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春芳的小店藏在一个小巷子里， 十几平方的店铺外面
竖着 “楚怡艺剪 ”的彩色招牌 ，玻璃门上贴了 “彩妆造

型”的蓝色打印字。店铺的邻居已经全搬走了，邻里几家小店只剩
“楚怡艺剪”还支棱着，其他都是紧锁的铁栅栏门。

12 月 29 日，离 2020 年的结束还有两天的日子，武汉下了雪。
罗春芳拍了条抖音，视频里雪落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落在门口生
了锈的电线杆子上。 罗春芳写：“希望这场雪能把病毒带走！ ”

至今，距离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现已经过了一年有余。从
去年年初开始，有无数的民间志愿者曾经勇敢地做过一些好事，鲜
少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当疫情逐渐平息以后，他们也在往自己的
普通生活里撤退———但熟悉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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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志愿者的这一年
开工困难、城市变迁、熟悉的生活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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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之后，不再有医务

人员需要罗春芳去义剪了。
4 月 8 日武汉“解封”以来，

援汉医疗团依次撤离， 社区、街
道一点点活了起来，理发店一个
个开了门。 于是罗春芳为时三个
月的疫情义剪生涯在金银滩医
院就此结束，她不再需要早起晚
归，一天都捂在防护服里，给几
十个医务人员剪头发。

义剪主要是为了能让医务
人员在安全、方便、卫生的情况
下工作，花样并不太多。 但偶尔
也会有医务人员主动提要求。

在 4 月，志愿工作快结束的
时候，罗春芳有次给内蒙古援汉
医疗团队剪头发。 轮到一个小伙
子，问罗春芳能不能给他在头上
刻一个“武汉加油”。 罗春芳要了
只黑笔，在男医生脑袋顶上写下

“武汉加油”四个大字，然后用剃
刀一点一点刻下来。 刻完，医生
就顶着这几个字回家了。

武汉， 就是这样在各方参与
下一点一点好起来的。“其实做了
大概两三个月志愿工作以来，就
觉得好像‘解封’是一个自然而然
的事情。 ” 罗春芳所在志愿团队

“理疫之帮”发起人之一大龙说。
在疫情中做志愿，对罗春芳

来说是“一辈子都值得回味的事
情”。 疫情之前，“志愿”对年近五
十的罗春芳来说还是个陌生的
词。 疫情之后，罗春芳把给医务
人员剪头发的照片一股脑儿发
到朋友圈里。

“我自己欣赏。 虽然没挣钱，
但我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觉得我以后
还是要出去”。

疫情期间， 大龙认识了很多
朋友， 他们都期望把志愿服务坚
持做下去。武汉未“解封”时，就常
有人问发起人大龙， 能不能等疫
情结束以后，继续去养老院、孤儿
院或者山区里给别人免费理发。
然而，武汉“解封”后，福利院、养
老院等地方仍然处于封闭状态，
义剪活动还不能按期举办。

但公益并不局限于这些地
方。 大龙在疫情期间结识的朋友
中，有很多组建了自己的志愿团

队，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开办公
益项目。

大龙自己就是其中一个。 12
月， 他辞去了水利部的本职工
作，开始专心做公益项目。同月 5
日，大龙主办成立了江岸区青年
志愿者协会，在协会中任副会长
一职，先后做了垃圾分类宣传和
公益托管的项目，把后疫情时代
的志愿工作也做得风起云涌。

但大龙和这些志愿朋友难有
一聚。 志愿结束之后，“理疫之帮”
的群里已经很少人再说话。 武汉
市美业协会给理发师们做了一次
表彰，但与会之人寥寥。

大龙解释说，因为疫情对经
济冲击比较大，“所以他们可能
现在还没有组织这种聚会，大家
都在忙，忙着赚钱”。

即便武汉解封已经半年之
久，钱，仍然是志愿者们的一个
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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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旬， 罗春芳回到自己

的楚怡艺剪里，竖起了四个多月
没拿出店的招牌。

但一直到 6 月，店铺都处于
一个开门不开张的状态。

6 月以后， 一星期中也总有
三四天是不开张的状态， 没有人
来剪头。 楚怡艺剪开了 25 年，从
前最差每天也会赚一两百块；如
今，有时一天也等不来一个客人。

“我开了这么多年的店子，
没有说生意极好，但也从来没说
开不了张的，并且还是经常的开
不了张。 ”罗春芳操着一口武汉
普通话说，把“从来”和“经常”拉
得很长。

因为是巷子里的小店， 楚怡
艺剪主要是靠老顾客拉上来客流
量。 武汉成为疫情集中暴发地之
后， 从前外地的老顾客搬离了武
汉，罗春芳一下失去了大半客源。

“我今年叫混过去了。 ”罗春
芳说，她所在的美发群里，很多
理发的小店倒闭了，从前的理发
师们在群里发些卖东西的广告，
转行做了微商。

“解封”后，楚怡艺剪的邻里
也搬空了大半。“我们这条街是
属于那种武汉市中心的市场，有
很多外地的租户，‘解封’以后他

们都搬走了，现在每条街房子都
空很多，都没有人。 ”

对于罗春芳这样的小商户
来说，疫情的影响，在这一年里
从来没有走远过。 生活看上去是
回归了轨道，但有些变化实实在
在地发生了，就像这座城市身上
一些难愈的伤口。

除了早晚高峰， 地铁公交上
只有几个人，“要是往常的话，地
铁都是满的”。爱打牌的人连牌都
不打，喜酒也很少办；罗春芳外甥
女的婚礼和孩子百天宴都没有办
酒，“原来‘十一’酒店都爆满，现
在很多武汉酒店都倒闭了， 我们
武汉人对疫情是真的很怕”。

一边是人走楼空，一边是闭
门不出。 罗春芳说，有一个疫情
前来剪过一次头发的婆婆， 到 9
月才又上门剪头发，从前是短发
的婆婆来剪头时头发已经长得
很长。

交通部发布的 2020 年 11 月
中心城市客运量显示，武汉市 11
月市内交通运输量同比减少了
39.7%。“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同为志
愿者的陈辉如是说。

陈辉所在公司原本是做蔬
菜无人售卖机、蔬菜运送等生意
的， 疫情之后许多小餐馆倒闭
了， 原来赊的账都要不回来，一
下子亏了三四十万元。

“其实我们也可以走法律程
序的，但总经理的意思是，他们
也很困难， 公司亏了就亏了，我
们从头再来。 ”

从复工到现在， 陈辉所在公
司仍处于亏损状态。 原本的蔬菜
运送因为疫情等因素无法继续营

业， 他们只能开拓新的业务和市
场，但员工工资还要继续发、房租
还要继续交，一笔账算下来，公司
总共亏损了一两百万元， 把总经
理养老的钱也亏掉了。

“今年一年过得艰难，各个方
面都很艰难。 我们企业真的在垂
死挣扎。 ”陈辉公司花了几个月的
时间找到华农和农科院的科学家
团队， 分别谈下了新品种茄子树
和高产量生姜种植两个项目，准
备 2021年底再收回成本。

志愿行为当然不图回报，但
是作为普通人的时候，他们的生
活和每一个武汉人一样遭受创
伤。“每个武汉人应该都受到了
冲击。 ”大龙说，他辞职之前，工
资已经降了 30%以上。“房价下
跌，物价上涨，写字楼的空置率
也相对比较高，停业的、破产的，
不在少数。 ”

不过，有些志愿者也觉得自
己收获了“社会的回报”。

疫情车队志愿者杨锦在复工
伊始， 被合伙人卷走了公司所有
的货款， 只得一个人顶下来公司
的所有债务。债务漏洞实在很大，
但很多朋友借钱给他， 公司就此
照常运转下去， 到 2020 年年底，
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的状态。

“所以整体说，还是你在回
报社会，社会也会回报你吧。 ”杨
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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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腊月二十八，大龙还

在从黄冈赶回武汉的路上。 第二
天是武汉“封城”的日子，整条高
速上只有大龙这一辆车往回开，

到了武汉收费站，轿车乌泱乌泱
往城外跑。

“封城”当天，整个武汉就是
一个空城， 几乎看不到一辆车。
“‘封城’那会很突然，很硬，街上
空荡荡的，行人也不多，印象很
深刻。 ”

陈辉原本也订了腊月二十九
回襄阳老家的火车票， 因为“封
城”没能回去。 没过几天，大年初
二、初三开始，她就加入了志愿车
队，开始了运输的统筹工作。

对她来说， 鼠年的开头并不
很安稳，“一天到晚就在外面跑，
但还算挺有意义一件事”。有回陈
辉和丈夫给十几家医院送自热米
饭，从武汉最东头跑到最西头，跨
过了武汉三镇，没有休息的时间。
那会陈辉丈夫刚做完脑梗的手术
没 3个月， 跑单的时候陈辉看见
丈夫脸憋得通红， 吓得她让丈夫
赶紧喝药，喝完药再跑。

解封大半年之后再看那时
候做志愿的照片，陈辉还会掉眼
泪。 她用“英雄”“大爱”和“胜利”
来描述自己的 2020 年。“钟南山
院士不是说， 武汉市英雄的城
市， 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嘛，
真是这样的。 ”

虽然还在亏损状态， 公司在
疫情之后也给养老院捐了两次物
资。 她信，只要咬牙挺过 2021年，
2022年公司就应该运转正常了。

罗春芳丈夫病退多年，儿子
没有工作， 原来靠理发店养活
家，现在理发店没有客人，她开
始打些零工。

她帮人刷过墙，去同行店里
给人打过工，也摆摊理过发。 零
工不挣钱， 好歹可以贴补家用，
交交理发店的房租。

3 月， 她给肿瘤医院义剪时
免费做了一次体检，结果出来肺
部有小结节影，可能存在良性肿
瘤。 因为暂时缺钱，她一直没去
复查，“我怕检查结果不好，又要
花钱住院，所以一直拖着没去”。

罗春芳想， 过了 2020 年，她
的经济状况应该会好很多。“明年
到了三四月份还是会有人来武汉
做事的，因为武汉‘解封’之后已
经是最安全的城市了。 ” 她计划
着，到那个时候，她再去复查。

对于还在创业期的杨锦来
说，2021 年也许在经济状况上也
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因为 2020
年也都走过来了，我相信 2021 年
也不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转眼又到鼠年的腊月。 今
年，大龙和陈辉都选择留在武汉
过年；罗春芳拿出来了去年买了
没机会穿的两件新棉袄，一件绿
色一件白色，准备新年穿。

“我希望新年能恢复到以前
的状态，不光是我的生意，而是
所有人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罗春芳说，“我一看到街上，到处
没人、门面关着，我的心就凉凉
的。 我还是喜欢以前的武汉。 ”

（据 “Epoch 故事小馆 ”，文
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左一为杨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