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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初夏，我在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考
下，被招为农垦系统的招聘干部，录用在国营萧山
第二农垦场。按当时的工作关系，我已不需参加

“五万二千亩”的围垦了。但因我的妻子、孩子的户
粮关系都还在生产队里，我们家庭还是有义务要派
工去围垦的。由此，我向农场请了一星期的假，从
11月23日至29日，我跻身15万人的围垦大军之
列，参与围海拦堤战役。

11月22日下午，我随生产队的几个伙伴，拉着
钢丝车，装着满满的一车土箕、铁耙、被铺之类杂
物，一路向前行进。由于我们的驻地在十工段闸的
西侧，我们便从丁坝到十二工段，再从十一工段到
达目的地。一路过去，陆路的、水路的，步行的、骑
车的摩肩接踵，浩浩荡荡的队伍壮观无比。事后听
说，丁坝至十二工段的这段路上，从早到晚，一整天
都是人头攒动，人流连续不断。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跋涉，顺利到达了驻地。
我们的驻地在十工段西面的堤埂上，先遣部队用毛
竹片作骨架、用透明塑料纸作篷布，早早地搭起了一
个临时的帐篷，又在边上打上一眼地灶，一日三餐在
这里烧，晚上在这个通体透明的窝里避风躲雨。

这个窝约二十多平米，要容纳二十多人住宿，
大家打着通铺，一般两人共用一条棉被，人像“篦白
鲞”一样挤着睡。辛劳一天后的社员们，早早地进

入甜美梦乡。待到夜深人静时，呼噜声此起彼伏，
磨牙声、梦话声、喊累声交织在一起。最让人难受
的是，当你内急时，要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出去，否则
一不小心脚会踢到睡着的人。这样的吃住条件，不
要说白天要你挑不计其数的泥土，光这样住着的艰
苦，就足可品尝到围垦的不易了。

围垦时的作息有“两个黑洞洞，三个急匆匆”的
说法。两个“黑洞洞”是指早上出工、晚上收工天还
漆黑着，“三个急匆匆”就是三餐饭都急急忙忙地吃
一下，吃完了就挑担筑堤，这样的作息方式，都是为
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落下工期，不拖后腿。

我们所在县曾提炼出“历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
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
神。就围垦而言，我想它也该有“四千”精神吧，我套
用一下，应该是“发动千人万人、勇挑千担万担、跨越
千步万步、挥洒千汗万汗”的“四千”精神。有许多个
围垦战士，以这个“四千”精神为动力，为“五万二千
亩”的围垦，忘我劳动，挥洒汗水。

在朝鲜战场上，作家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
人》，刻画了当年志愿军浴血奋战的一个个场景，歌
颂了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战士，他们成了“最可爱的人”。而
在“五万二千亩”围垦的这场战役里，也有无数个围
垦战士，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一个个“最可爱的

人”，至今深深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生产队有位“寿四公公”，他可称得上是一

位围垦的“老兵”了，每一次围垦，他都充当着“伙头
兵”的角色。他有一个雅号叫“煞宽”。起“煞宽”这
个雅号是有出处的，平时在生产队劳动时，队长分
给他的工作时，问他是否吃得消，他总会冒出两个
字——“煞宽”。“煞宽”在沙地方言中的意思是“干
这些活，是小菜一碟的事”。

“五万二千亩”围垦开战前，我们队长为落实一
个伙头兵，绞尽了脑汁，因为生产队历次围垦出征，
伙头兵几乎都由“寿四公公”来担当。当时已经77
岁高龄的“寿四公公”，他虽在生产队还在参加劳
动，但毕竟伙头兵一日三餐要做，中餐二十多号人、
一百多斤饭菜要送到十多里之外的工地，压力是很
大的。如另换他人是否能胜任得了？就算能胜任，
又缺了一个挑土筑堤的人。队长陷入矛盾，试探性
地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又是用“煞宽”两字回答了队
长。

“寿四公公”91岁那年驾鹤西去了，26年后的今
天，他曾经战斗过的滩涂，从沧海变成粮田，现又规划
为钱塘新区临江高科园区的一个部分，不久的将来，
这方神奇的土地旁，紧依着一个江海湿地公园，集生
态小镇、农耕文化、科技博览、围垦观潮、湿地探幽、休
闲娱乐于一体，成为临江高科园区的一大亮点。我

想，如果“寿四公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感到欣慰。
沙地的田畈话中有这样一句话：“挑断扁担是

英雄，掰落泥钩是瘟虫”。我们的小队长，也是我的
堂哥，他在这场战役上，为使自己的责任段不拖后
腿、实现提前完工，率先上满担、挑重担，并起早贪
黑地在工地上做好相关的准备，为的是不耽误大伙
出工时的工作。

一个上午，他装足满满的一担沙泥，身子一挺而
起，紧跟着“吱嘎”的一声，一支扁担开裂了，他下意识
地俯下身子，总算保住了扁担的折断。后来，他弄来
细铁丝，缠上几圈，将就着继续用。事后，生产队的社
员们调侃他是围垦中的“英雄”。如果说“挑断扁担是
英雄”的话，那么，他在将断未断时做了很好的技术处
理，按田畈话的说法，至少该算半个“英雄”吧。

在“86五万二千亩”围垦战役的每一天，我们的
水利干部、“娘子军”们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人。
经常，我很想把这一切告诉我钱塘新区的朋友，当
然，我最想告诉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
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参加过围垦的人，
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围垦，是当代沙地人的一段峥嵘岁月，我有幸
亲历了三次，见证并享受着这一切。围垦创造了世
界造地史的奇迹，而沙地人民，就是在钱塘江畔写
下这一奇迹的主人。

我所亲历的围垦往事
□余观祥

1971年的初冬，家住头蓬公社新建大队的姐夫
家，决定移民到一号围垦的新围公社新创大队（现
为河庄街道新创村）。移民围垦，意味着姐夫家要
告别“里花园”的世居生活，告别亲邻和兄弟，去一
个人烟稀少、河水咸碱的新地方生活。

姐夫是个很实在的人，移民到围垦，认为一来，
可以增加人均土地面积，从老生产队人均不足一亩
的耕地，可增加近一倍，所增加的土地面积，如果种
好水稻和其它作物，在粮食和经济上都能打翻身
仗。二来，在人头上还能享受120元的补贴，这120
元补贴，基本能建造起三间草舍，可改善居住条
件。三来，小孩都可分上自留地，可种植一些经济
作物，贴补家庭零星开销。

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老生产队派来了四个帮
手，摇来了一条10吨的木船，把旧舍拆下的桁条、椽
子、门板以及家什统统装上船。沙地有句俗话叫

“穷三担”，他们的全部家当整整装了满满的一船，
帮手们两个拉纤，两个摇撸，摇往位于围垦四工段
的新居地。因姐夫家建造新舍，我就随他们去照看
六岁的外甥，坐上这条船，从聚昌桥起航，辗转头蓬
闸、蜀山闸、新农桥，约四个多小时，到达了目的地
——新创桥。这也是我与一号围垦大地的首次亲
密接触。

初来乍到，姐夫家被安排在垦种所临时住下。
一号围垦已有几年的垦种经历，水稻已有几批收
获，垦种舍里有一定数量的稻谷存放，这里硕大的
老鼠上跳下窜，疯狂至极，马上就给了我一个下马
威。一次，两只白老鼠突然间光顾脚下，看到了从

未看到过的白老鼠，我很是惊奇。后来我去告诉了
一位管垦种所的大伯，大伯说：“这里有好多只白老
鼠，这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这里会很发的。”

围垦的夜特别的静，荒凉是这块地方的一个代
名词。姐夫家所在的新创大队位于一号围垦最靠
西北边的一个垦种地，与钱塘江仅一堤之隔，与钱
塘江对岸的海宁老盐仓近在咫尺，有人夸张地说，
只要借助一根竹竿，可一竿子横跨过去。

夜深人静，江北内燃机火车的汽笛声，伴随着
火车铁轮撞击铁轨的哐啷声，响彻整个围垦大地，
这声音足可证明姐夫新家的偏僻。对于当时没有
到过县城、没有见识过火车、也没有听过火车开动
声响的我，无疑感到十分好奇。当年听我姐夫说，
这火车声响不是老盐仓发出的，而是老盐仓以北的
长安镇发出的。小时候，我们把海宁称为“海北”，
印象里是一个天南地北的一个概念，姐夫家搬迁围
垦，火车声响拉近了我想象的距离，觉得海北并不
是很遥远。

姐夫家所在的一个生产队，清一色是同一个大
队的农户一起搬迁过来的。起初，他们与生产队中
有些人只有面熟，有些人并不熟悉，但这并不影响
大家的交流，他们都强烈地怀着一种互相帮衬、共
建家园的愿望。此后，他们由“一回生、两回熟”逐
渐发展成“你帮我、我帮你，亲帮亲、邻帮邻”的和谐
关系，共同建造着自己的家园。

移民围垦，新建草舍是不能任意选择舍基的，
因为当时就按田园化的规划要求，用抽签来排序舍
基。姐夫所在的生产队，按规划共分成五排，每排

由东向西建造，舍前或舍后，都与水沟相依。姐夫
家的舍基通过抽签，分配在第二排的最东边一间。
他们这一排共四户人家，而四户人家都来自四个不
同的生产队，可以说是陌生人。通过一段时间的挑
舍基、砌石墙、打草苫等一系列筹备工作，没过多
久，一间间横舍竖立而起。从此，这荒凉的围垦大
地上，每当夜幕下垂，万家灯火代替了夜的冷寂，每
当东方吐白时，袅袅炊烟就飘向了天空，浓浓的生
活气息散发开来，他们由此在新的家园里安居乐
业，用勤劳的双手，一起挥洒汗水，共同在这方处女
地上男耕女作。

这个家园，对于姐夫他们而言，与头蓬“老沙头”
的家相比，高大了许多、敞亮了许多。因为“老沙头”
只有两间草舍，还是那么的低矮；“老沙头”草舍的舍
壁，是用竹子和草苫隔成的，他们管叫“风笆”，而这
里是用石头砌成的墙，上面盖上草苫，就统称“石墙
舍”了。石墙舍与风笆隔成的草舍相比，有了明显的
优势，一是抗台风能力增强，相对坚固；二是可减少
火灾隐患，石墙不易着火；三是能增强观赏性，看起
来美观。

沙地人有句话叫“三兄四弟一条心，门前泥土
变黄金”。意思是大家只要万众一心，事情一定会
搞得很好。他们这批移民果然是好样的，很快融入
到了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在作物种植上，实行科学
安排，用稻麻轮作、稻棉轮作，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
量。用投放各种土杂肥来改善土壤结构，把咸碱地
改造成适合种植各类作物的优良土壤，把挖掘内河
时挑起的土堆，种上一片片桑树林，在春夏两季，挨

家挨户养起蚕宝宝。这个只有“海北”人才有的养
蚕业，在这块广裹的土地上遍地开花。他们从纯粮
农经济，向多元经济迈出了一大步，从中增加了经
济收入。

不得不承认，机遇总是给勤劳的人们的。他们
的努力、他们的付出，很快得到了回报。所种植的
粮、棉、麻年年都大获丰收，一时间，成了萧山重点的
产粮、产棉地；他们新引进的蚕桑养殖业，成了催生
新农村经济的一个亮点；而在这新围公社，一篇《六
养蚕姑娘，不再想远嫁他乡》的新闻，成了当时《人民
日报》的热点报道。当然，姐夫家粮食的丰收，对我
们这个缺地少粮的家，给予了很多的接济，他们不仅
解决了自己家庭的温饱问题，也为我们家庭的粮食
提供了一份保障。

新创村现归属河庄街道了，如今的新创村今非
昔比，令人瞩目。一条宽敞的新围河，由南至北穿
境而过，成为钱塘新区主要的排涝河之一，两边的
河岸用石块砌得整齐划一，东西两侧的柏油路与四
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互为贯通，一棵棵樟树在风的吹
拂下苍翠欲滴，一排排别墅式的居家小楼鳞次栉
比。

新创在变化，整个围垦大地也在变化，她的变
化是从移民的草舍时代，向一代房、二代房、三代
房,甚至到现在别墅房的跨越，但始终没有改变的
是新创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四工段排涝闸易址新建
后，焕发了青春的容颜，承载着一泻万水的激情；一
望无际的新创大地上，虽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模式，
但没有改变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信念。

1979年，是我从中学毕业的第二年，也是这一
年的冬天，萧山县要组织一次“北线一万亩”的围垦
任务。当时，人手紧缺的围垦指挥部工程队需要招
用一批临时工，在大队干些杂七杂八事的我，脑海
中闪现出很想出去做临时工的念头。

想做工程队的临时工，也是事出有因的，一是
围垦指挥部系统是一个大集体单位，一旦做得好，
机遇来了，可转为正式工。二是围垦指挥部系统付
的是钱江工分，拿到生产队去很吃香，每天还可享
受一点粮票补贴，这对粮食紧缺的家庭，是一种很
好的补充。于是，我对在围垦指挥部工程队电工组
工作的二伯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二伯父看我刚从
学校毕业，脑子也灵光，在家里修理电路还有些基
础的份上，爽快地答应了。之后，我如愿地成了工
程队电工组的临时工，与这次围垦结下了不解之
缘。

围垦指挥部工程队下属的电工组有两个组，一
个是高压组，另一个是低压组，我被安排在低压
组。高压组的工作，就是从老垦区的1000伏高压
电向新围滩涂上延伸，延伸到围垦挑筑的堤塘边，
并装好变压器通电为止。低压组的工作，是从变压
器的下桩头开始，把380伏的电输送到整条大堤的
沿线，并挂放好一串串的防水灯头，在围海大军到
达之前，保证全线通电，灯光通亮。这主要有两个
原因，一是能确保围垦挑筑堤埂时，开夜工有充足
的照明。二是在围垦过程中，各公社设有临时广播
站，在进行现场新闻播报和革命歌曲播放时，保证
电源的供给。

当年计划在12月11日围垦大军进场的战役，
而我们必须要在大军来临前提前完成好供电准备
这个任务。但这个任务具有战线长、人手少、时间

紧的特点，任务十分艰巨。
论人员，低压组只有四个正式工，五个临时工；

论战线，光五米长的毛竹线杆就要三百多根，弯脚
瓷瓶就近千只；论时间，不能太早进入，提前进入的
话，有潮水侵袭，否则即使立了线杆，也会前功尽
弃，低压组这个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滩涂上拉电线，搬这么多线杆、电线，最大的困
难就是无法动用手推车这类运输工具，只得老老实
实用肩扛手抬。把一根根毛竹电杆、一圈圈电线送
到围垦大地的沿线。

毛竹电杆我们都是用肩背的，一般三根一捆，
三根五米的青毛竹，加上四只弯脚瓷瓶，少说也有
四五十斤重，赤裸着脚，踏着积冰，深一脚，浅一脚
地行走在茫茫的滩涂上，一背就得走六七里路。

沙地人形容高温天种植水稻的感受有一个词
叫：“上逼下晒”。而在寒风刺骨、积冰片片的滩涂
上背毛竹线杆，比起高温天“上逼下晒”的难受，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肩上硬硬的竹节毫不留情地压
在肩膀上，磨出的一道道印痕深深地烙在肩头，背
部负压及快步行进产生的热量，像冒青烟一样向外
释放，脚下刺骨的薄冰片，似针一样扎着小腿的肌
肤，每行进一步，都凝结着我们的艰辛。

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是一次背线杆要横跨一条
四五十米的流化沟。流化沟有一滩浅浅的水，我一
看以为只要把裤脚卷上几卷就可过了，全然不知道
有陷阱等待着我。当我背着三根线杆，喘着粗气，
艰难地跋涉在流化沟中间时，意外发生了。我的双
腿陷进了流沙泥中的“鸭屎沙”，也就是嫩沙滩。我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使劲把右腿提起来，左
腿却急速下陷。我越使劲提腿，下陷的速度越快，
一点点的时光，沙泥淹没了膝盖。在呼天不应、叫

地不灵的荒凉滩涂上，我意识到只有设法自救了，
否则就会有危险。于是，我急中生智，把肩上的线
杆横在流化沟上，双手按住线杆，借助线杆的浮力，
一步一步挪动双腿，往前行进。挪动到线杆末端
时，再用力把线杆往前移，然后再重复着这样一个
动作，直到脱离危险的“鸭屎沙”。

在架线杆的过程中，背线杆、竖线杆、放电线、
扎电线，这些一般都是我们临时工干的活，而正式
工大多做些技术含量高或与高压组相衔接的工作，
加上正式工本来人员配置很紧，所以导致有很多体
力活或一些挂灯接线的活，不得不落在我们临时工
的身上。

架线杆，我们最害怕的是遭遇流化沟中的“鸭
屎沙”，它使你无法竖立线杆。线杆竖立不牢，一旦
倒伏，裸露的电线就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
即使线杆竖立不牢，也得设法竖牢。

有句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三个臭皮
匠，顶个诸葛亮”。架线杆中，我们恰好遇上了一个
诸葛亮式的人物，我们亲切地叫他观兴师傅。他也
是一位临时工，但他多次参与围垦架线，有一套实
战经验。他说遇到流化沟中的“鸭屎沙”，可采用三
种方法，一是能避则避，把线杆规避“鸭屎沙”区域，
不能死板地定30米的电线档距，可在流化沟两侧加
密线杆；二是在实在无法规避的情况下，可在线杆
的底端裹上草包，增加横断面，阻止下陷；三是架支
架，实在不行的话，线杆的底端裹上草包的同时，每
根线杆架上三根支架，以防倒伏。

通过一个个方案的实施，拉线立杆中的问题我
们一步步迎刃而解，到12月11日围垦大军进军前
一天，我们的工作无一遗漏地做好了，到了晚上，整
条线路通上电源，成千上万只灯泡，发出闪闪的光

芒，远远望去，像一串望不到尽头的星带，镶嵌在茫
茫无际的江面上。

围垦的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后，接下去我们的工
作重心是维护好线路，保证每一只灯都有效发光，
因为筑堤掘出的湾，一点点在加深，各公社各大队
的责任段，晚上有专人在做排积水等后续工作，都
需要借助电灯的光线。

江面上是无风三尺浪，空旷滩涂上的风，平时
都要比内地大得多，在电线上悬挂的螺旋式防水灯
头与灯泡，在风的吹动下，会一点一点地脱离，一不
留意就会接触不好，电灯光会发出一闪一闪的状
况，有的灯泡螺口脱离多了，会出现罢工不亮的情
况。这时，需要我们背着梯子，一次次不停地去巡
查。有的灯头一旦发生短路现象，我们只能带电操
作，及时进行更换。

在巡查中，观兴师傅练就了一套独门绝技，有
时他会快速巡查，及时处理，一看到灯泡不亮，他立
马用两手攀附、双腿盘缠着线杆，手脚并用使劲地
往上蹬，爬到顶端两脚交叉，紧紧地夹住线杆，身子
向外一倾，抓到灯头后，麻利地旋紧灯头与灯泡，直
至把灯弄亮为止。

大堤筑好后，我们低压组接下去的任务是在堤
坝上加放一路三相四线的动力线，主要供卷扬机用
电。大堤筑好了，河湾也通了。源源不断的石块从
山宕运来。各公社“挑弄”里的抬搬师傅，将石块从
机拖船上一块块抬上岸，装上钢丝车，借助卷扬机
巨大的力量，向大堤上一车车地牵引，抛向大堤的
外侧，坚实地阻挡汹涌的潮水。

这期“北线一万亩”围垦，我在低压组前后做了
一百五十多天的临时工，见证了围垦这项浩大的工
程，其间发生了不少值得记忆回味的故事。

亲历一号围垦移民

在围垦供电组做临时工

参战“五万二千亩”围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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