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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区第一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城市拥江发展战略。这其中，秦望区块是富阳推进拥江发展、加强南北互动的关键节点，
改造之后将成为
“城市眼”
。
在这个背景之下，区文联联合富阳日报社、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推出一系列文学、摄影作品，记录秦望区块搬迁
过程中，
那些动人的瞬间，感人的事迹，
以及富阳干部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

只为迎接富春的美丽蝶变
——记秦望区块有机更新中勇挑重担的春江铁军
月半/文

通常有人喜欢把秦望区块这样艰难困苦的有机更新项目与“战争”联系起来，窃以为，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是美的事业，为城市营造美的环境，为市民创
造美好生活。春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陆鑫慧对完成临江片、富源片、富源弄片劝迁任务而作的诗没有出现“战争”的字眼，但是，不是战争，不等于没有艰
辛，
秦望区块劝迁就是劝人接收美，陆书记的那首诗，说出了春江人的铁肩担当和铁军精神。

春江
“铁人”们
10 月 24 日晚，笔者去春江街道采访，
与陆鑫慧甫一见面，当说出来意，他便不
假思索，随口说出了春江人在劝迁（恕笔
者把房屋评估、签约、腾空三个阶段叫劝
迁，因为这是一个迁的过程，让搬迁户迁
主要是“劝”
）过程中值得点赞的多个“有
位”和“所有”：有位，是老干部，手术动好，
休息了没几天，就主动请缨又上秦望区块
劝迁；有位，老父亲去世了，料理完丧事的
第二天，又出现在秦望区块；有位，也是老
干部，患上了咳嗽，有人劝他上医院看看，
他说，任务没完成，没心思看；有位，已 50
多岁了，大清早骑摩托车上秦望区块，被
窄弄里突然驶出的电瓶三轮车撞了，有人
要把他送到医院，他硬是不肯，他说，好不
容易预约了一位搬迁户，今天早上要见面
的，不能耽误见面，他自己简单处理了伤
口，便去了已预约的搬迁户家；有位，光跑
一户搬迁户就跑了 150 多趟；所有的人小
病不休息，轻伤不下火线，所有的人早上
7：30 就到秦望区块，晚上 10：00 回家，迟
的，要到晚上 12：00 回家，所有的人在劝迁
过程中没有一天休息天（有人说，你说了
这么多，不是可以五加二，白加黑概括了
吗？不，笔者还是讲具体时间吧，白加黑，
变成一天 24 小时，哪能呢？人总要睡觉
吧）；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
“所
有”的人都是
“有位”
。
陆鑫慧所说的这些人还不是铁的
吗？他们的肩膀还不是铁的吗？这样铁
的人组成的队伍，还不是铁军吗？然而，
这些人都不是机器人，是肉身，是有七情
六欲的。陆鑫慧说，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
在秦望区块劝迁过程中哭过，但有几个女
同志都想在完成任务后，好好哭一场，当
然这不是悲伤的哭，他们有太多的委屈，
他们也要释放呀。同时他们的“想哭”是
喜悦的哭，收获的哭，豪情的哭。

铁的誓言从春江人发出
7 月 28 日是开启秦望区块有机更新的
日子，上午 9：00，富阳区委区政府召开动
员大会，下午 2：30 春江街道也开了誓师大
会。
誓师大会上，各个层面的人发出了铁
的誓言。李国林、陈军、宋生顺是街道班
子代表，李国林说：
“ 人到心到，确保时间
精力到位；公正公平，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诚心热情，确保工作服务到位。”陈军说：
“严格规范动迁行为，力争做到阳光动迁、
和谐动迁、文明动迁，让每一位搬迁户明
明白白、安安心心。”宋生顺说：
“努力做到
‘勤’
‘细’
‘严’
‘勤’，就是脚勤、嘴勤，
‘细’
就是细致，细心，
‘严’就是严格、严明。”陈
建春是工作组代表，他说：
“ 讲法讲理讲
情，确保按期完成任务。”胡永明是行政村
代表，临江村党委副书记、村主任，他说：
“摸清情况、吃透政策，把工作做实、做细、
做稳；明确目标、倒排计划，把任务干妥、
干成、干好。”街道党工委书记汪军飞最后
说的八个“到位”既是要求，也是誓言。八
个到位是：思想认识到位，业务学习到位、
工作责任到位、底细摸排到位、方式方法
到位、作风务实到位、奖罚优劣到位、关心
关爱到位。
誓 言 不 是 闹 着 玩 的 ，是 要 实 打 实 做
的。后来劝迁圆满成功的事实证明：这是
一批铮铮铁骨的人，这是一批勇于担当、
能做事、能成事的人。

重担分在铁肩上
秦望区块临江片、富源片、富源弄片
劝迁是怎样的重担呢？
就 住 宅 房 来 说 ，有 自 建 的 ，有 联 建
的。就住的人来说，有自住的（指原土地
使用者的春江人），有他住的。就住宅房
的所有权来说，有租给他人住的，有卖给
他人住的。就住的人员划分来说，有富阳
区的人，有富阳区外全国各地的人。就住
宅房用途来说，有开店的，有纯住的。你

说情况复不复杂？但补偿的尺子只有一
把，用一把绝对不能伸缩的尺子量这么复
杂的住宅房，能不难吗？担子能不重吗？
更何况百姓有百心，一把尺子量百心（拿
陆鑫慧的话说，搬迁户别想熬到最后得便
宜），还有，有机更新这副重担是有时间节
点的，你别以为想挑多长时间就多长时
间：2017 年 9 月 5 日前，完成评估；9 月 30 日
前，完成签约；10 月 30 日前，完成腾空。春
江街道要劝迁 1333 套房子，是这次劝迁任
务最重的。你说这重担何止千斤？
春江街道重担领来了，誓言也说了，
该做了，怎么做？分担。
谁都知道，分的人越多，担子的分量
也越轻，整个春江街道只有 63 人，半数以
上的人都挑了这副重担。按临江片、富源
片和富源弄片 3 个大片，分成三个大组，再
分 26 个小组，每小组有 4 人组成：1 个街道
干部（担任组长）、1 个村干部、1 个评估人
员、1 个动迁人员。这 4 个人是 4 人帮，相
互帮忙，分工不分家。
笔者走进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春江街
道指挥部，高高的墙上挂着的搬迁工作进
度表，甚是醒目：直列列出 26 个小组，每个
小组列出了 4 个姓名，标“▲”的姓名是小
组长，横列分任务数、测绘、评估、评估确
认、签约、腾空 6 个栏目，每个栏目又分当
日完成数和累计完成数 2 个分栏目，由直
列和横列组成的格子里，阿拉伯数字每天
都在变化。这一目了然的每个小组劝迁
各阶段的完成数，谁都看得见，无疑是每
个小组的压力，也是动力。铁肩是在争分
夺秒完成任务中炼成的，春江铁军团队就
在你追我赶的竞赛中形成的，
“春江精神”
就是重担挑出来的。

个个都是铁肩担道义的热血人
百度了一下“铁肩担道义”，有“为国
为民的理想和志向”的意思，
“ 热血”又往
往跟“青年”联系起来，叫“热血青年”，也
就是说青年是有热血的。
春江街道劝迁人员为富阳这个城市
的美好生活铺路，为民总可以说吧。他们
在劝迁过程中，
“守道”
“讲义”，不就是“铁
肩担道义”吗？春江街道劝迁人员大多不
是青年，是中年甚至是老年，但他们满腔
热血劝迁，不是青年，
胜似青年。
采访张林根如何劝迁，纯属偶然，没
有事先预约，是随便“逮”着的。10 月 24 日
晚，笔者到春江街道办事处采访，来到陆
鑫慧办公室，
跟他聊起劝迁的事。
因为明天（10 月 25 日）是富阳区委组
织部统一规定的 10 月份党员固定主题党
日，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陆鑫慧正
在起草明天学习十九大的发言，无法分身
过多地跟笔者聊。这时，张林根走进来
了，那天他值夜班，与陆鑫慧一碰面，就劈
头劈脑地说：
“两兄弟为了分钱的事，到现
在还弄不灵清，弟弟说，不分给我应得的
钱，房子不搬。叫我怎么弄弄好呢？”他说
的正是他劝迁过程中碰到的一个难题，陆
鑫慧没接上他的话，但对笔者说，你就采
访张书记（后来才知，他当农村工作指导
员时，曾多年担任春江一个村的支部书
记）好了，他也参加了动迁的。有了陆鑫
慧这句话，张林根只得临“危”
（危是我的
危 ，我 有 找 不 到 采 访 对 象 的 危 机）受 命
了。于是来到了他值班的办公室，聊开了
劝迁的话题。
张 林 根 是 第 一 小 组 组 长 ，政 策 解 释
组成员（面向三个大组，只要三个大组碰
到需要解释政策的疑问，就由政策解释
组成员释疑）。他有 84 套房子要劝迁，其
中有 28 套是店面房。这次劝迁，签约完
成进度是第 6 名，26 组中，不前不后。他
说，分了组，落在各组后面，是没面子的，
挑这么重的担子，还得要跑着前进，没办
法的。
挑过担子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挑着
担子走路要比不挑担子走得快，不信你试
试。张林根和春江其他劝迁人员是把劝
迁当作担子挑的，他们一路都是跑的。
他们起初去劝迁，人都见不到，打电

骆晓飞 摄

话不接。见面了，你还没劝，搬迁户先给
你提一大堆问题：问题一，这次是搬迁，不
是拆迁，不能强拆的，搬迁是要自愿的。
问题二，搬迁后，原地干什么用？问题三，
可否回迁？问题四，是政府行为还是商业
行为？问题远不止这些，时间长了，好多
问题，张林根已记不得了，反正还有好多
稀奇古怪的问题。
有些问题可以在秦望区块有机更新
指挥部办公室印制的《秦望区块有机更新
政策宣传手册》上找到答案，他就按照宣
传手册上的答案给他们耐心解释，有好多
是找不到的，他就到相关法律条文和相关
文件中找答案。
如果把搬迁户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说
成“沟”，张林根给了他们一个个答案，把
一条条“沟”打通了，是不是搬迁户就会签
约了呢？还早着呢。
笔者问张林根，劝迁印象最深的是哪
户搬迁户？他随口报出了西堤南路几幢
几号：该户一共 7 套房子，自己住。他跑该
户一共跑了 28 趟，一共打了近 60 个电话，
其中一个电话的通话时间是 25 分钟。 开
始叫房主“阿姨”的，打电话问，阿姨你在
哪？对方答，在医院看病。问：什么时候
回来？我在你家门口等。答：今天不回来
了。隔一天再打电话，该阿姨还是在医院
看病。再隔一天还是老套头。医院看病
是大事，
总不能催得太紧吧。
后来了解到阿姨下午还是在家里，只
是对搬迁有情绪，但楼道有防盗门，就是
不开，
不让他进。
总得要见面，总得要上门，他四处打
听该阿姨的家庭情况及社会关系：她姓
张，与他同姓，她的儿女他也认识，他就与
她套近乎：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你的儿
子和女儿也认识（说出了她儿女的名字），
按年纪，
我叫你阿姐了。
从此，阿姨改叫“阿姐了”，门开了，见
面了，开始了劝迁的第一阶段：评估。阿
姐老公牢骚多的，脾气差的，千万不要跟
他辩，千万要耐心。毕竟住了这么多年的
房子，有感情了，搬离舍不得。发发牢骚
正常。阿姐老公牢骚发过、脾气发过，反
而好说话了。
然 后 ，就 是 跑（专 指 上 门），跟 阿 姐
谈。最后其他都谈妥了，就一个包阳台的

几千来元钱补不补偿发生了争议。按政
策是不能补偿的。政策这把尺子是千万
不能伸缩的，现在面对面集中公开透明签
约的，如果给某户搬迁户的尺子伸缩了，
所有已谈妥的搬迁户都像搓麻将那样，推
倒重来，这是万万不可的。他跟她说，阿
姐请理解我们一把尺子的政策，更何况我
是政策解释组的，如果一定相差那几千元
钞票，我个人拿出好了。他是诚心的，如
果阿姐真要他拿出，他也真会拿出的。但
阿姐是不会让他拿出的。后来，再经她儿
子和女儿调停，
终于签约了。
签约了，
他多开心呀。

春江人一直就有对美好生
活的不懈追求
陆鑫慧推荐笔者采访临江村分管组
织的党委委员何军民的理由：他有三重
身份——他是临江行政村合并前的富源
村村民，熟悉秦望区块这片土地的变迁；
他是这次秦望区块有机更新的搬迁户；
他又是秦望区块有机更新劝迁工作人
员。
何军民作为土地变迁的亲历者，谈起
这块土地，有些激动。改革开放前，东面
西堤南路，南面西堤南路 270 弄（自水厂背
后的公路），西面文教路，北面西堤南路 38
弄（山水美庐小区以南的公路）区域内的
土地全是当时的富源村的，现在的山水美
庐小区以东，西堤南路以西区域内的土地
是当时的临江村的。虽然这片土地与现
在的临江（与富源村合并）村隔江相望，交
通不便，除了现在肖邦二期以北的烂塘畈
（现作鱼塘）容易水淹外，其余土地与当时
的临江村、富源村边的土地一样肥沃，一
样旱涝保收。他们与这里的土地和村边
的土地一样有深厚的感情。
在当年秦始皇渡江的江面上，临江和
富源村民披着朝阳，划着船，横渡富春江，
来到彼岸的秦望区块这片土地农耕，傍晚
收工了，又头带晚霞，划着船，回到此岸的
家。
“双抢”时节，他们早早拔了秧，船上比
平时多装了碧绿的秧担，来到彼岸的田
野，挥动拿割子的手臂，割取上半年的金
色收成，用劲插入水田的手指，种下下半

年饱肚的希望，傍晚回此岸家的船上，比
平时多装了金黄的稻谷。14 岁的何军民
也早早加入了船来船往的行列，做起一个
割稻种田的小农民。
那是怎样的情景？当时富源村有 6 个
生产队，起码有 6 条船，加上临江村的船，
一起横渡富春江，在波平浪静中浩浩荡
荡，在风急浪高中乘风破浪。这样的情
景，即使没有亲历，想像一下也有一种特
别的美，更何况何军民亲历了，跟笔者谈
起这样的情景，
回味无穷。
就这样，向往吃饱的美好生活，船向
彼岸载去了一代代春江人的心血，船又向
此岸载回一代代春江人的回报，勤奋的春
江人奔波在富春江两岸生生不息。
改革开放引起秦望区块这片几千年
不变的希望田野快速变迁和发展，同时
也让富源和临江村做起了致富梦和城市
梦。
当时的富阳建筑公司向富源村征用
10 亩土地，建钢筋车间。征用每 0.5 亩土
地招收 1 个土地征用工，共招收 20 个，何军
民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土地征用工，进入建
筑公司，成了一名工人。离开农村当工
人，
在当时可吃香着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还很穷的临
江村开始出卖这块土地，临江本村人，一
万元或九千元购 82.5 平方米的地基，村外
人两万三万不等的价格购同样是 82.5 平方
的地基，这些购得地基的人为了同一个目
的，
那就是在地基上建造住宅房。
住宅房大部分是联建的，很少自建。
当时联建 6 层住宅房，造价是 19 万元左右
（含地基款）。地基的主人免费得一层（如
得两层，要付一万元）。当时一万元是个
天文数字，大多数人是付不起的，大部分
人只能得一层。随着城市的扩大，这些得
了一层的春江人住进了城里，做了形式上
的城里人。
何军民也购得了一个地基，开始是联
建的，但联建的人欠债跑了，逼得他借钱
自建，一共六层。2002 年出卖了三层：两
层各卖了 6.5 万元，一层卖了 8.7 万元。另
三层：一层姐姐住，一层弟弟住，一层自
住。
（下转 1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