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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教师江莹还记得，那是1月24

日，武汉封城后的第二天，天灰得有些

吓人，不时下起小雨。

中午时分，江莹一家走在空荡荡

的马路上，没有一辆车经过，地铁 4 号

线岳家嘴站入口被一道沉重的铁门挡

住，一张关于轨道交通停运的紧急公

告贴在门口，薄薄的白纸一角翘起，显

见贴得很仓促。江莹和儿子在铁门前

合了一张影，手机上的照片只能勉强

看到眼睛的模样。

严实的帽子、蓝色或者白色的口

罩，仿佛一夜间成为武汉的“标配”。

这座向来生机勃勃的城市骤然停摆，

让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江莹很不适

应。走了没几步，她觉得心里特别压

抑，“仿佛电影里才有的场面”。

江莹是武汉市新河街学校的英语

教师，开学还遥遥无期。“我应该做点

儿什么，为了自己的家乡。”一个念头

就这样在她脑子里冒了出来。

摆渡人

1月26日，大年初二。疫情在武汉

的传播已近人人自危的地步，社交媒

体和电视新闻上，感染与死亡的数字

不断飙升。也是在 26 日那一天，江莹

偶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个“私家

车志愿者群”的二维码，心中一动，“想

都没想就加进去了”。那是一个300人

左右的群，不时有医护人员求助的信

息在里面发布。

尽管驾照前两年才刚拿到，江莹

的车技并不十分熟练，但她还是第一

时间决定加入这支队伍。蜗居一隅不

是江莹的性格，在她看来，“只有身体

里的血液在沸腾时才感觉到生命存在

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从那刻起，江莹

开始紧盯着群里的信息，眼睛都不敢

眨一下。

群里求助信息量起初大而杂，除了

医护人员的求助，还有冒充医护人员想

去医院求医的病人，以及被困在武汉因

无法出行而“有偿求车”的人。志愿者

大多很积极，只要有医护人员的信息发

布就立马“抢单”。盯了半天，江莹终于

抢到第一单，从武汉市中南医院接一个

医生到东亭地铁口。志愿者一般不与

医护人员过多交流，由于带着口罩，江

莹甚至不太清楚她接的那个人到底长

什么样。江莹那些天接送了20多个医

护人员或相关工作人员，匆匆而来匆匆

而去，彼此难有印象，不过在江莹看来，

“这些都不重要”。

让江莹略有不适的是，接送医护

人员的行动将她的生活作息打乱了。

要在以往，寒假期间江莹一般8点左右

起床，健身看书，中午休息一会儿，给

学生改改作业，给母亲打电话聊聊天，

晚上10点左右休息。

也许是心理作用，江莹总感觉武

汉的这个冬天冷得出奇，而起早床是

江莹最犯难的事情，“但现在这一切都

不足为道了”。一个下雨天，一个医生

联系江莹接他去上早班。江莹 5 点多

就起床了，从青山区接上那个医生，汽

车在昏黄的路灯下穿行，透过后视镜，

江莹看到医生背着一个大包，微闭着

双眼斜倚在后座上，貌似还没睡醒。

江莹不忍打扰他，将车开得很慢，尽量

不颠簸。尽管减少交流是共识，但下

车时江莹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什么

时候我可以再来接你？”医生说，要到

医院住几天，嘶哑的声音里满是疲

惫。之后，他们彼此给对方竖了一个

大拇指。

“那不正是武汉加油、我们加油的

意思吗？”江莹想着，眼眶一下子红了。

两个陌生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鼓

励，在病毒肆虐的城市里就像一支疫

苗，给了江莹无限勇气。她渴望去为

这座生病的城市做更多事，“只要哪里

有需要，我就赶到哪里”。

然而时至今日，江莹依然对自己

的一次“失误”懊悔不已。

一天晚上8点多，一个护士给江莹

发来短信，告知她因为临时调班，要马

上赶到医院去，希望江莹能帮忙接

送。但江莹却因为当时忙别的事没有

及时看到，等她看到消息时已经晚

了。内心的自责与难过让这个48岁的

中年人如鲠在喉，她不停地问自己：有

什么事情非要在那个时候忙呢？为什

么不随时看手机呢？她过不了自己这

一关，后来悄悄问那个护士：为什么不

打电话？护士说，那个点有点晚了，我

害怕打扰您休息。此后，江莹每次接

送医护人员，都会在他们下车时认真

叮嘱一句：“需要帮助随时打电话，随

时！”再后来，江莹还加了一些医护人

员的微信，有时会善意地提醒他们“多

注意防护”。

许多这样的场景都成为江莹生命

中难忘的印记，她还记得有天晚上去

接一个医护人员上晚班，那是个年轻

的女孩，江莹习惯叫这些年轻人为“孩

子”。她问道：“孩子，你怕不怕？”年轻

女孩回答：“不怕，这是我们该做的。”

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回答，却让江莹

内心一暖。

驱车回来的路上，长长的主干道

上只有江莹开着的一部车，马路上偶

尔跑出几只觅食的小狗，浑不知人间

发生了何事；偌大的城市，只有几盏零

星的街灯陪伴着她，一股说不出来的

难受让江莹鼻子一酸。但江莹没有

哭，她依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护士的那句话一直萦绕在耳边，

给了我勇气。”她说。

母子兵

所幸，江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998年出生现就读于武汉理工大

学的儿子王泽宇心疼母亲出车到处

跑，对江莹说：“你跑什么车？你多休

息，我年轻，要跑也是我跑。”江莹告诉

他，与医护人员接触风险可不小。王

泽宇笑笑说，你跑也一样有风险，一个

人感染家里都有风险，既然如此就都

跑吧。江莹拗不过他，就这样，王泽宇

也随江莹一起当起了“摆渡人”。

江莹一度非常担心，特别是一个

车队成员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消息在

圈子里传开后，她害怕自己唯一的孩

子有所闪失，“自己倒是无所畏惧，就

是担心孩子”。那期间，他们每天出门

都要做好一切防护措施，酒精、口罩、

防护衣……“上阵”时全副武装，还要

彼此检查以免遗漏。

后来，武汉市配备专门的车辆供

医护人员使用，对接送医护人员的志

愿者提出了更高的防护要求。1 月 30

日，江莹与儿子加入武汉志愿者“火神

队”，负责救援物资的清点、整理、核对

和派送。

物资转运也不是轻松活。仅 1 月

30日当天，江莹母子就清点派送了1.8

万个口罩。2月 1号，一批国外捐赠的

2.5万双医用手套到了，江莹和儿子正

要吃午饭，接到任务后扔下碗筷便匆匆

赶到卸货地点。除了防护物资，那些天

江莹与儿子还负责运送饼干、饮料、矿

泉水、蔬菜等生活用品，这些物资被送

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汉口监狱、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水果湖街道等许多物资紧缺的地方。

江莹记得，许多救援物资上都写

有“万众一心，抗击疫情”“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等字样。看到这些标语，她

只有一个念想：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

物资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因为经常要去不熟悉的地方，江莹

很担心违规。第一次去武汉红巷艺术

城送物资，把车停好准备搬运时，才发

现车停在了单行道，刚好那里又有摄像

头。“肯定是一个扣分多发地。”江莹想，

但也管不了那么多，扣分就扣分吧。

同事都知道江莹是爱车之人，她那

辆新车包括脚垫、后备箱在内的每一寸

地方，江莹每天都要擦拭，平时也不喜

欢有异味的东西，坐过江莹车的人都说

车里干净、舒服。但这一次，这辆爱车

的后备箱、后座几乎每天都装满了蔬

菜、肉类等物资，后座上的皮也被压皴

了。有一次搬运水果，忙乱中车被箱子

擦了一下，油漆被磕掉一大块。

“车里到现在还有菜味。非常时

期，没那么多讲究了。”江莹说，“疫情

过后小修一下就好了。”

尽管每日忙碌奔波，但与儿子一

起搭档让江莹感觉踏实、愉快。在接

送货物时，搬运物资这些重活儿子抢

着做，江莹则负责救援物资的接收和

清点等工作。

封城后的武汉，阴雨连绵不断，江

莹的车玻璃前总是一片雾蒙蒙的，她

和儿子在灰色的城市里来回穿梭，努

力为疏通武汉的“毛细血管”发一分

热。江莹说，自家的车其实没有办理

任何通行证，主要在武汉三镇跑，儿子

被交警拦下过，但在说明是给医院运

送物资后，交警就放行了。

“交警都戴着口罩，我们看不到表

情，但我能感到他眼神里有善意和敬

意。”江莹很欣慰他们几乎没有在路上

遇到什么麻烦。

为了响应钟南山院士的号召，3月

15日，江莹拉上儿子一同前往武汉血液

中心献血。护士问江莹，你这么瘦，可

以吗？江莹测了测体重，刚刚达标。护

士感动于这对母子的热心，一直对他们

很热情、很温柔。儿子说，护士就像家

人一样温暖，“下次还来献血”。“你看，

我们也是为这座城市流过血的人。”江

莹笑着对儿子说。回来的路上，车被交

警拦下，说明情况后，交警对他们说“辛

苦了”，这一声问候让他们记忆犹新。

这对奋战在一线的“母子兵”也感

动着其他人。因为志愿者的车要经常

消毒，酒精需求量很大，有个企业捐赠

酒精给志愿者，每人限量一瓶。看到

江莹母子二人做志愿者，老板一下子

给了她5瓶，这让江莹觉得特别暖心。

起初，江莹的母亲坚决反对她做

志愿者，但江莹告诉母亲自己已经“全

副 武 装 ”了 ，“ 抵 抗 力 很 强 ，不 用 担

心”。母亲好歹同意了，但江莹可不敢

让已经72岁的母亲知道孙子王泽宇也

在做志愿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一

家人都瞒着她。

但是，江莹坚持认为这是一件值得

的事情：让儿子在真实的世界里感受被

需要的体验，希望他能认识到生命的价

值和意义。

志愿者

“亲爱的江老师，不断地搬运物资

是不是很辛苦？不断地替社区居民购

买生活用品是不是很烦琐？疫情期

间，您毅然坚持着无私的情怀！亲爱

的江老师，谢谢您教会了我们课本中

学不到的坚毅！”不久前，江莹收到一

封来自新疆博乐市的信件，那是她在

援疆时期的学生给她写来的。

5年前，江莹前往博乐市的一所学

校担任志愿者，开启了 3 年的援疆生

涯。3年班主任当下来，江莹和班上42

名学生亲如一家，学生亲切地称呼她

为“江妈妈”。离别时，每个孩子与江

莹拥抱，依依不舍地哭着，还留给她一

本非常珍贵的留言册。时至今日，江

莹还经常拿出来翻看。

爱做志愿者似乎源于江莹血液里

助人为乐的基因。江莹说：我一直是

个热爱生活的人，志愿者做事，不是为

了名和利。

江莹所在的志愿者团队里有一个

外地的年轻小伙子，疫情期间滞留武

汉，生计困难。但团队给他捐钱他不肯

接受，江莹表示要将自己家里闲置的房

给他住也被婉拒了。他说自己是志愿

者，感染风险大，不愿意给社区添麻烦。

“这就是志愿者。”江莹说，“我们

其实都一样，只想默默做事，不想给人

添麻烦。”

在社区实施管控后，老公、儿子都

在“文明武汉”报名社区志愿者。作为

一名武昌教师，江莹也响应了武昌区

教育局“争当社区志愿者”活动的号

召。业余时间或周末，江莹和儿子继

续搭档，下午 5 点到 7 点在小区值守，

对进出车辆和人员认真检查通行证、

工作证，对来往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不放过一个人、不漏掉一辆车”。这

期间，江莹还不时外出为居民采购生

活物资到小区派发。即使在献血后，

江莹还来不及恢复身体，高度近视的

她也不顾眼睛酸痛，周末又与家人一

起开车到菜地收菜，捆好后送到社区

分发给居民。社区里的独居老人、高

龄老人不会用手机，江莹和家人便常

常登门给他们派送生活用品。

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太辛苦，

江莹偷偷给他们买了 6 箱牛奶和 2 箱

矿泉水送过去，怕他们不肯接受，她便

谎称是自己家里过年储备的存货，喝

不了那么多。

一天，江莹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志

愿者团队要到仓库装货送给福利院，

人手不够向她求助。那天下着大雨，

江莹将一家三口全拉上，搬了接近400

箱饮料，累得腰酸背疼。2 月 10 日之

后，江莹每天忙完志愿者工作，早上或

晚上还要线上辅导评价学生的寒假作

业，白天要上直播课，定期给被隔离的

学生、家长打电话鼓励他们共度难关，

等工作结束已经头昏眼花。

但江莹觉得值得。她还记得有一

次给社区居民送口罩，对方不停地说

谢谢，一定要与她合影。“每一声谢谢

都是对我极大的鼓励，被需要的感觉

很好。”江莹表示。

做志愿者期间，江莹的母亲一直

独居，老人家此前与江莹妹妹一家生

活，封城前妹妹一家离开了武汉。江

莹怕自己做志愿者感染母亲，尽管与

母亲所在小区相隔仅500米，但她一直

不敢亲近母亲，每次送菜过去，都是放

在门口然后悄悄离开。“我经常在外面

跑，怕一不小心把病毒带给她，只能通

过电话联系。”江莹的眼里噙满泪水。

但江莹做志愿者的脚步不会停下

来，她说“我是武汉人，我爱武汉这座

城，我会一直做到武汉这座城市解封，

与这座城市共进退”。她相信胜利已

经为期不远了，而她最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江莹依然与志愿者团队保持着紧

密联系，随叫随到。许多志愿者都说，

出去帮忙跑习惯了，待在家里反而不

舒服，所以总是相互问哪里还有任

务。江莹说，结识这些堪称“生死之

交”的志愿者朋友，是自己疫情期间最

大的收获之一。

在成为志愿者两个多月后，江莹

最大的心愿就是疫情之后好好睡几

天，然后在东湖绿道跑步，在樱花园里

赏景，和家人一起旅游。

“不过没有那么多时间，很想疫情

结束后的时间过得慢一点，许多事都

还没来得及做。”江莹刚说完，一个请

求援助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武汉教师江莹武汉教师江莹：：

与一座城共进退与一座城共进退
□本报记者 黄 浩

武汉“封城”后，这座时不时堵车的城市，街道一下子空旷下来。武汉教师
江莹从大年初二起加入志愿者车队，担负起接送医护人员、转运医疗与生活物
资、值守社区的重任，无数次疏通着武汉的“毛细血管”，她甚至拉来了儿子、丈
夫一起“战斗”，只为了让这个“生病的家”快些好起来。她说，只有身体里的血
液在沸腾时才感觉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给社区居民分发蔬菜给社区居民分发蔬菜母子搭档派送物资母子搭档派送物资
献血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