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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区前往东洲小沙，东洲大堵坝

是必经之路。坝上高高的枫杨树、装满

各色江鲜的大红盆以及大堵坝尽头沙上

人自己种的葡萄和西瓜，是关于东洲大

堵坝满满的记忆。

随着9月15日东洲大堵坝实施封闭

并开始拆除，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大堵

坝将消失于北支江上。取代其通行功能

的，是如白鹤展翅般的公望大桥。

曾经，东洲人靠双手筑起大堵坝，促

进了东洲岛的发展；如今，公望大桥将肩

负起东洲岛腾飞的重任，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和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的美好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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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富阳人不会忘记40多年前东
洲岛的艰难。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
东洲岛是一座江中孤岛，进出全靠
小沙、白鹤、梳山、周浦等几个渡
口。当时的船长约 6—7 米，可乘
30—40个人，稍微大点、重点的货物
很难运送。上世纪 70 年代初，东洲
有 3000 亩左右的土地在皇天畈，东
洲人运送肥料、谷物，因为要过渡，
来来去去就要好几个小时，一到农
忙季节，渡口总是排着长长的等待
过江的队伍。

交通不便，带来的是经济上的贫
穷。当时东洲被人称作“地瘠民贫穷
沙洲”。上世纪70年代初，东洲闭塞
的交通越来越与时代格格不入，一些
贫穷的人只能靠吃野草、包心菜度
日，更有甚者外出逃荒。有首民谣唱
道：“一遇大雨船当桥，沿江阿嫂爬上
灶，脱落蓑衣水车摇，三天不雨皇天
叫”，这就是当时岛上居民的真实写
照。

解决交通难题迫在眉睫。
事实上，东洲人民从不缺少为改

变命运而挑战自然的精神，从古至
今，北支江上的建设从未停歇。就在

大堵坝下游、公望大桥上游几十米，
赤松溪入江口有一条人工筑成的堰
——它的名字很奇怪，叫“杨横自己
浦”，是一个叫杨横的古代人为了解
决灌溉用水，利用冲积扇上泥土沙石
筑成的一条两百余米伸向江中的双
堰，中间有浦，浦口截断。

既然古人都可以用双手筑起一
条浦，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筑起一条
坝？时任东洲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的
余大白站了出来，他向上级政府争取
了 80 万元，再用争取来的钱买回了
稻谷，把逃荒的人留下来，并告诉他
们：筑两条坝，中间养鱼；改造低洼
田，实现粮食增收；开山建干果、茶园
基地，促进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曾于2003年就建造大
堵坝一事采访过余大白。他告诉记
者，那时他到处“化缘”，到熟人、朋友
那里去讨各种筑坝材料：到杭钢，解
决了几吨钢铅和 70 多辆手推车；到
杭州市水电局解决了炸山取石的炸
药；然后是培训炮手，召开动员大会，
工作紧锣密鼓。余大白回忆，召开动
员大会的第一天，没有一个人早退，
他们要听听这个可以带领东洲人走

出贫穷泥潭、迎来幸福生活的人到底
有什么法宝。

1976年，堵坝在万人注目中倒下
第一担土。那时，东洲凡是 18—60
岁的劳动力，全部出工，一个工记 2
分，劳动报酬就在将来的鱼、茶叶、水
果等收入中返还。25个村的每个生
产队每天轮流出工，用肩担、用手推，
近 3 万人的东洲公社，出动了 15000
多名劳动力。很多人天不亮就自发
干活，足以证明他们对这座堵坝寄予
了怎样的期待。许多老年人帮不上
忙，就拿着凳子坐在江边观看，看着
儿孙们忙碌的身影，有的甚至跪地祈
祷，祝愿大坝早日完工。不少村民没
菜吃，就用盐、番茄汤下饭，也要来挑
土。说到当时万众一心的场面，余大
白几次落泪。

就这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终
于在原东洲公社大岭山脚与小沙岛
头、算账岭与江丰民联村之间筑起了
两条大坝。其中，大堵坝于 1977 年
完工，坝长458米，路面宽8米，底宽
22米，高度12米。据余大白说，这是
当时继富阳北渠后全县又一全靠人
力建成的工程。

与自然抗争，肩挑背扛筑起百米大堵坝

再见，东洲堵坝
你好，公望大桥

筑坝带来了东洲方方面面的发
展。随后，东洲人民改造低洼地，建
成了 30000 亩粮田，建成了干果、茶
园、渔塘、蚕桑等3000亩经济作物基
地……初步形成了以粮食为主、多种
经营共同发展的格局。

1977 年，粮食产量增长 6.4%；
1978 年增长 26%。东洲人用幸福的
民谣唱道：“沙洲变粮仓，荒山变银
行，北江变渔塘，堤外建蚕桑。”

今年 80 岁的何汉山，曾是后江
沙村村干部，也是东洲渔场的负责人
之一。

“在东洲大堵坝没修起来前，富
阳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东洲这个地
方，我们出行必须靠撑船坐船，东洲

此前上交的粮食要运出去也必须靠
水路。每到冬天，我们还得到富阳其
他地方去找柴火用来取暖，交通出
行、运输、物资都是个难题。”何汉山
说，东洲大堵坝的修建可以说是众望
所归，是村民们的一次“愚公移山”壮
举。

大堵坝修建完成后，东洲渔场也
因交通便捷而迅速发展，富阳市场里
东洲鱼的数量大大增加。

“刚开始渔场的产量不怎么样，
一年 5 万公斤都不到，但大堵坝修
建完成后，不仅给我们购买、运输
鱼苗等提供了方便，也方便了我们
与杭州等地进行技术交流，大大提
高了产量和收入。”何汉山说，东洲

渔场水质好，养出的鱼肉质鲜美、
营养价值高，因此杭州市水科所养
殖场就和东洲渔场达成了长期合作
协议。

建造大堵坝的好处不仅于此。
何汉山说，养殖人员也因此有条件
去挑选适合的鱼苗。当时，他们从
临安水质好的地方购入鱼苗，再稍
养大点供应给杭州市水科所养殖
场，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渔场的年
产量大大提高——从不到 5 万公斤
剧增至最高 13.5 万公斤，渔场的年
收入也从五六十万元增至最高 150
多万元。

昔日的孤岛，因为一座堵坝成为
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建成大堵坝，渔粮桑茶果喜丰收

时光在东洲区块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流逝，
40多年前建造的大堵坝早已不是唯一进出东
洲岛的交通要道，但其带来的副作用却逐渐显
现。

首先是大堵坝截断了北支江的过水能
力，富春江水只能从东洲岛南侧江面通过，给
防洪带来压力，尤其是遇上特大洪灾。原富
阳市水利水电局曾采用数学模型测算过，拆
除大堵坝后，当遇上“20年一遇”的洪水，东洲
河段过水面积将从 8410 平方米扩大到 10975
平方米，拆除大堵坝可使富阳 20 年一遇、50
年一遇洪水水位分别下降 36 厘米、48 厘米。
其次是生态问题。东洲富春江北支被封堵
后，7.5公里长的河道变成死水，河床淤积，水
环境不断恶化。

一边是交通功能的弱化，一边是生态、防
洪压力，大堵坝的存在面临尴尬境地。

为了实现北支江“水清、岸绿、景美”的目
标，2017 年，富阳启动北支江综合整治工程。
随着整治工程的顺利推进，生态不断改善，杭
州亚组委在实地考察北支江并了解整治工程
建设方案后，明确了亚运水上运动中心项目落
户北支江。

东洲大堵坝拆除工作，正式提上日程。
2019年4月20日，上游水闸、船闸工程正

式开工；2020年5月，大堵坝拆除及清淤工程

（一期）正式开工。
目前，上游水闸、船闸工程已顺利通过验

收，水闸具备枯水期景观水位内的挡水调水功
能，一期清淤工程已完成。

2019年9月，公望大桥正式开工建设，今
年6月提前竣工，明日正式启用。

这座北起高尔夫路与杭富沿江公路交叉
口，南侧通过南岸接线道路向东延伸至中桥路
的崭新大桥，全长700米，桥面宽43米，双向六
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大桥桥型以“一鹤凌
云”为主题，为两跨空间异行斜拱桥。桥梁横
跨在北支江上，犹如一只展翅的白鹤，与周围
环境融为一体，优美隽逸又不失大气；又似在
东洲方向入城处迎接八方来客的双臂，富有神
韵而又热情洋溢。

公望大桥通车，将与环岛路形成岛内更加
畅通、美观、完善的路网结构，同时与高尔夫路
贯通，连接杭富沿江公路与东望路西延线（在
建）两条东洲区块的交通大动脉，是东洲对外
交通的重要一环。

公望大桥、水闸和船闸工程、清淤工程相
继完工，大堵坝的拆除也水到渠成。大堵坝拆
除后，富春江水流入北支江，水闸将成为一道
天然瀑布，和公望大桥形成北支江上一道靓丽
风景。尤其是夜间，夜景灯光亮起，两道横跨
江面的霓虹将照亮北支江的夜。

时移势易，建桥拆坝势在必行

从筑大坝这件重大事件开始，东洲岛与城
区连接越来越紧密，机遇也越来越多——2014
年富阳撤市设区后，东洲成为融杭桥头堡；
2017年，杭州亚运会水上运动中心项目选址东
洲；2020年，东洲成为三江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洲街道负责人说，大堵坝的拆除，将为
东洲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与环境，为下
一步引进运动休闲产业创造有利条件。

大堵坝的拆除，“死水”从此重新变成“活
水”，困扰东洲几十年的积淤问题也将同步得
到解决；二期河道清淤工程的动工建设，将大
大提升河道的自洁与畅通能力。同时，公望
大桥的通车，将有效改善东洲岛交通状况，完
善区域路网体系，促进东洲板块与富阳城区、
西湖区的沟通联系，成为东洲融杭交通主动
脉，同时还将为富阳水上运动中心提供重要
交通保障。

2022 年杭州亚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作为“迎展行动985工程”的核心项目，东洲画
卷样板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在东洲画
卷样板工程建设指挥部的统筹协调下，五大
专班高效运行，截至8月底，东洲画卷样板工
程任务完成过半。其中，水上运动中心场馆、
皮划艇激流回旋场馆、公望大桥、上游水闸和
船闸工程均通过验收，一期清淤工程主体完
工，其他项目有序推进中。接下来，东洲画卷
样板工程进入300天倒计时，计划明年4月底
前全面完成建设任务，确保亚运会前精彩亮
相。

东洲街道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街道将全
力以赴，把《富春山居图》中的文化愿景和意
境“复原”到东洲山水之中，让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融合，打造可看、可游、可居、可业的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画卷样板段。

打造最具辨识度、标志性的画卷样板段

后记：
几十年来，东洲大堵坝要拆除的消息传了几轮，这次是真的要拆了。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要拆，为什么当初不造桥而要筑坝？自然是有

苦衷。余大白曾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资金、技术根本达不到造桥的条

件，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力量大，硬生生地靠人力堆起了这座堵坝。

或许很多参与筑坝的东洲人连字都不识，也并不懂得什么叫“敢教

日月换新天”，但东洲大堵坝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人为了改变落后而移

山填海的豪情，镌刻着他们不向天服输的精神。

当时任东洲中学校长的陆汝斌表示：“虽然大坝筑成后产生了一些

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历史，不能否定大坝在东洲历史上所起的积极

作用，只有站在当时的条件下，你才能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当

时筑坝的带动，很难想象东洲有如今的好局面。”

筑坝是为了发展，拆坝则是为了更好的明天。

再见，东洲堵坝。

你好，公望大桥。

东洲大堵坝不远处就是公望大桥

▲

▲公望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