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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郑能量的武汉轨迹：20天他究竟做了什么

2月13日，武汉街头，“90后”长沙伢子郑能量还在继续忙碌着。这是他只身奔赴武汉成为战“疫”志愿者的第20天。
下午3点30分，他和武汉123志愿者救援车队的队友们还没来得及吃中餐。
20天，郑能量究竟做了些什么？根据连日来的采访记录和队友们的讲述，三湘都市报记者梳理出郑能量的武汉轨迹。

■记者 王智芳 彭治国

人物简介

“90后”长沙小伙郑能量，2020年1月25日
（正月初一） 独自前往武汉做志愿者。2月7
日，他的事迹经三湘都市报新媒体率先报道
后引发社会强烈反响。2月9日， 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联合三湘都市报为他颁发2万元正
能量奖金。

●时间：2月13日3：14
●地点：湖北武汉光谷某公寓楼
●讲述人： 郑能量
●整理：记者 王智芳

12日晚11：40， 我出发去接一位患者家
属，1点，将她送到了小区门口。这位阿姨是
全家唯一的未感染者， 阿姨年纪也不小了，
每天还是会去医院照顾老母亲。她给我发的
短信里的那一句“我没有感染”，让我沉默了
很久。

这些日子智芳姐经常追问我， 平时是怎
么保护自己的，我总说：戴口罩、酒精消毒，穿
防护服。但她不信，那我就说说我的装备吧。

防护服我真有，像之前去殡仪馆做事，我
是先穿一件橡胶防护服，外面再套一层一次
性的。但平时我就不怎么穿了，毕竟穿一件
少一件。口罩、手套、酒精目前都有，一次性
口罩一般一天用3个，1个肯定不够， 一会就
湿了。

装备都是我们车队发的。昨天（12日）刚
好我们领物资，我领到了5套防护服，因为我
身高182，领的防护服太小了，得找机会换；晚
上我们车队的队长蒋老板和队员春花姐也
给我送来了洗漱用品，还送了内衣、内裤、袜
子，送了水果。太及时了。

蒋队长就是我昨晚休息的那间健身房
的老板，春花姐也是开奔驰的，车队里很多
人家庭条件都不错，他们想尽办法保障队员
们的装备供应，我很佩服他们。

想加入我们的人也在增加。昨天，有一
对长沙的小夫妻联系到我， 也想来武汉帮
忙。听到“长沙”二字，特别亲切，真的好想长
沙啊……他们自称“实习生”，我打算先给他
们培训一下。真的，做志愿者不能光有情怀，
物资保障很重要，培训也很重要，这都是我
们的“装备”。

现在是凌晨3点多了，我该在“家”洗洗
睡了。今天我换了地方住，没想到，我的大学
同学在抖音里看到了我，他通过武汉的朋友
给我找了一间空房。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
么是避风港……

又可以睡在温暖的被窝里， 真是太好
啦。我想告诉智芳姐，这种被人关心的踏实，
也是我的铠甲，我的装备。

你们的关心
都是我的铠甲

凌晨， 郑能量发微信朋友圈：“请各位
周知，我即将转战到别的工作岗位上。”

当天，武汉暂停社会救援车队工作。下
午，郑能量从武汉123志愿者救援车队“消
失”了。微信朋友圈里，郑能量说“会关机一
星期左右”。

（旁白：“不过，很快大家就在另一个
平台看到了他，原来他转换战场了。”志愿
者车队发起人之一李晶说。）

“消失”的郑能量去哪了？
“不去管他们生前是什么身份， 只希望他们最后的

时刻有尊严。”郑能量变成了殡仪馆的“兼职”工作人员，
成为“灵魂摆渡人”，奔忙在汉口殡仪馆、武昌殡仪馆、青
山殡仪馆、 江夏殡仪馆……还有多家医院和死者的家
中。期间，郑能量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殡仪车，不拉生
者，请见谅。”电话号码后面备注了这句话。同时，他还发
到志愿者群，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他不能接其他任务了。2
月3日这一天，郑能量记忆尤为深刻。被称为武汉“摆渡
人”的车队志愿者何辉离世。郑能量回忆，何辉家人见其
最后一面后，是他上了救护车帮助转院，“还朝家人挥手，
那时候他很冷静，看上去也很坚强。没想到……”

（旁白：“并不是他微信朋友圈说的一个星期，实际
上一干就是10天，截至2月10日。”志愿者车队发起人之
一李晶说。）

郑能量又出现在志愿者车队的“圈子”里，
成为武汉007志愿者救援车队骨干成员， 奔波
于几家医院之间，转运配送爱心物资。当天，志
愿者车队发起人之一蒋镓琪知道郑能量没有住
处后，安排他在自己和朋友开的健身房住下。

（旁白：“因为殡仪馆已经有了专业的殡仪
人员，他说可以归队了。”蒋镓琪声音有些哽咽
地说，“他太让人心疼了，健身房里有沙发，但他
不睡，说睡跑步机就好，怕我们以后不好给沙发
消毒。”）

郑能量在运送物资的过程中遇到了“老东
家”武汉123志愿者救援车队成员。听说武汉中
心医院后湖院区病人也很多，医生们急需防护
物资。“能力有限，大家一起帮忙。”郑能量说。
于是，武汉123志愿者救援车队和武汉007志愿
者救援车队组团一起运送物资。

早上，一批定向捐赠的物资来了。郑能
量和队友们从武昌运送1.5吨蔬菜到各大
医院。晚上8点，郑能量更新朋友圈，说可以
睡个扎实觉了。然而，晚上10点，他又开始
接单了。 从光谷接病患家属到武汉市一医
院，一接一送，到“家”已近凌晨2点。

新疆瑞缘乳业有限公司给武汉捐赠了两万
箱乳制品， 郑能量和志愿者们在汉口忙着卸货，
准备转运至洪山方舱医院。 下午4点50分左右，
郑能量和队友们才吃中餐。

……

我叫郑能量 ·日记（二）

郑能量加入了武汉123志愿者救援车队。 他开始奔波
于武汉市第七医院、湖北省中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接送
医护人员和需要帮助的市民，直到次日凌晨3点多。

郑能量忙于在武汉市第七医院、中国人民
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武汉市第三医院辗
转，接送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凌晨1点31分， 郑能量在微信朋友圈发消

息：“有从江岸回武昌区的医护朋友吗？ 顺路，请
速度联系我！”早上7点27分，郑能量又在微信朋
友圈喊话：“光谷资本大厦、 武汉工程大学附近，
有需要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的
吗？”……当天，他主要奔波于光谷、武汉工程大
学、天河机场、湖北省肿瘤医院之间。

期间，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绪勇从湖南娄
底赶回武汉抗疫，从娄底驱车到岳阳东后，转乘
高铁抵达武汉（因为他临时停靠）。接到任务后，
郑能量第一时间接了他送到医院。

下午3点55分，郑能量被武汉123志愿者救
援车队负责人强制休息， 并为他安排了住处。
“今天还干最后一票，中部战区总医院回光谷附
近。需要的请联系，等到4:10。”他在微信朋友圈
说。

（旁白：“给他安排的住处几乎就没住，一直在
不停地送人。”志愿者车队发起人之一李晶说。）

1月26日早上，郑能量和家人一起吃了顿饺子，把
女友送上回家的高铁后，一个人驾驶“湘A”牌
照的车到了武汉。当晚，他和衣睡在桥底的车
内。 一名有爱的武汉大哥冒着大雨给他送来
了食物。“我是来传递爱的， 一到这里就收获
爱。武汉，是一座有爱的城市。”郑能量说。

1月25日（正月初一）

1月27日

1月28日

凌晨3点44分， 他拍图发朋友圈表示感谢，“感
谢大家，感谢武汉人民”。

一上午，郑能量在微信朋友圈发了3条消息。早
上7点：“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黄陂、蔡甸，有顺
路的请联系我。”上午11点50分：“请各战区的战友
相互转达: 跨区作战要提前办理通行证。” 中午12
点：“有需要从蔡甸回武昌的吗？ 我现在去蔡甸，回
来顺路的请联系。”

晚上8点，郑能量为车做全面消毒，发现有人在
车上放了200元的红包。“请问这是谁放的？ 这个钱
真不能拿。一针一线都不能拿。我虽然不是党员，但
我有我自己的信仰。”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至2月9日

2月10日

2月11日

2月12日

2月13日

记者手记 “弟弟，你必须平安回来……”

“如果喊加油太苍白，那
就做个行动者！” 武汉123志
愿者救援车队发起人之一黄
晓民说，这是一支凝聚了亲朋
好友、同事及合作伙伴力量的
志愿者车队，目前司机人数越
来越多，也吸引了湖南伢子郑
能量的加入。

2月13日，记者连线采访
到武汉123志愿者救援车队
的团队核心成员： 黄晓民、蒋
镓琪、李晶，听一听他们眼里

的郑能量。
“我很感谢，也很敬佩他。

他给我们打了一针鸡血的感
觉。” 志愿者车队发起人之一
李晶说， 大过年的跑来武汉，
开着车睡桥下面，“我哭了，很
感动很感动， 又很心疼很心
疼。”

“知道他睡在桥下的车
里， 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宿，但
是有点晚， 他睡了几天……”
李晶哽咽地说，“很少有人敢

去做这个事情。 对逝者来说，能
量所做的事情，功德无量。”李晶
得知郑能量去殡仪馆“兼职”，很
佩服：“他有着军人的钢铁意志，
也有着武侠小说里的侠骨柔
情。”

结束在殡仪馆的“工作”后，
郑能量第一时间联系了志愿者
救援车队发起人之一蒋镓琪。
蒋镓琪把他安排在和朋友合伙
开的健身房住下， 并给他送去
了生活用品等。“很感激郑能量

能加入我们， 他真的给我们带来
了正能量。”蒋镓琪说。

“他太拼了！”这是黄晓民对
郑能量的印象。“最近两天可能
是持续时间太久了， 身体吃不
消，节奏稍微缓了点。刚来的时
候，完全是不停歇，非常疯狂的
状态。我们都很担心他。”黄晓民
说， 在他身上看到了湖南人的
“吃得苦、 霸得蛮” 的精神。“兄
弟，我替武汉人谢谢你！”黄晓民
说。 ■记者 王智芳

队友声音
武汉123志愿者救援车队发起人：
“兄弟，我替武汉人谢谢你！”

因为要采访郑能量，我
辗转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并添加了他的微信。

随着采访不断深入，这
名“90后”变成了我日夜牵挂
的“弟弟”。他一有时间就会和
我说说话，当然，时间往往是
深夜或者凌晨。 他会和我说
这一天做了些什么， 也会聊
聊他的家庭、工作，甚至感情。
昨天，他问我，“姐，前阵子我
是不是对你吼了？”我没有告
诉他，其实他哭了。

看着他每天像陀螺一样
高速运转着， 手机保持24小

时开机， 一接到求助电话就立
马出发，经常凌晨四五点入睡，
早上七八点又出门。 我不得不
把自己当成一个碎碎念的大
姐，“你赶紧给我去休息！”“怎
么回事，防护衣都没穿，感染了
咋办？”

郑能量穿梭在疫情最中
心，被感染的风险很大。虽然，
他说做好了各种防护措施，可
我就是不放心。2月11日， 我凑
了10只N95口罩给他寄快递过
去， 可惜直到现在顺丰还显示
在岳阳。我不知道，这份“心意”
什么时候可以抵达。 我的同事

们还提议，“那我们就众筹，不
同的地方寄过去， 总会有能送
达的。”“智芳，郑能量缺不缺酒
精？手套呢？”十几名记者找的
找货源，出的出钱，但是目前长
沙口罩也比较紧缺， 好在也寻
得一点点，发了快递。

说实话，我们一直是“见屏
如面”。 但我们之间有一个约
定，不管多晚，他每天要给我发
一条信息“报平安”，哪怕就只
发“平安”两字，至少我知道他
很好。这些天，我的作息时间也
完全打乱。于是，我根据留言和
聊天，每天凌晨四五点，记录整

理“我叫郑能量一湖南志愿者
武汉日记”。

“活着回来， 我要请姐吃
饭！”听完，我已泪流满面。我到
底回应了什么， 说真的， 忘了。
“弟弟，你必须平安回来……”这
一句，我记得。 ■记者 王智芳

车队发起人之一蒋镓琪给郑能量送来日用品等物资。

大学同学得知郑能量的消息， 联系了武汉的朋友，给
他安排了住宿，很温馨。

郑能量微信朋友圈抗“疫”记录。

郑能量和志愿团队的小伙伴们。2月13日，新疆瑞缘乳业有限公司给武汉捐赠了两万箱乳制品，郑能量和志愿者们在汉口忙着卸货，准备转
运至洪山方舱医院。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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