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姜群

原城东村位于富阳城区东北面，北靠猪头山、小隐山麓，南临富春江，踞鹳山东，西至苋浦，整个辖区

土地面积3217亩，山林面积1616亩。1961年隶属于金桥公社，1984年隶属于金桥乡，1988年属富阳

镇，1992年属富春街道。

1988年后，随着城区范围不断扩大，城东区块大量耕地被征用，成为一个典型的城中村。2005年1

月，根据富阳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实行撤村建居试点，撤销原富阳市富春街道城东村民委员会建制，实行

股份制资产量化，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至11月，试点工作完成。城东村区域及村民按属地化管理原

则，相应进入鹳山、盘龙山、城东、镬子山、虎山五个社区。12月9日，举行富春街道城东村撤村建居暨股

份经济合作社授牌仪式，全市首家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诞生。

撤村建居改革的成功，为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大跨越、大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宣传有关政策，打消村民顾虑
股份制改革资产量化，是撤村建居

的中心工作。城东村曾对全村人口进
行过细致统计，2005 年 5 月，全村共有
396户，在册人口832人，征地招工外迁
人员1100余人。股份制改革意味着要
将集体资产，以股权形式量化到每个村
民手中，从而顺利地由村民过渡为股
民。

“如果一个没有集体经济，要开展
撤村建居股份制量化，那是一件非常简
单的事情。但我们村的情况不一样，有
经济实力且集体资产又都以实物资产
为主。如何量化？当时富阳没有经验，
杭州也没有参考做法。”城东股份经济
合作社前任董事长王建民说。为此，富
阳市成立了由市领导为组长，街道办、
民政局、农办、建设局、国土、公安、社保
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撤村建
居工作领导小组。与此同时，城东村也
成立了资产评估、改革政策起草等4个
工作小组，分头配合改革工作开展，打
好撤村建居工作基础。

当城东人得知将要撤村建居后，很
多人有思想顾虑：有的担心集体资产全

部上调，收归国家；有的怕无业可就，生
活得不到保障；还有的担心失去已有的
既得利益……为了打消村民顾虑，王建
民带领工作组一次次召开党员、村民组
长、社员代表会议，宣传有关政策，解答
群众疑问。由于思想工作做得很到位，
改革得到了90%以上村民的支持，保证
了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明细股权，从村民利益出发
改革过程中，明细股权最为关键，

事关每一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如何科
学量化到每个村民手中，是一件非常棘
手的事。

“撤村建居股份制量化工作大家都
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
走出去，到曾经搞过撤村建居的宁波、
萧山等地考察学习。”城东股份经济合
作社现任董事长周建军的办公室里，放
着一本旧的牛皮纸封面笔记本，每一页
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是当时开展撤村
建居工作时，他的学习和思考笔记。“考
察和学习为我们村制定政策提供了强
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周建军
说。

撤村建居要体现公平、公正，离不
开前期摸底工作。周建军当时负责牵
头调查摸底及改革政策起草工作，小组
成员由村会计等详细了解历史的5名同
志组成。“那段时间，我的办公室门口里
三层外三层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都是
来说明特殊情况或者直接拍桌子‘叫
板’的。”负责政策解释工作的周建军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城东村因征地、招工迁出人员数量
众多，他们的股份计算是以现金补偿形
式还是以入股的方式进行补偿，成了改
革中的一道难题。在认真研究后，大家
认为一次性补贴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和今后工作的展开。

“我们决定从现有档案入手，来了
解人员的具体情况。当时我一头扎进
公安局派出所档案室，一待就是三四
天，把有存档的村民情况都一一记录下
来。”周建军说，那段时间，翻阅的资料
和学习的书籍已经记不清了，所有的精
华都记录在这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
里。后来，工作小组根据现有资料明确
人员情况，然后发通知到各村民家中，
请曾经迁入迁出城东的原村民主动申
报。“我们做到了以人为本，公开透明，

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周建军说。

改革创新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针对集体资产以实物为主的情况，

村支“两委”首先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
资产进行评估，摸清家底。从2004年底
开始，经过深入调研，在反复听取各方
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外地的实践经验，
通过改革创新，集思广益，综合梳理，几
易其稿，于2005年3月24日经村民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富春街道城东村股份制
改革实施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改革创新与解决实
际问题相结合，城东村在借鉴外地撤村
建居股份制量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
一系列的创新规定。比如，充分考虑退
休后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村
民的实际情况，为他们专门留下了一部
分资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的
人性化做法深得民心。

“在确保公平对待的前提下，对一
些细小的问题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做
法。”王建民说，这个改革方案遵循了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心有爱、充满
活力、安全有序、经济发展”的和谐发展

理念，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明显特色。
“同时，我们对外地农龄股退休后

收回的做法进行了大胆改进，农龄股在
持股人退休后由集体收回改为死亡后
收回，更趋人性化。”城东股份经济合作
社办公室主任俞晔烽说，改革方案里这
样的创新举措还有很多。

“2005年，城东村撤村建居，建立了
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新班子上任后，
经过调查摸底，提出四大建设目标，即：
新建农居点、改造龙山饭店、提升三大
市场（城东综合市场、城东商贸市场、城
东金辉建材市场）品位、开发大花坞旅
游度假村。”王建民说，撤村建居股份制
量化10年来，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济
总量翻了 5.8 倍；农村公寓天时苑建造
了543套住房，以成本价出售给社民，每
户一套，彻底解决居民们的住房问题；
龙山饭店改造也早已完成。如今，城东
综合市场区块搬迁也即将启动。

“我们的目标是一代接着一代干，
让城东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周建军
说，接下来，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全体
社员将同心协力，坚持多轮驱动，壮大
集体经济，实现安居乐业，走出一条具
有城东特色的发展之路。

2005年1月，城东村撤村建居工作启动——

拉开富阳撤村建居改革序幕

记者周晓露

富阳泗洲宋代造纸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工艺流程最完整的古代造

纸作坊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2013年5月，该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富阳唯一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发现：不寻常的瓷片与土坑
2008 年夏天，高桥镇泗洲村，320

国道富阳受降至场口段改建工程现
场。

时任该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的何富军，嘱咐沿线施工人员：“一旦
发现坟墓、瓷片等不寻常的东西，必
须及时上报。”

7 月的一天，在凤凰山北麓，施工
人员在距离地面半米左右的土层中挖
出了不少碎瓷片。得知消息的何富军
立即赶往施工现场，除了瓷片，他还
看到了几个土坑。当时何富军心里有
一种预感：会不会是什么古代遗址？
拿捏不准的他，立即与富阳市文物馆
联系。

此时，富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320 国道改建
工程沿线是此次普查的重点区域之
一。

当年 9 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
富阳市文物馆组成的联合工作队，开
始探查泗洲村东部区域。据当地村民
反映，这块地很奇怪，铁制的犁头经
常被地下不明物体弄坏。种上水稻灌
上水，一夜之间，水就会莫名地蒸发。

泗洲村党总支书记黄志伟回忆
说，发现瓷片的这块区域原先都是村
民的农田，这里的泥土比其他地方要
深许多。“其他地方脚踩下去大概只
有 20 厘米，这里却有三四十厘米。”他
听村里的老人说，这里曾经发现过用
于固定船只的船桩，说明以前附近可
能有河流。

根据这些线索，工作队认为，这一

区域存在历史遗址的可能性非常大。
此外，工作队在规划道路东南侧翻出
的土中，发现了大量瓷片，还伴有石
块、砖块、瓦砾等；在对沟壁进行简单
清理后，发现了石砌遗迹，基于这些
发现，工作队初步认定这里存在一处
古代聚落遗址。工作队立即将这些信
息报告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富阳市文
广新局，并经过两部门认真讨论后决
定上报国家文物局。

发掘：应该是造纸作坊遗址
2008 年 9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富阳市文物馆组
成联合考古队，启动了遗址抢救性发
掘工作。

通过初期的发掘，地下发现了大
量遗迹，有房址、水池、水井和排水沟
等。“一开始我们将它作为一般的聚
落遗址进行清理，但是，一条条排水
沟，一个个水池和半截埋在土中的陶
缸，使我们感到困惑，这到底是个什
么样的聚落遗址？”清理工作临近结
束，工作队还是摸不着头脑。

经过对遗迹的种类和布局分析，
考古队认为这应该是一处手工业遗
址，但并不能确定是造纸遗址，还是
酿酒、染布或做豆腐皮等其他手工业
遗址。

为了求证遗址的性质，考古工作
队奔赴灵桥镇山基村、蔡家坞村等地
的土法造纸手工作坊进行调查，还参
观了展示古代造纸技术的华宝斋。紧
接着，他们又前往东坞山酿酒作坊、
染布和做豆腐皮的作坊实地考察。

此外，考古队还查阅了《富阳县
志》《天工开物》《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中国造纸史话》等文献，将发掘材料
与文献资料进行初步比对，排除了该
遗址为酿酒、染布和做豆腐皮作坊的
可 能 性 ，“ 应 该 是 一 处 造 纸 作 坊 遗
址”。

认识到该发现的重要性，富阳市
文广新局立即向市政府作了专题汇
报。何富军说，为保护造纸遗址，富
阳市政府研究决定 320 国道改线，“改
线范围 4.65 公里，增加造价 3210 万
元，属于重大变更”。

结论：是宋代造纸作坊遗址
这处造纸作坊遗址总分布面积为

16000平方米，包括造纸作坊区与生活
区两部分。这次考古发掘的面积约
2400平方米，占遗址总面积的1/11。

整个作坊区以一条东西向的水渠
为界，水渠以北主要为摊晒场；水渠
以南有浸泡原料的沤料池、蒸煮原料
的皮镬、浆灰水的灰浆池、舂料区、抄
纸房、焙纸房等。另有石砌道路、水
井和灰坑等。

同时，该遗址共出土文物标本近
3 万件，可复原文物近 300 件。出土遗
迹非常丰富，除了石磨盘、石研磨器、
石臼、碓头和石砚台外，还有陶质建
筑构件、瓷器和铜钱等。

那么，这处造纸作坊遗址是什么
年代的？

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发掘情况分析
判断，这处遗址主要为南宋时期。但
遗址中出土的“至道二年”、“大中祥

符二年”（公元 1009 年）等纪年铭文
砖，有可能将遗址的年代上推至北宋
早期。当时泗洲的造纸业应该有相当
的规模，富阳在北宋时属杭州，南宋
时隶属临安府，遗址离南宋都城临安
（今杭州）很近。

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
学及省、市考古部门专家现场考察
后，认为泗洲造纸遗址包含的遗迹，
基本反映了从原料预处理、沤料、煮
镬、浆灰、制浆、抄纸、焙纸等造纸工
艺流程。中国科学院科技史专家潘吉
星评价说，这是截至目前发现的、国
内唯一保存完整的造纸遗址和年代最
早的造纸工场遗址，展现了中国最早
时期先进的生产竹纸工艺流程。

与江西高安明代造纸作坊遗址相
比，富阳泗州宋代造纸遗址把我国有
据可查的造纸作坊的历史往前推进了
359年。

保护：一期工程竣工，将建公园
2009 年，富阳启动泗州宋代造纸

遗址保护工作，成立泗洲遗址保护管
理所。2011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确定
遗址为浙江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3 年 5 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经

国务院核定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名单，富阳泗洲造纸作坊遗址
榜上有名。

当年 12 月 25 日，富阳文广新局正
式启动泗洲宋代造纸遗址保护一期工
程，主要建设保护性钢架大棚。根据
当时的规划，泗洲宋代造纸遗址将建
成大遗址保护区，在遗址附近建中国
造纸专题博物馆，还将建考古体验
区、古造纸印刷文化村等项目。

一期工程总投资 2000 余万元，新
建地上建筑面积约 2962 平方米，分为
遗址保护大棚与必要的辅助设施两部
分。2017 年 1 月，泗州宋代造纸遗址
一期工程竣工。

据富阳文广新局负责人介绍，目
前，遗址保护展示方案编制完成并报
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已启动实施，
计划于 2019 年底前实施完成遗址本
体的保护和展示。在不远的将来，富
阳市民就可以到泗洲造纸作坊遗址体
验传统造纸的工艺流程。同时，富阳
将积极推进泗洲南宋造纸遗址公园保
护和建设，打造泗洲南宋造纸文化公
园和相关旅游配套项目，助推南宋造
纸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使
泗洲造纸遗址尽早融入杭州南宋文化
品牌圈。

2008年7月，泗洲宋代造纸遗址被发现——

千年遗址尽显造纸辉煌历史

泗洲宋代造纸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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