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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

疫情不等人。对于病人和前方医护人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医疗物资运送快一点，就可能有几个医护人员避免感染，几个重症

病人避免死亡。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医疗物资，以及将医疗物资以

最快速度送达最需要的地方。

时间就是生命

1 月 23 日上午 10 点，武汉正

式封城。物流成了城内千万人口

连接世界的唯一一条生命通道。

面对疫情，企业、机构和个人

热心捐款捐物。然而，前方物资依

旧告急。几乎每天都有武汉各大

医院的紧急求援信息传出。

“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1 月 30 日，武汉协和医院医

生在微博及朋友圈请求医疗物资

支援。当天下午，人民日报官方微

博转发消息，迅速引起关注。随

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

市金银潭医院等多家疫情防控一

线医院都发出物资告急公告。

问题出在物流，物资进武汉

太难了。武汉封城后，湖北多市区

也相继宣布封城。被层层包裹的

武汉宛若一个“孤岛”。想要顺利

通行湖北各地区的关口，需要说

明函、介绍信和证明函等多重手

续，还需要具体上报跟核实运输

物资的种类、车辆信息、司机身

份、往返路线等，流程繁复。如果

需要运输物资去武汉还需要特别

通行证。

武汉封城之初，只有中国邮

政、顺丰、京东物流三家快递公司

拥有特别通行证，运力极度紧缺。

随着菜鸟网络等相继获得特别通

行证，开通“绿色”通道，物流情况

才稍有缓解。

“出湖北，比进湖北更难！”快递

员刘强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感叹。

1 月 24 日，刘强从河北沧州

开车运输物资送往武汉，次日出

城。此时，出城的路段已经全部封

锁。

刘强连续绕了几个地方都被

交警拦下。经过黄陂区出高速口

时，道路上有路障拦截，不过正好

遇上施工队员工，他说明情况，借

了把铁橇，撬开路障，这才顺利出

城。从武汉出城的路上，设有大大

小小的检查站，每个站点都需要

停顿，他一共测量了 14 次体温，

确认温度正常才得以出城。

每天，都有运输车辆进入武

汉后无法离开，本就紧缺的运力

更加捉襟见肘。

最大的问题是人手短缺。

货车司机离开武汉后，必须

居家隔离 14 天。这也意味着，快

递公司每次运送物资都必须协调

新的司机。一开始，各物流公司还

可以向各地抽调解决，但“持续下

去就困难了”。

一边是疫情倒逼，全国物流

运输需求旺盛，包裹堆积、一车难

求；一边是，不同省市出于疫情控

制需要的封路、延长假期政策，导

致物流公司无法全面复工，人手

短缺。

疫情中的物流困难重重。可

是，疫情不等人呀。对于病人和前

方医护人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医疗物资运送快一点，就可能有

几个医护人员避免感染，几个重

症病人避免死亡。

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医疗物

资，以及将医疗物资以最快速度

送达最需要的地方。

连接世界的生命线

1 月 25 日（正月初一）上午 10

点多，49 岁的安徽货车司机王慎

才接到宁国中通公司负责人李军

的电话，要他送一批救灾物资去

武汉。在此之前，老王只负责在安

徽省内的宁国和芜湖之间跑，从

没去过武汉，也没跑过这么远的

长途。

“没事，跑一趟就跑一趟。”

这是武汉封城的第三天。一

听说是送去武汉的救灾物资，老

王一口答应了。检修完车辆，接上

同伴熊楚英，已经是下午 5点了。

车子行驶到宁国市仙霞镇盘张

村，两个装卸工把 10 万副口罩装

进车厢。

下午 6点，王慎才和熊楚英上

了出城高速。这辆满载着口罩的

货车一路向西，将横穿安徽、江西

两省，目的地是武汉东西湖区管

委会。

高速上，车辆比平时少了很

多。凌晨 2点，到达湖北界，王慎

才和熊楚英戴上了口罩。凌晨 4

点，货车从武汉北下高速，被两个

交警拦下来。“交警穿着防护服，

全副武装，我们意识到，是真的到

疫区了。”

得知是送口罩的，交警很快

放行。凌晨 4 点多，货车到达收

货地点———武汉市东西湖区管

委会。而此时，王慎才才得知，

这是菜鸟网络组建的“武汉救援

物资绿色通道”发送的第一单物

资。

从接到通知到物资送达，仅

仅用了 16 个小时。

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封禁，

超体量的庞大运输项目，靠孤胆

英雄是行不通的。唯有群策群

力，各物流企业高效协同才能将

运力发挥到极致。

1 月 25 日，武汉医疗物资告

急。菜鸟牵头成立“武汉救援物

资绿色通道”，中通、申通、韵达、

圆通、百世、德邦、AirCity 国际

物流集团、辛克物流、丹马士物

流、4PX递四方、宏远物流、斑马

物流等 30 多家中外物流企业迅

速响应。

一条连接武汉和世界的生

命线迅速打通。

国内医疗资源告急，求助

国际力量成为抗击疫情的不

二选择。可是，国内的快递公

司都没有紧急运调国际物资

的经验。

菜鸟长期为“全球买、全球

卖”积累的“全球运”经验，在这

个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月 30 日上午 11 时，阿里

巴巴全球采购的首批医疗物

资，从印度尼西亚运抵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1 月 30 日 13 时

15 分，从韩国首尔起飞的东航

MU5042 航班载运着阿里巴巴

全球购的 11180 公斤、70 余万

件医疗物资落地上海浦东……

通过这条绿色通道，中国与

印度尼西亚、韩国、以色列、俄罗

斯等几十个国家形成医疗物资

全球采购与全球运输的无缝对

接。

这是中国快递史上第一个

进行全球配置的救灾通道。不经

意间，我们又见证了历史。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凭借

长期积累的数字化能力，菜鸟网

络搭建了一条全球物流动脉，源

源不断地向武汉等重灾区运输

紧要物资。

在菜鸟、京东、顺丰等物流

力量的努力下，1 月 23 日至 29

日，武汉市揽收包裹 83.7 万

件，投递包裹 102.7 万件，物流

非但没有中断，运力反而还超

过了正常情况。

中国经济的动脉

2003 年的“非典”，让数以百

万计害怕出门的人开始尝试在

网上购物。这一年，淘宝网和京

东相继诞生，人们逐渐意识到他

们宅在家中所可以做的事。

“非典”证实了数字移动技术

和互联网的有效性，因而成为互

联网在中国崛起的转折点，也成

为中国电子商务的起源。

17 年后，互联网电商早已融

入了人们的生活。

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

达 31.3 万亿，占 GDP 的比重超

过三分之一。互联网电商早已成

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

量。

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

规模已达 8.54 亿人，互联网普

及率达 61.2%。

疫情发生后，多省市实施交

通管制，政府不断号召民众居家

隔离，减少出行，以避免疫情进

一步扩散。这些宅在家中的日

子，互联网成了人们了解疫情情

况、学习防疫资讯以及保障日常

生活所需的依靠。

在支付宝，用户不仅可以看

到全国和本地疫情的实时数据，

还可以实现送药上门、行程改

签、缴纳水电费、在线买菜、在线

购物等几十种便民功能，将在家

隔离的生活障碍降到了最低。

不仅如此，支付宝、微博等应

用都相继开通了在线问诊功能，

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

远程诊断，避免前往医院交叉感

染的可能，也大大缓解了本就紧

张的医疗资源压力。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 月

24 日至 29 日，全国邮政业揽

收包裹 8125 万件，同比增长

76.6%，投递包裹 7817 万件，同

比增长 110.34%。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互联网

电商在疫情防控中所发挥的无

形却又强大的力量。难以想象，

如果没有互联网电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全国防控和隔离要

如何开展。

互联网电商今天的繁荣离

不开物流力量的支持。

2010 年，淘宝“双 11”，包裹

数量突破 1000 万个，打了快递

公司个措手不及。包裹犹如洪水

一般涌入快递公司的各个中转

仓，反复积压。最后，一个包裹的

配送时间从一到两天变成一到

两周，最长甚至是一个月。消费

者和商家都怨声载道。

到 2012 年，淘宝商城改名为

天猫，“双 11”销售额达到 191

亿，包裹超过 7800 万件，各快递

公司直接爆仓。彼时，物流已经

成了电商发展最大的障碍。残酷

的现实让马云决定必须马上解

决掉它。

2012 年 11 月 12 日，“双 11”

硝烟未散，马云就带着张勇、童

文红等人去上海外滩的兰心会

所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他们

试图探讨出解决中国物流问题

的一个路径。“头脑风暴”的最终

成果就是决定组建一家新公司，

以技术驱动社会化物流资源，于

是就有了菜鸟。

在菜鸟的带动下，中国物流

业开始了一场深刻且持久的数

字化改造和行业重构。

2018 年天猫“双 11”，日包裹

量超过 10 亿，可各快递公司游

刃有余，并未出现“爆仓事故”。

这放在“桐庐帮”时代，简直是

“天方夜谭”。

数据显示，2018 年天猫“双

11”开场仅 8 分钟，第一个天猫

超市包裹送达；8 小时后，全国

263 个城市已签收，实现“午夜

下单早晨达”；当天，超过 100 多

个城市享受到门店发货“分钟级

配送”服务；仅用 2.6 天，1 亿包

裹签收，比 2017 年提速 5 个小

时，比 2013 年更是快了 6天半。

这就是数字化的力量。疫情

中，同样是数字化力量支撑起物

流速度。

最典型的是 1 月 26 日下午

2 点，菜鸟武汉仓接到阿里巴巴

集团通知：立即在武汉建立医疗

物资专用仓，用来快速处理全球

范围采购的急需物资。

从接到任务到选址、协调技

术系统和人员，到一个 6000 平

方米的专用仓库开设完成，仅仅

用了 6个小时。相比 2003 年，数

字化物流在当下带来的改变，让

生命通道得以加速运转。

而疫情过后，数字化物流力

量构建起的“中国动脉”仍将引

领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继续服

务武汉，更改变中国。

（选编自《华商周刊》）

截至 月 日，菜鸟绿色通道已累计向湖北各市送达包括 多万个

口罩、万多套防护服、 吨蔬菜肉类等在内的抗疫和生活物资

经菜鸟绿色通道，海外华人华侨捐赠的物资在纽约装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