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２０21．8.10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10 People 人物

他自费赴郑州救灾，返粤隔离后却被人骂

开车一天一夜
北上免费维修

今年 35 岁的叶军港是广州
一名汽修师傅， 郑州暴雨后，他
一直在关注当地的受灾情况，
“尤其看到车主很无助的表情，
很想帮他们。 ”

7 月 23 日，叶军港看到了一
位郑州汽修同行的求援视频，
“视频里的人说郑州很多车辆被
泡水，无处维修检查，请全国的
汽车维修师傅去郑州帮忙，还承
诺给报酬。 ”

原本已经在网络上捐款的
叶军港当即决定前往郑州支援，
并且不要酬劳，“如果说要赚钱，
我没有必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
有 16 年的汽车维修经验， 想用
最实际的方式支援河南。 ”

7 月 23 日晚上，叶军港在自
己的抖音账号发布了一条视频，
表示自己将以志愿者的身份前
往郑州，希望当地群众可以帮忙
提供维修的场地，同时号召同行
一起前往。

25 日，叶军港和同事带上了
维修工具，两人一车自驾赶往郑
州，抵达郑州时已经是第二天凌
晨 3 点。

休息几个小时后，叶军港就
开始和来自湖南、湖北、江苏的
维修工们一起分工合作。

“车辆泡过水后，车主基本
上不敢动，不敢打火，害怕造成
二次伤害，这时候需要专业的师
傅去看能不能启动，先排除发动
机有没有进水，再做下一步的检
测。 我们帮他们把车子弄启动，
能走了，但不代表这个车就完全
没问题了， 后期还是要去维修
厂，我们主要做的还是缓解拖车
的压力。 ”

因为暴雨， 被淹的车辆众
多，工作量很大。 每天，叶军港要
从早晨 7 点多一直工作到夜里
11 点甚至 12 点。

“虽然辛苦但也很开心，每
次看到车主感激的眼神，我都很
欣慰。 ”在郑州修车时，叶军港感
受到了河南人的热情，“抢着带
我们吃饭，还给我的车上塞了很
多吃的喝的用的。 听我是从广州
过来的， 就算他家没有车修，都
会非常感激， 跟你竖起大拇指，
说辛苦了。 ”

“你为什么要回来”

在郑州忙碌五天后，7 月 30
日晚上 10 点， 叶军港和同事驾
车从郑州南返回广州。

“去郑州之前，我不知道郑
州未来会发生疫情。 我们离开的
那天， 郑州疫情也还没有暴发，
只是听到南京有了病例。 ”

31 日回家的路上，叶军港看

到郑州公布了无症状感染者以
及部分地区升级为中高风险。 他
查看车辆的导航轨迹发现，自己
在郑州时曾路过疫情地区。

在路上， 叶军港联系了广
州的医院和居委会。 31 日下午
6 点，回到广州后叶军港和同事
做了核酸检测，之后自行在酒店
隔离。

8 月 1 日中午， 叶军港和同
事被检疫人员接到了隔离酒店。
刚刚入住隔离酒店，叶军港就收
到了几个添加微信好友的请求，
通过验证后，他开始收到陌生人
的谩骂。

“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拿
到我的电话号码。 ”叶军港推测，
自己上转运车时引起了群众的
围观，自己停在一旁的车被人拍
下，可能有人通过印在车身条幅
上的电话联系到他。“当时穿着
隔离服，他们可能以为我是确诊
患者，就在拿手机拍照。 ”

“你傻不拉几地跑到郑州又
跑回来干吗？ ”“把病毒带回来。 ”
面对指责，叶军港尝试向对方解
释， 但陌生人依旧是无理谩骂，
随后删除了叶军港的好友。

突如其来的责怪让叶军港
觉得委屈，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
成了恶意“放毒”的人。 回想自费
去郑州支援每天辛苦维修，回到
广州承担一天 400 多元的隔离
费，还要被恶意攻击，情绪激动

的叶军港哭着录了一条视频发
在了抖音，“当时的我被负能量
占领了”。

“去添堵、作秀”“去郑州是
为了捞二手车回来”， 视频发出
后， 也有人在评论区质疑叶军
港。“我所做的， 我能说问心无
愧。 我去做志愿者，从来没有想
过什么掌声、鲜花。 但我的行为
真的像是他们质问的那样自作
自受吗？ 希望大家多给我一些鼓
励，而不是谩骂和攻击。 ”叶军港
回应道。

“谢谢大家的肯定”

随着视频的转发，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到了叶军港的遭遇。 8
月 3 日晚上，叶军港的手机响个
不停，不断有热心的郑州市民和
网友打来电话，要给叶军港提供

帮助。
“可能大家看到我在视频

里提到自费隔离的事情， 好多
人要给我众筹， 还要我的支付
宝账号，要转钱给我。 不用，真
的不用。 ”叶军港感到疑惑，自
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汽车维修师
傅， 怎么莫名其妙就被大家认
识了。

他在自己的抖音平台更新
了事情的最新进展，“花都区政
府部门对我们的行为表示了肯
定，也承诺会对我们的隔离费用
进行减免。 ”

有人问叶军港是否后悔去
郑州做志愿者， 他回答说：“后
悔回广州太早。 其实我们应该
安安心心在郑州修车。 回来也
是隔离 14 天， 在那边 14 天可
以修很多车。 ”

（据上观新闻）

别再污名化疫情受害者
8 月 2 日，一条“援郑志愿者

返乡隔离后被家乡网友网络暴
力骂哭” 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镜头前，隔离于广州市花都区的
志愿者叶先生痛哭流涕，表示自
己尚未确诊，也并非有意将病毒
带回家乡，请求网友不要再对他
进行网暴。 在此之前，叶先生曾
和同事一同奔赴灾区，在郑州无
偿维修了 500 多辆故障车。 但
是，返乡之后等着他的并非鲜花
与掌声，而是一句句无情的攻击
和谩骂。

由于郑州近期发生了由院
内感染引发的新冠肺炎本土疫
情，叶先生返乡后，先是居家隔
离， 后来又主动联系防疫部门，

参与了集中隔离。 不巧的是，叶
先生身穿防护服前往集中隔离
点的样子，让人拍下来传到了网
上，进而引发了不少当地网民的
恐慌和误解。 部分网民“望图生
意”， 以为叶先生感染了新冠病
毒，怒骂他“傻不拉几”“把病毒
带回广州”， 还有人对他支援灾
区的义举看不顺眼，无端指责他

“装模作样”“沽名钓誉”。
在这则新闻中，最引人注目

的焦点，无疑是当事人“援郑志
愿者”的特殊身份，与其遭遇形
成的鲜明反差。 叶先生身上并未
检出病毒，只是因为参与隔离就
被“网暴”，也让这起事件显得更
加荒诞。 然而，仔细想想：叶先生

其实根本不需要用这些论据为
自己辩护，就算他只是从郑州返
乡的普通市民，就算他真的感染
了新冠病毒，他也并没有犯下任
何过错。

任何一名公民，只要做到主
动报备行程、 积极配合隔离、检
测等疫情防控工作，便已充分履
行了自己的防疫义务。 只要没有
刻意隐瞒行程、 对抗防控政策，
不论是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
染者、密接人员还是参与隔离人
员， 都不应该被舆论污名化，成
为他人攻击的对象。

叶先生的经历之所以令人
担忧，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
为被隔离的对象， 或是感染病

毒。 患病也好，被隔离也罢，本身
就是对当事人的一重打击，社会
还应为这些不幸的个体“雪中送
炭”， 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
条件与环境，而不能用不公的待
遇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这
不仅是道德伦理、社会责任层面
上的问题，同时也会影响疫情防
控工作的大局。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公民对防疫政策的
支持与配合。 在此之前，个别感
染者故意隐瞒行程、造成疫情扩
散， 已让多个地方受到了教训。
对那些为了一己之私， 躲避、抗
拒疫情防控工作的人，舆论当然
应当加以谴责，法律也不会放过

他们。 但是，对更多普通的感染
者和隔离对象而言，他们无论如
何都不该成为被迁怒的对象。 部
分人越是歧视新冠病毒感染者，
可能感染病毒的人就越有可能
“害怕”被人发现，不理性地做出
有害于防疫工作的举动。

对疫情受害者的网络暴力，
不仅不公平、不正义，也是在破
坏社会各界在团结中共同建立
起来的防疫屏障。 此前，“武汉人
在外地被歧视”“成都女孩被人
肉搜索”等案例殷鉴不远，舆论
还应形成合力， 旗帜鲜明地支
持、关怀疫情的受害者，保护他
们不受污名侵害。

（据《中国青年报》）

‘你为什么去了郑州还要回来？ ’‘去把病毒带回来？ ’‘回来花都放毒？ ’8 月 1 日下午，刚刚入住
隔离酒店的叶军港就收到了几个添加微信好友的请求，通过验证后，他开始遭到陌生人的谩骂。

此前，广州市仿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汽车维修师叶军港曾和同事奔赴郑州做志愿者，5 天在郑
州免费维修了 400 多辆涉水故障车。

面对无端的指责，叶军港情绪激动，穿着隔离服的他痛哭着录下一条视频，表示自己只是隔离，
没有确诊，并非有意将病毒带回家乡，请求网友不要再对他进行“网暴”。

‘不远千里奔赴郑州，差旅费几乎自费，在隔离酒店也都是自费。 可一回来就有人发微信问我为什么去
了郑州还要回来，听了这些话我真的很伤心。 ’‘去郑州做志愿者是想帮助那边的人，我从来没想把病毒带
回来。 ’随着大量的转发，叶军港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并于 8月 3日晚间登上了微博、抖音热搜。

4 日凌晨，叶军港告诉上观新闻记者，发布视频是一时激动觉得委屈，现在已经平静。
目前，叶军港仍在隔离中。 8 月 3 日下午，已有当地防疫工作人员联系他，称可申报减免隔离费

用，‘也有很多人打电话关心我，谢谢大家的鼓励’。

在郑州做志愿者的叶军港（左）

在郑州做志愿者时，叶军港和同行志愿者被赠予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