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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脚半边，小巧，三斤多的。
烟，黄山，11元一包。74.5元……”
这是一张手写的纸条，纸条的背后，

是一个很想吃炖猪脚的大妈和烟瘾发了的丈
夫。两口子的订单下给了小区外的志愿者陈
超，半小时后，东西送到。

在抗疫“战场”上，如陈超一样的还有宋西
南、杨永华，以及“蝴蝶结女孩”吴朴慧召集的
“兄弟们”……他们的共同点有很多，是摩托骑
士，也是“战疫骑士”，更是今年8月山火之中
豪气干云的“重庆骑士”。

被需要；很热血；全心全意；理性与热情……
这些关键词，是“重庆骑士”在北碚缙云山上支援
救火，也是他们在中心城区志愿抗疫的写照。

什么在变？又有什么不变？骑士们在用
行动回答。

“不要在河边钓鱼了，不要鱼没钓到，把病毒
钓回去了哈。”

“莫在这里打堆堆，赶紧各自回屋去。”
……
每天从早到晚，沿着璧山母亲河璧南河，总

有一个清脆兼土味十足的女声，在绿树成荫的河
道两岸响起。

这个女孩子戴着一个大红色蝴蝶结摩托车
头盔，在璧山已街巷闻名，她就是在重庆8月的山
火救援中，受到央视和人民网称赞，感动中国的

“蝴蝶结女孩”——吴朴慧。
如今的她，依然是“蝴蝶结女孩”，但身份却

成为了璧山抗疫志愿大军中“璧山骑士”志愿服
务队里的一员。

11月5日深夜，吴朴慧打开了微信“摩友群”，
“疫情来了，璧山区号召大家报名志愿者，我想去。”
一句话，让沉寂多日的微信群顿时热闹了起来。

“我也想去，啷个报名，大哥？”“需要啥子技
能不，我只会骑摩托。”……

一下炸开锅的微信群，让吴朴慧愣了好几秒。
“我本来只想给兄弟伙们说一下自己的想

法，没想到大家都愿意和我一起去。”被群友们冠
称“大哥”的吴朴慧，有些讶然地连忙在群里补充
了一句——“没有一分钱报酬哦，和上次救山火
一样。”

“哪个要报酬，保护自己的家，保护各人的屋
头人还要啥子钱。”

第二天一早，曾参与重庆山火救援的“战友”
们，再次火速集结，拨打了璧山宣传部和文明办

的志愿者报名电话，在共战山火之后，再次并肩
共战疫情。

“因为这次的疫情不同山火，所以我们商量
好了，各自向自己的属地报名，虽然不能共聚一
个‘战场’，但是重庆骑士的精神依然到处都有。”

在吴朴慧的组织下，青杠的6名骑手在第二
天早上的7点，准时出现在了集合地点，在街道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开始参与抗击疫情的志愿工作。

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9岁，是扑救山火中那
个感动无数人的摔倒在斜坡上的摩托车骑手，最
大的25岁，来自贵州，因为支援重庆山火，爱上了
这座城市，定居在了璧山。

与扑救山火中负责运送物资不同，这次吴朴
慧他们负责的工作，主要是劝导和宣传。

“我们都有摩托车，比起步行劝导，我们有自
己的优势。”

虽然有过共同“作战”的经验，但身为兄弟伙
们口中的“大哥”，吴朴慧还是有诸多的不放心。

“大家都是年轻人，但抗疫不是热血上头的
事情，它更需要我们的耐心和温柔。”说完这句
话，吴朴慧不好意思地笑了，又暖又彪的她，承认
自己在抗疫志愿者活动中，多了平常生活中少见
的几分温柔。

这份温柔，不仅仅体现在她每天早上必须为
每位队员检查手套口罩的关心里，还体现在面对
市民的不理解和不耐烦时，她脸上淡淡的笑容，
和不厌其烦的提醒。

“老师，你到边上来，莫在那里打堆堆，我们
办好出门条会给你送过来。”

“老师，虽然是在外头，但还是把口罩戴起
嘛……”

“我们从早上7点一直要劝导到晚上7点。”
12个小时里，吴朴慧和她的兄弟伙们极少有坐下
来休息的时候。

“璧山骑士”们每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沿着璧山母亲河——璧南河巡逻，劝导聚在一起
钓鱼的垂钓爱好者。

“现在璧南河的水质好了，沿河钓鱼成了不
少璧山人的兴趣爱好，但疫情期间，聚集钓鱼还
是有一定的感染风险。所以我们每天都拿着喇
叭劝导大家赶紧回家。”

正说着，站在桥上的吴朴慧看见了不远处扛
着钓竿的中年人。

她扭过头举起喇叭，“老师，最近几天不钓鱼
了哈，你回家睡瞌睡，就是在对社会做贡献了。”

远方的中年人，遥遥比了一个OK的手势，扭
头往回走去。

“我们还是嘿欣慰，经过几天的劝导，璧南河
附近钓鱼的人少多了。”吴朴慧开心地说，这就是
他们来做志愿者得到的最好回报。

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连续一周多下来，“骑
士”们也有累的时候，趴在自己的摩托车把手上，
吴朴慧笑着说，和战山火一样，摩托车不仅是他
们的工具，也是他们累了的时候休息的“家”。

“我们都相信，就像扑救山火一样，只要大家
共聚一心，山火很快就会灭，疫情也很快就会消
散。重庆，从来就是一座打不垮的城，因为这里
有一群打不垮的人。”

早上6点半的时候，陈超从地上爬起来——
他在渝北区民心佳园一个商务裙楼的二楼楼梯
拐角处打了个地铺，棉絮直接铺在地上。从11
月11日民心佳园管控以来，他就睡在这里，他报
名参加了小区的志愿者摩托车队，如果回家就
无法出来，他干脆就不回去了。

他骑着一个很小巧的电动车，这是她老婆
的代步工具。这些天，他就一趟趟骑着电动车，
给小区的住户们买菜、买药、取快递，每天要充
两次电。

吃过早饭，他来到小区门口，很多住户就把
自己的采购需求告诉志愿者们，摩托车匆匆来
又匆匆去，没人考勤，也没人统计，送多送少全
凭志愿者们的自我主动性。

陈超早上6点过出发，晚上十一二点回去，
“无法统计每天跑了多少趟，全凭自觉。我把他
们当成亲人，想到闲下来他们就要挨饿，所以尽
力多跑一趟是一趟。”

记者找到陈超时，他刚刚把半边猪脚交给
住户刘晓乔。66岁的刘大妈很信任陈超，前天
还把银行卡交给他，让他帮自己去银行取了
1100块钱。

被住户们信任，这是陈超当志愿者最大的
收获。物资采购是件很繁琐的事，有300多人加
了他的微信。有的住户发给陈超的信息很简
单：买条鱼。买条什么鱼？多大的？需要些什
么配菜？住户只有一句话：你看着办。陈超按
自己的理解买来了东西，对方很满意。“这就像
亲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完全信任我们。”

陈超在民心佳园外面开了一家口福香烤鸭
店，和老婆两个人经营。在小区被管控的当天，
他就立马关店报名了志愿者，多次当志愿者的
经历让他很清楚，又到了紧要关头。

三个月前，重庆山火爆发时，他也是上午看
到新闻，中午就在微信群里召集人，群里大多数
跟他一样是小商贩，最终他发动了60多人，大家

捐钱捐物，有捐矿泉水的，有捐冰粉凉虾的，还
有捐绿豆汤的。他和六个志愿者开着两辆车，
把这些消暑用品拉到灭火一线。巴南的山火他
去了一天，北碚的山火他去了三天。“这两次当
志愿者，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重庆人特别团
结，一有倡议，马上很多人响应，大家都来了。”

民心佳园社区只有60名工作人员，面对4万
多居民，在疫情防控这种关键时候，根本忙不过
来。社区工作人员王欢告诉记者，11日管控启动
那天，社区工作人员从早忙到晚，保障小区的物
资供应。小区党员王俊杰第一个报名成为志愿
者，并当天紧急在小区群发出征集令，陆陆续续
开始有人报名，到后来有100多人加进来，这里面
有党员干部，有普通商贩、普通工人，还有像陈超
和王茂江这样参加过重庆山火扑救的志愿者。

“他们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不回家，睡车库、
睡楼梯间、睡会议室。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上下
一条心是什么样子。”

11月17日中午11点30分，在北碚区解放路，身
为外卖小哥的宋西南，开始了一天中最忙时刻，他不
停接单，不停穿行在商家与居民楼之间，保证准时准
点送达，这是平台的要求，也是他给自己定下的铁
律。“要采访我呀，那得等等，我还有好几单没送达，
不能超时。”他匆忙挂断记者电话。

下午，宋西南给记者回电话，“实在太忙了，疫情
期间，居民们的一日三餐，我们耽搁不得。”他告诉记
者，最近的订单主要以外卖为主，但也有新变化，除
外卖外，零售类的如蔬菜、肉类、米面油、日用品以及
水果开始增多，所以每个订单都是满满的一包，同时
面对的商家也要多出很多。

宋西南还有段特殊经历，参加了8月份缙云山特
大山火救援。那时，他和摩友们一直坚持奋战在火
线，每天从集结点到山上着火点，他要来回跑三四十
次山路，主要运送灭火器材、消防战士、灭火志愿者
上山。“山路崎岖，全是临时挖出来的，满是石子，每
天都有人连人带车摔倒。”他说，摩友视车如命，外卖
小哥视车为饭碗，但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计较，命
令一来，玩命地往山上冲。

杨永华也是他们中的一员，51岁的年龄在队里算

大的，但他体力充沛，曾在北碚缙云山大火现场坚持了
6天，实在太累，就睡路边草丛，坚决不下火线。

现在依然骑行在保供一线的杨永华，曾是北碚
城南片区的饿了么骑手队长，后来，年龄大了，他就
辞了队长这一职务。他说，疫情以来，“我一直被乐
于奉献的志愿者感动和鼓舞，也想加入，但我又不能
丢下手里的工作。”疫情初期，片区经理曾征求过大
家意见，是否愿意去当志愿者，当时他所带领的20多
个人的团队中，多数都表态愿去。后来，为了保供配
送，片区把大部分人留在了岗位上。

“我理解，如果都去当志愿者，谁来为居民的外
卖送餐？”杨永华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能够参与物资
保障配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将外卖订单，精准地送到顾客手中。在取单后，
他会第一时间与顾客沟通，特别是一些封控区域，小
哥不能进小区入户，但又怕外卖放在小区门外有个
闪失，所以他们不厌其烦地与顾客反复沟通，确保尽
量及时送到指定位置。

共赴灭火之路，是宋西南和杨永华共同的经历，
“当时，任何一个有血性的重庆人，都不可能坐视不管。”
宋西南说，现在要着眼当下，争取早日战胜病毒。

摩托轰鸣
是对骑士精神的致敬

在采访中，我们接触到很多摩托
车骑手，有为各小区居民运送物资的
志愿者，有奔忙在保供一线的外卖小
哥，有参与宣传劝导工作的“璧山骑
士”，他们中，有的是那场山火救援的
参与者，有的是第一次做志愿者，相同
的是他们对抗疫工作的义无反顾。

渝北区民心佳园有个女志愿者史洪
明，被居民拍下了一张很“狼狈”的照片，
在小区门口，她和摩托车一起摔倒在地
下。下一个镜头，是居民们的四双手伸过
去扶她起来。她55岁，第一次当志愿者。

两江新区龙竹苑社区，有一支由
三个人组成的摩托车队，24 小时为小
区居民运送物资。他们都是48 岁，第
一次当志愿者。

九龙坡区民安华福社区，一支全
部由工人组成的摩托车配送队伍，为
封控区的居民们配送生活物资。从组
建时的4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人，
成了华岩抗疫的中坚力量。

……
这些摩托骑手们，不同年龄，不分

职业，不一样的经历，但对这座城市满
怀赤子之心，当困难来临，都勇往直
前，义不旋踵。

所以我们能看到，曾经救援山火
的摩托骑手们，再次加入了志愿者队
伍；众多此前没做过志愿者工作的摩
托骑手，也加入进来。

在宁静的重庆街头，摩托的轰鸣
是对这座汽摩之城的致敬，也是对病
毒肆掠的不屈呐喊。

负重前行，永不言败。
文/重报都市传媒记者 廖平 杨

野 李晟

“蝴蝶结女孩”吴朴慧：“志愿抗疫，去不”“大哥，啷个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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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士宋西南：准点送达居民一日三餐

店主骑士陈超：关店，骑着妻子的小电驴冲向民心佳园

吴朴慧累得趴在了自己的摩托车上

吴朴慧和摩托骑士志愿者们在街头巡游，向市民提醒喊话，宣传防疫知识。

陈超和志愿者骑手在小区大门外等候代购、代送任务。

11月17日，吴朴慧和她的骑士们奔忙在璧山街头，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抗疫行动。 重报都市传媒记者 罗伟 杨新宇 摄

吴朴慧上央视讲述自己参与重庆山火扑
救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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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宋西南在配送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