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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桃花半山人”
下联你会怎么对

小伙伴们玩疯了
快来看看哪个对得最好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半山
桃花半山人。”区委书记朱党其在
全区“三美”新农村建设现场会上
出的这个上联，这两天在微信朋
友圈掀起了一阵“对联风”。小伙
伴们简直玩疯了，给出了一百多
个下联。

11 月 29 日，富阳日报、富阳
发布两大官方微信公众号都推送
了征求下联的信息。截至昨晚
截稿时，已有17600多阅读量，留
言数百条。

第一类
因为上联嵌入了富阳的地

名，且出现两次，因此不少下联就
是照着这个对的。

比如，十里唐昌十里情、渔浦
江山渔浦情、春江两岸春江情、富
春山居富春景、新登山水新登场、
湘溪山水湘溪魂……不过，“情”
字出现的频率似乎高了些。

其中，网友“老辣椒”给出
的下联是“富春山水富春景”，
他还特地给出了寓意：富春，即
富阳；山水，富阳生态特点；富
春景，“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
春”，自古富阳就是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新时代富阳人有信
心有能力，大力推进“三美”建
设，将富阳建设成为布局合理、
设施完备、村容整洁、乡风文明
的美丽乡村，争创全省美丽乡
村示范区，再绘田园风光别样
精彩的“富春山居图”。

第二类
有小伙伴大约是考虑到了，

上联里还出现了当地特产特色，
且有双关之意，因此就诞生了更
深一层的下联。比如，网友“向
里”发来的“百丈夕照百丈高”。

“百丈”为富阳一地名，“夕照”为
一景致，“百丈高”既是一种描述，
也可算是一种愿景，可以说对得
也算工整。

网友“鈣邦”对的是“陆家葡藤
陆家根”，他还分析了文句结构：

“半”对“陆””，而“陆”是六的大写，
且是富阳土话；“山”对“家”；特色
水果“桃”对“葡”，植物局部“花”对

“藤”，地名“半山”对“陆家”，名词
“人”对“根”，富阳乡村特产“半山
桃（子）”对“陆家葡（萄）”。这位

童鞋，你是技术宅吗？

第三类
这类下联花了一番心思、也

给出了寓意解释，比如网友“xqc”
的“五丰稻米五丰鱼”。他解释
说，“半山”与“五丰”皆为富阳的
一个村名，而且“半”和“五”都是
数量词，“桃花”和“稻米”均为两
地特产，“人”和“鱼”都是动物，一
个地上、一个水下。寓意富阳鱼
米之乡，花果飘香，景美人和。

网友“一米”对的下联是“永
昌竹笋永昌言”，给出的解释是：
竹笋和竹子是永昌的特色经济作
物，通过永昌自己的推介（“永昌
言”）和努力不断发展竹笋经济。

“昌言”有好话、美好之词的意思，
因此“永昌言”的另一层意思就是
永昌的竹笋和竹制品的品质永远
被人赞叹，永昌的竹笋经济发展
一路向好。

第四类
这类下联完全不讲究格式，

只讲究寓意。比如，网友“龙.
com”：半山桃花半山人，一半桃花
一半人，富春江上富春城，一江春
水两座城。

网友“法不阿贵”：半山桃花
半山人，一朝富阳天下闻。寓意

“三美”建设、有机更新，若干年
后，富阳成为举世闻名的福地。

网友“沧浪之水”：半山桃花
半山人，富春碧水富春城。他解
释说：“富阳古称富春，富春碧水
寓意在富阳开展的五水共治，产
业转型升级取得阶段性成果，富
春城寓意富阳进入拥江发展、建
设江南新城的新时代。”

网友“不伦不類”：半山桃花
半山人，三美农村闪富春。寓意：
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富阳的农
村越来越美，美丽的新农村就像
星星一样闪耀在富春江两岸，充
分表明富阳推进“三美”建设的成
效！

网友“十年踪迹十年心”：半
山桃花半山人，满园情谊江山
客。“半山”对“满园”，“桃花”对

“情谊”，“半山人”来自天下客。
祝愿富阳敞开大门快速发展！让
像我一样的异乡兄妹爱它如家
乡！喜为人道之！

为了保护具有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物品
江南新城指挥部启动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江南人 向你征集“老物件”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史炎丹）

为记录江南新城历史变迁，汇聚江南历史
和文化碎片，即日起，启动江南新城征迁过
程中有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物品的征集工
作。

“老物件”征集对象：根据江南新城征迁
工作进程，目前重点开展春江街道临江村、
山建村，大源镇亭山村，灵桥镇羊家埭和徐
家墩区块内有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生产
生活用品。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村民曾经用于生
产生活、有历史价值和记忆属性的用具物
品；村庄中有生产生活历史信息的物品，如
门牌、匾额、老字号、票据、契约、家谱、老照
片、记录本等；其他，比如村民个人收藏的有
生产生活乡愁的物品等。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原则上采用公
益捐赠的方法，如有特殊历史价值或者价格
名贵的物品，则采用协商转让的方法。据
悉，公益捐赠将发放荣誉证书，协商转让则
实行集体议价。

具体征集事宜分别与春江街道、大源
镇、灵桥镇文化站联系，或前往相关行政村
村委。镇街文化站联系电话：春江街道
63588468、大 源 镇 63560116、灵 桥 镇
63558290。

记者手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筑和居住形态

的新陈代谢不可避免。但在此过程中，是否
就要否定过去、将一切推倒重来呢？答案显

然是否定的。
文化之根不能断。包括历史建筑、传

统文化街区、古树名木在内的历史文化遗
迹，是江南最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标识，记录
着江南变迁、兴衰、演化的沧桑岁月，传承
着一代代江南人生产生活的历史文脉。保
护这些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江南的历史、传
承江南的记忆，就是保护江南文化生命的
完整性。

当前，江南区块到了整体转型的关键时
期，处在新一轮建设和发展高潮，新城建设
正如火如荼展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保留、保存、保护好江南的历
史文化“痕迹”。

因此，江南新城征集“老物件”的做法值
得点赞。

转型路上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聚力拥江发展

全省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向军）昨日下

午，全省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区安委会
有关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和联络
员、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在
富阳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紧
盯目标，突出导向，紧紧围绕“三
个确保”，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再
部署再检查再落实，全力做好第
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保驾护航工
作，全力打好今年安全生产工作
收官战。要紧抓重点，针对前段

时间安全生产大检查中发现的重
点隐患问题，着力抓整改，针对岁
末年初人流物流密集、天气变化
等特点着力抓检查，针对国务院
安委会对我省的安全生产考核工
作着力抓督查。要狠抓落实，巩
固和深化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防
控体制，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检
查各项举措，落实监管责任，强化
监督、严格执法。

全省会议结束后，杭州市就
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作出进一步部
署。

大源工业企业拆除工作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史琦欢）

昨日下午，大源镇召开工业企业拆除工作动
员大会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按照江南新城总体布局，大源镇工业企
业迎来新一轮拆除工作，先行区块涉及杭黄
铁路站场综合体区块内企业及工业园区内
沿新大桥南路部分企业。

根据工作安排，大源镇将牢牢抓住建设
杭黄铁路站场综合体的历史机遇，围绕区委

“高新工业强区”的战略部署，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用实际行动支持江南新城建设；守住
底线，坚持政策的权威性，坚持一个政策执
行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公开公平公

正；形成合力，工作人员要尽快熟悉政策、开
展业务，企业主要有大局意识、积极配合，各
捆绑单位、基层站所、行政村要一如既往地
支持拆除工作。

会上，镇村工作人员、评估公司工作人
员及拆除企业代表作表态发言，区江管委党
委委员、副主任陆兴龙解读了工业企业拆除
补偿相关政策。

大源镇于11月18日晚完成杭黄铁路站
场综合体区块房屋搬迁工作签约任务，在

“一街两镇”中率先“清零”。新一轮搬迁工
作启动以来，大源镇党委政府一如既往将工
业企业拆除工作视为江南新城产业转型的

首要工作，不仅提前向企业宣传好拆除工作
的意义和相关补偿政策，还按照分工协作、
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紧扣时间、倒排计划的
要求，确保各阶段工作提前顺利完成。同
时，强调工作纪律，确保拆除工业企业程序
到位、工作到位、廉洁到位，营造风清气正的
工作环境。

目前，大源镇已成立工业企业拆除工作
小组，计划于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入企
调查、相关资料收集、测绘评估等工作；2018
年1月31日前完成被拆除工业企业补偿协
议签订工作。

何勇军：

为城镇有机更新不知熬了多少个夜
本报讯（记者 王杰 通讯员 江栗峰）今

年47岁的何勇军是此次新登镇城镇有机更
新第十组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十组搬迁
户全部完成签约，腾空工作也已完成。

比搬迁户考虑得还要周全

今年6月初，新登镇政府成立城镇有机
更新指挥部，何勇军成为其中一员。最初，
他对这事有些顾虑，但最后还是想通了。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能够参与到这
次搬迁工作，为家乡面貌改变出点力，肯定
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何勇军说。

因为是第一次参与搬迁工作，缺少经
验，何勇军积极向有经验的同事取经。“只有
做到熟悉政策、有问必答、态度诚恳，才能说
服搬迁户。”除了积极学习，何勇军还与其他
工作人员起早摸黑、走街串巷，看到哪家有
人就进去坐坐，向他们宣讲政策，和他们拉
拉家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努力和搬
迁户搞好关系。

十组的特点是商铺多、纠纷复杂、工作
难度大，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签约、腾空工
作，相当不容易。何勇军总结了自己的工
作经验：“哪怕是根稻草，也不能给搬迁户
漏下。”

在评估过程中，何勇军往往比搬迁户考
虑得还要周全。“搬迁户最容易忘记的是太
阳能热水器，因为都在屋顶。而搬迁时，一
个太阳能热水器价值两三千元，对搬迁户来
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我们尽量帮搬
迁户考虑进去。”何勇军说。正因为他秉承

着这样的工作态度，常年在外的搬迁户黄先
生，签约的事情大多委托何勇军处理。

嗓子哑了也要继续工作
由于一直在做搬迁户工作，没过几天，

何勇军的嗓子就哑了。那段时间，“胖大海”
或“金嗓子”从不离口，最后还去了医院，医
生让他尽量不要说话。即使这样，何勇军还
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仔细做好入户调
查、测绘、签约、腾空等一系列工作。

由于工作忙，陪伴家人的时间自然少
了。“儿子高考结束后，我也没有陪他一天，
老丈人住在医院里，我也一次没去过。但是
家人一点怨言都没有，默默支持我的工作。”
谈到自己的家人，何勇军很愧疚。

付出总有回报。夏天太热，早上一出
门，衣服就湿透。有时候，搬迁户会拿出西
瓜、饮料，把何勇军当成客人招待，搬迁户黄
先生还多次在微信上向何勇军表示感谢。

“每次看到这些，心里都会充满暖意。”何勇
军说。

签约完成的那一晚，何勇军和组员贴上
本组最后一面小红旗时，流下了激动的泪
水。“这几个月我们熬了多少个夜，受到过多
少委屈，甚至连今天是几号和礼拜几都不记
得了，幸好最后有了一个好结果，可以说是
甜与苦并存，但是甜一定是大于苦的。”何勇
军笑着说，“新登城镇有机更新工作刚刚起
步，需要更多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希望几
年后，我们能站在古城墙上，眺望一座全新
的集镇。”

何勇军（左二）与搬迁户沟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