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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望区块这块土地被加速“蚕食”：富
阳镇中（郁达夫中学的前身）向富源村购
得10亩土地，建造教师公寓楼，骆驼车辆
厂购得3亩土地，造厂房，有家地产公司征
购40亩土地，再转手出售土地，建造住宅
房。建现在的富阳电视台占用了场口联
群村的土地，由政府协调，从这里置换了
30亩土地给场口联群村。后来，这里形成
了城中村，就有了“富源弄”和“联群弄”两
个地名。

秦望区块的房子是怎么造起来的，
我是知道的。那里大多是联建房，联建
的老板一般是不住的，是拿来卖的。一
个地基，烂泥挑一挑，放样，石头填填平，
就开始起墙了，水泥是当味精用的（引用
何军民的原话，是指水泥用少了。又没
有监工，又不验收，你想想，这些房子是
什么质量？这些联建房住进去，有些人
家，墙上挂幅画都挂不牢。有些人家装
门框都装不牢，墙一敲，塌了一片。有些
人家装空调，墙上螺丝生不牢，要用冲击
电钻把墙打通，用穿墙螺丝才能把空调
固定牢。

现在这些房子已经成为危房了，住这
些房子的人很多是弱势群体或困难户，没
有条件换房子离开这里。住在这里，房子
什么时候塌都不知道。住这里，无非离富
春江近，地段好。你住得不安全，地段再
好，有什么用？再说这些房子间距狭窄，
一根晾竿打得着，阳光也没有，住这样的
房子舒服吗？现在秦望区块搬迁，是为老
百姓好，让你住得安全，住得阳光。

政府搬迁政策是到位的，为老百姓考
虑得比较多，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让老
百姓得到实惠。入户调查时，有80%的住
户是赞成搬迁的，有20%的住户有想法，主
要是店面房上面有想法，一年房子租租，
租金还是诱人的。

我是完全赞成搬迁的，佩服决策者的
胆略和勇气，像秦望区块这种规模的搬迁
在富阳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过。还
有，四五条断头路，好多年富阳不敢动的，
现在开始拆通了。

笔者问，既然你完全赞成搬迁，你是
不是第一个签约？

他答：不是。可我完全可以第一个签
约的。我是动迁工作人员，9月9日开始集
中签约，忙得不得了，我不能去轧热闹，要
让人家先签，我要抽空签，我是9月9日第
9 个签的。签约是签了，但我到现在补偿
了多少钱也记不牢。因为我没有仔细算
过。放心好了，政府是一把尺子量到底
的，不会错的。政府按规定给你补偿，你
别想多拿一分钱，但你少拿也不行。

作为劝迁工作人员，何军民说，临江
村有3个村干部抽调到工作组，一个是他
自己，还有两个是陆永成、陈潇，这次搬
迁，好多涉及到临江村村民，他们主要做
村民协调工作，“毕竟我们熟悉村民情况，
我们出面做工作好做一点。当遇到与村
民有关的‘疑难杂症’，由我们去疏通解
决”。

“一个让我印象最深的案例是，一个
村里的房东把房子租给经营户开服装
店。这次搬迁是有装修补偿的，补偿费给
了房东。可这位房东不肯把装修补偿费
分给经营户，房东说，房子我是经过装修
的，经营户说，你有多少装修？你的装修
我根本没用，我是重新装修的，你不给我
补偿费，我就不搬。你看，这本来是他们
之间的事，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发
生矛盾了，影响到了房子腾空，就与我们
有关系了。总不能让他们闹下去吧，就要
给他们当‘娘舅’，把矛盾化解掉，就可以
按时间节点腾空了。

打电话给房东，就是不接。我打电

话，开始也不接，他知道是我，后来接了。
我说，好看啊，人家都弄灵清了，你还弄不
灵清，就为了几块钱，好意思吗？良心好
平平了。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在村里当干
部，又不要人家便宜，做事尽量一碗水端
平，还是有点威信的。我的话，他听了。
我把他们约在一起，把各自的装修一样样
列出来，一样样算出来，最后按七成给经
营户三成给房东的比例把装修补偿费分
了，房子也按时腾空了。”

他总结说，这次搬迁关键看干部。只
要干部务实，公平，搬迁肯定成功。

党组织在搬迁中的“抓铁有痕”
“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

冲得出来，危急时刻能豁得出来。”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
日报》的“之江新语”发表了题为《一个党
员就是一面“旗”》的文章，以简短的三个

“能”，描绘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肖像。
春江街道党工委认为，一定要让共产

党员在秦望区块搬迁的关键时刻冲得出
来。于是他们首创了支部建在项目上，党
小组设在动迁工作组的做法。

笔者走入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春江街
道指挥部，墙上张挂着《支部建立在项目
上，党员服务在群众间》红旗团队统计
表，表中分 10 个党小组，标出了每个党
小组获得小红旗的数量，这当然又是一
种竞赛态势，是党员先进性的竞赛：红旗
竞赛，擦亮党员先锋底色。共产党员刘
富强是关键时刻能冲出来的典型：他在劝
迁的起初阶段就病倒了。被送进医院的
他整整治疗了一天，病情才稳定下来。经
诊断，刘富强因过度劳累，久未就医，患上
了神经炎。医生建议，最好在医院住院治
疗，但他休息两天后就重返了工作岗位，
他毅然选择带病上岗，继续奋战在搬迁一
线，每次都是等到入户评估调查完毕之
后，才抽空匆匆赶去医院进行打针治疗、
挂点滴。

春江街道微信公众号“春江印象”对
秦望区块搬迁也作了报道，其中一篇报道
中说，春江街道在秦望区块搬迁中建立临
时党组织，班子成员全部编进各党支部，
做到一个支部一块牌子，一个队伍一面旗
帜，把党建工作与搬迁工作有机结合，实
现搬迁项目党组织全覆盖，目标同向、学
习同抓、工作同步、责任同担，做到“任务
不完成，支部不解散”。 要求所有党员在
走村入户搞调查、集中签约现场全部佩党
徽、亮身份。

规定先完成一项工作的党小组先赢
得一面红旗，充分调动劝迁小组工作的主
观能动性。在搬迁工作中，各党小组“各
显神通”，定期召开情况研判会，会商消除

“疑难杂症”，利用微信建立攻坚群、宣传
群、帮拆群，通过微信平台随时随地学政
策、谈心声、解难题。广大党员干部的探
索实践，形成了“过程全公开、价格全透
明、监督全方位”的搬迁新模式，同时也在
各党小组之间形成了你追我赶、互帮互助
的竞争模式，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搬
迁中凸显出来。

春江街道也把秦望区块当成发展党
员的“熔炉”，注重在搬迁一线培养考察入
党积极分子。刘国军和刘文杰是入党积
极分子，从街道综合巡查大队抽调到秦望
区块搬迁工作组。刘国军是5月13日进场
入户调查的，他发挥平时工作中形成的调
解特长，主要调解纠纷，同时兼做办公室
杂务，上班比一般人早，下班比一般人
迟。由于他们的突出表现，在秦望区块搬
迁工作现场的支部大会上，他们被吸收为
中共预备党员。

铁了心支持政府拥江发展
的搬迁户

搬迁户林银凤送 100 箱水给工作人
员，在秦望区块春江街道指挥部被传为美
谈。电话采访她，从电话里传来的快言快
语断定，这是位开心开明的人。

说起送100箱水的事，她说，“我25年
前从富阳服装厂出来，做水泥生意。秦望
区块一个联建老板造房子，造起的房子卖
不掉，欠了我的水泥款，只好以4万元的价
格抵了一套房子给我。那时的4万元也是
大钞票，这套房子买买，3万元够了，4万元
抵押，我是吃亏的，没办法，钞票还不出，
也只好这样了。我简单装修了房子，以
700元或800元出租。3年前，我以30万元
的价格，到房产中介公司挂牌卖房子，就
是卖不掉”。

“秦望区块要搬迁了，不断有人打电
话进来，要买我的房子。我对打进电话的
人说，你是聪明咯，你老早干嘛去了？我
卖房子都挂牌3年了，你都不来买，现在要
搬迁了，你要来买了。不卖。入户调查，
工作人员问我，是要钞票，还是要房子？
我说，如有房子，就要房子好了。我对搬
迁满意的。我原先 100 平方米不到的房
子，现在要了120平方米，大了20平方米还
不止，还有40万钞票好拿。哪还有这么好
的事情。我原先卖房子，30 万元都卖不
掉。

我是9月10日去签约的。9月9日没时
间，跑不开。我10日去签约，看到热辣辣的
夏天，这么多人，个个忙得这么辛苦，我对
接头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为我们老百姓这
么辛苦服务，我要送100箱水给你们。这
位工作人员说，我要请示一下领导。我说，
水呀，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我走到街
上，找到卖水的店，挑了最贵的水，听说是
长白山来的水，批发价60元一箱，买了100
箱，送到指挥部。我正要开车离开，有人
过来叫我从车上下来，领导要搞个送水仪
式。外面‘长枪短炮’对牢我，我把车窗关
上，不肯从车上下来。什么呀，我只是感
到他们辛苦，才送水的。我又不想出名，
我可不要上报纸，上电视台。我对他们
说，‘长枪短炮’不对牢我，不拍照，我下
来，还对牢我，我就不下来。他们说，不拍
照。可是照片还是被偷拍去了。弄得名气
蛮大。

中秋节到了，我打电话问接头的工作
人员，你们是不是还在上班？他说，是，任
务没完成，不能休息。我说，你们中秋节
还要上班，我要来送月饼慰问一下，你统
计一下人数，发短信给我。他说，月饼不
好送的。我请示一下领导再说。后来他
短信一直没发给我。我想，可能月饼不好
随便送的，我送了，可能要害了他们。我
就不送了。”

笔者也用电话采访了第一个签约的
俞吉超，他是高桥人，28岁，在绍兴上班，
电话里传过来的声音似乎有点远。聊起
他第一个签约的事，他说：“一、我是共产
党员，多年党的教育熏陶，我总要讲党性
的，政府拥江发展，我总要起先锋模范作
用，要支持的。二、希望富阳越来越好，我
从绍兴看富阳，富阳发展不算快的，现在
富阳要大发展了，我总要给政府减轻压力
的。三、这次陪同人员（指秦望区块搬迁
春江街道工作人员）很辛苦，很耐心，很细
致，感动了我。就这三点，我就很快同意
签约了。”

笔者问，你同意了，你们家里人就没
有一点异议？

他说，父母亲很通情达理的，“我们
是有商有量的，这是我们共同达成的一

致意见”。
笔者又问，整个过程中，就没有一点

不顺当？
他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会儿，说：“记

起来了，是有一个小插曲的，我家铺的是
实木地板，评估公司按地砖评估了，价格
不一样的，我们向他们指出来，第二复评
改过来了，也就好了。”

笔者为新时代里有这样高姿态的 90
后共产党员感到欣慰。

铁军里的铁血夫妻
原原本本摘录春江街道微信公众号

《春江印象》里报道的春江街道召开的秦
望区块工作人员家属座谈会的几段文字。

通讯员何芳芳用巧妙的对话方式高
度概括了秦望区块劝迁工作人员的铁军
事迹：

与“坚强”的王利群对话：你说，等这
次搬迁结束后，想睡上三天三夜。我知道
你曾为见一面搬迁户前前后后约了上百
次，还在门口等了一整天。

与“失声”的董慧芳对话：你还是像往
常一样，总是面带微笑，只是轻柔的嗓音
变得沙哑。签约清零的那一刻，我看到你
笑得比谁都开心。

与“主动请缨”的张立群对话：我看到
你皱着眉头忙于工作，却没注意到你按着
小腹强忍疼痛，胆囊切除手术后主动上阵
的你，工作丝毫没有落下。

与“白发”的俞茂法对话：有一次，在
你专心研判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你头上
的白发添了不少……

与“开怀大笑”的吴万里对话：大大咧
咧的你，工作没有半点马虎，最后一户签
下时，开怀的笑容感染了我们所有人。

与“调解专家”陈建春对话：每天第一
个到，最后一个离开，除了管好内务，还主
动担任“纠纷调解员”，产权纠纷、经济纠
纷都在你这里一一化解。

与“活地图”何军民对话：不要说人、
事、物，秦望的“前世今生”你都清清楚楚，
你是理顺工作头绪的一把好手。

与“奋勇争先”的袁雪芬对话：集中签
约首日，你忙忙碌碌一刻不停，你负责的
小组在当天第一个签约清零。我还开玩
笑地说你特意穿了件大红色的漂亮衣服，
讨了好彩头，你却累得开玩笑的力气都没
有……

与“克难攻坚”的陈建平对话：集中签
约后，剩余签约数最多的就是你们组，之
后你一户户跑，一天天磨，成了“克难攻
坚”的“专业户”，你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
里。

与“功力深厚”的孙海民对话：你这个
看上去有点“内向”的大个子，沟通能力可
不一般，大家都说，别人谈不好的你能谈
好，别人走不进的门你可以进。这个赞，
必须要给你！

与“脚底起泡”的刘国军对话：集中签
约那天，跑进跑出，我们的“微信运动”上
好 多 人 都 是 上 10000，而 你 的 步 数 是
25000，这时才有人说起，你的脚底已经起
了好几个水泡。

这次秦望区块劝迁虽不是打仗，但艰
难程度超过打仗。春江街道负责的秦望
区块搬迁按时间节点顺利完成，军功章也
有家属的一半。

9月22日春江街道召开的秦望区块工
作人员家属座谈会是励志的，是鼓劲的，
是挑着重担前行的“加油站”。下面摘录
何芳芳采写的家属座谈会上这些“军嫂军
哥”们的感言：

陈根富家属：“这是我们结婚以来最
忙的一次，（他）每晚都是10点以后回家。
心里觉得很累，但是都说富阳五年后要大
变样，作为普通市民，听着也是蛮开心
的。”

张林根家属：“两个多月来（他）每天
早出晚归，有时他半夜到家还要跟我说说
一天的工作，喉咙都是哑的，我赶紧让他

不要说了，养养嗓子。真的是辛苦，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

王利群家属：“相比之下，（我）作为男
同胞，干家务会困难些，这段时间下来洗
衣机会用了，晚饭都是小弟兄家搭伙。她
有时讲梦话都在说工作，真的是疲劳了。”

蒋江平家属：“我自己也经常加班，有
时候我也有小情绪，但是内心肯定是理解
（他）的，支持（他）的。”

汪祺家属：“小女儿三岁，晚上还要吃
好几顿奶，我都是自己带，尽量让他休息
好，不去影响他。有时半夜里一两点钟还
有电话打过来，工作需要（他），我都支持
（他）的。”

俞铭家属：“（他）辛苦，晚上回家晚，
半夜咳嗽，咳得睡不着。

倪国平家属：“作为家属绝对是支持
他工作的，我自己是医务人员，对加班加
点习以为常。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很理
解、支持（他）的。”

潘慧中家属：“工作上我一直为他骄
傲，每一次搬迁他都参与，对他的工作强
度我也习惯了，家里的事都归我。他有时
在沙发上，坐10分钟就会睡着。”

董慧芳家属：“年轻人应该做的，我经
常跟她说，你们年轻人应该做的。喉咙
哑，我每天帮她把胖大海、西洋参泡好。”

刘国军家属：“这两个月看也没得看
到他，早上很早出门，晚上很晚到家。本
来暑假可以带儿子出去玩，现在连回家吃
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陈平飞家属：“那段时间，我女儿说爸
爸跟“大禹治水”一样忙，我们有时候是母
女俩到他工作的地点附近，约他出来一家
人吃顿饭。家里3个老人要照顾，我尽量
不去叫他，给他减少后顾之忧。”

徐刚家属：“我们小孩现在17个月，晚
上我照顾小孩，白天还要上班。所以他很
体谅我，不管多忙多累，晚上回来（他）还
帮忙洗衣服。”

这样的对话和感言，让人为之动容。
这支春江铁军，为了富阳的城市更美，为
了百姓的居住更美，勇于担当，挑起了秦
望区块有机更新的重担，他们的精神、他
们的工作作风、他们的公仆形象，有一种
隽永的美。

最后，用春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陆鑫
慧创作的题为《那一夜，相守在秦望》一首
诗，作为本文结尾：

那一刻，
不知是你第几次蹲守，

积攒所有的耐心，不为私利，
只为多寻求一丝理解。

那一夜，
你嘶哑的嗓子反复劝说

积累所有的可能，不为功绩，
只为守候他们的豁然开朗。

那一日
你奔波在签约现场，

积蓄所有的体力，不为释放，
只为等待他们的会心一笑。

那一月，
你们奋进在秦望区块上，

夜以继日，不为名利，
只为迎接富春的美丽蝶变。

那一瞬，
一声“清零”，你们欢呼拥抱，

一百箱水，一百个赞，一百分努力，
你们流下了眼泪，不为辛酸，
只为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拥江发展不是梦。

（上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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