的货物
分拣员、 方舱医院的建设者、市
民的心理咨询师、给医护人员提
供酒店作住处的人，还有人在高
速公路的关卡处协助交警量体
温，深入定点医院甘愿承担风险
扫病房、倒垃圾……

很多人身兼数职。 华雨辰为
方舱医院患者广播，给患者和医
护送餐， 帮助搬运分发物资，到
高速路口测体温。 这个漂亮的姑
娘平时在家都不曾干过重活，现
在却米面白菜都能扛。 她为了过
春节做的美甲，已经被消毒水侵

蚀得“惨不忍睹”，好看的图案早
就在搬货时刮坏了。

有人只留下背影

2 月 3 日晚间， 一则车队志
愿者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
在各个车队间流传。 他们最担心
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病毒面前，说不怕是假的。
第一天接送医务人员的时候，汪
勇接送了十多位医务人员往返金
银潭医院。 他很紧张， 害怕被传
染，“下车时腿都是抖的”。

最初，汪勇瞒着家人。 为保
护家人的安全，他住到了武汉二
环外快递仓库。 建在下水道口的
仓库阴冷潮湿，夜里汪勇会不自
觉裹紧返潮的棉被。 这里没有办
法洗澡， 每天晚上出车回来，他
只能靠不断往自己身上喷洒酒
精来消毒。 每天早上醒来，他都
会先量体温， 看到体温正常，心
里才踏实一点。

华雨辰与父母同住。 瞒着家
里做志愿者后， 每天最纠结的就
是迈入家门那一刻。她说，送医务
人员、 进方舱医院那么危险她都
不觉得有多难， 但是她怕把病毒
传染给父母。 说起向父母坦白的
情景，华雨辰哽咽了。 当时，妈妈
坐在沙发上睁大了眼睛看着她，
爸爸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问：“你在
哪里站岗？ 我能不能替你去？ ”

为了安全，吴悠送药时不敢
和对方有过多交流。 他把药品放
在门口，敲门之后立刻跑开。 对
于求助者来说，通过防盗门的猫
眼，他们看到的基本是吴悠的头
顶，连这位送药人的样貌都没看
清过。

但是，在做过专业救援队的
志愿者眼中，武汉的很多志愿者
靠的是一腔热血， 而非训练有
素。 在志愿服务初期，有的志愿
者凭着善良的初心和简单的逻
辑说：“我身体好得很。 ”

随着有志愿者感染、 确诊新
冠肺炎，以及医院班车、企业车队
力量的进入，1月底开始， 为保护
志愿者安全， 很多早期担负起城
市流转任务的志愿车队选择解
散，或是转作物资运输和送餐。

但是，再专业的志愿者也敌
不过意外。据央视新闻报道，2 月
21 日凌晨，苏州蓝天救援队队员
许鹏在前往湖北运送救援物资
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 他曾
在朋友圈中写道：“孩子要乖，爸
爸去武汉打怪兽！ ”

填补城市运转的空白

没有太精确的数字统计，有
多少志愿者参与了与武汉战

“疫”有关的志愿行动。 事实上，
也很难统计。

互联网赋予这次广泛的志愿
活动新的活力。 一些与武汉毫无
关系、素昧平生的人，选择为这座
城市里千万分之一的求助， 牺牲
自己的时间、金钱，甚至安全。

上海的庄鸿韵是一位癫痫
患儿的母亲。 当她得知湖北有
癫痫患儿面临断药难题时，利
用微信群， 联络上素不相识的
上百名癫痫患儿家长。 通过她
的疏通和各方志愿者的努力，
才让这些孩子避免了断药带来
的生命危险， 使家长平日的悉
心呵护才没有因疫情一朝化为
泡影。

沈培平（化名）所在的志愿
小组专门救助非新冠肺炎患者。
小组里都是还在读大学或是刚
毕业的年轻人，很多人从没去过
武汉。 但是他们利用自己熟悉互
联网的优势，将网上零散的求助
信息，跟各疾病垂直领域成熟的
志愿团队对接，并将自己掌握的
信息第一时间告知患者。

个体微弱的呼声，都被志愿
者平等对待。 一句时常被提起的
话是：这些不是数字，是活生生
的人。 而那些城市运转里的微小
空白，也会被志愿者的善意捕捉
到，然后尽力填补。

2 月 17 日，金银潭医院的一
名医生找到汪勇，发来了一张两
个眼镜腿全都折断了的照片，希
望他能帮忙配副眼镜。

志愿者为了别人生命里的
方方面面奔忙，很少有自己的生
活。 每天晚上忙完工作回家的路
上，是吴悠观察武汉的时间。 这
也是这些志愿者与武汉难得的

“独处”时间。
“武汉变憔悴了。 ”在广场上

站着休息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
自己想通了武汉人的精神。 对于
直爽奔放的武汉人来说，只要认
为是对的，就先“搞了再说”。

（据《中国青年报》）

2 月 22 日，湖北省武汉市，志愿者王利在对轿车消毒。 王利是一
名社区后勤保障车队的志愿者司机，负责接送需要就医、买药的业主
外出等。 在武汉封城前，王利本可以离开，却选择了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