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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的手很暖很暖的，说话非常和气。”今年 49 岁的夏彩良永远铭记着 15 年前的这一天，饱含深情地向记者讲
述那段终身难忘的美好时光。
2003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点左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来到余杭农村，走田头，访农户，看
园区，就“三农”问题进行考察调研。习近平走进仁和街道花园村村民夏彩良家，详细了解夏彩良家的生活状况、生产经
营情况。
“习总书记当时握着我的手说：
‘ 你们放开手去干，党和政府会支持你们的。’”夏彩良说，习总书记的话时刻激励着
他，
这 15 年来，
他的苗木种植基地整整扩大了 10 倍，经营收入、生活状况比以前好多了。
素以“花木之乡”著称的花园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的革命运动之一——
“西镇农民暴动”的发源地，在中国农
民革命史上具有一定地位。1960 年代，当地办起小型花圃；改革开放以来，苗木种植业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农业增效、农
村发展的支柱产业，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的沧桑巨变。如今，花园村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美
丽乡村”精品村建设。

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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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大樟树见证了花园
村苗木种植业发展史

仁和街道花园村苗木种植户夏彩良：
习总书记鼓励我放开手去干

一株苗木见证改革开放 40 年沧桑巨变
“你们放开手去干
党和政府会支持你们的”
每当夜深人静，15 年前的往事历
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眼前，夏彩良总
会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回味习总书
记的音容笑貌。
“习总书记说：
‘你有什么困难、有
什么要求，请你提出来。’”夏彩良说，
习总书记详细询问他家的苗圃规模有
多大、经营收入怎么样；还深入了解当
地政府工作做得如何，当地农民生活
水平怎么样。
2003 年，夏彩良种植苗木基地 20
多 亩 ，年 经 营 收 入 5 万 元 左 右 ；到 了
2017 年，他种植的苗木基地达到近 300
亩，主要种植香樟树、桂花树以及紫薇
等各种花木，实现自产自销一条龙，年
经营收入突破 100 多万元。
“‘你们放开
手去干，党和政府会支持你们的。’15
年来，我时时刻刻牢记习总书记的这
句话，无论遇到任何生产经营困难，还
是遭遇灾害天气，习总书记的这句话
总是激励着我，催我奋进，鞭策着我克
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荣获“花卉苗木
专业（产业）农民大师”等称号的夏彩
良说。
“习总书记身材高大、魁梧，说话
非常和蔼可亲，他还和我讲笑话呢！”
夏彩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亮：那一
天，习总书记来到他家，一层楼一层楼
踏看——地下层放生产工具，二层楼
是会客厅，三层楼是老爸老妈和他们
夫妻俩的卧室，四层楼准备以后给儿
子做新房。
“ 习总书记拍拍我的肩膀，
笑着说：
‘ 小夏，你想的真周到啊。’当
时我们都乐了。”
“习总书记还仔细看了我家的厨
房，关切地问道：
‘ 你们家喝什么水？’
当他听说现在花园村村民都喝上干净
的 自 来 水 时 ，习 总 书 记 放 心 地 点 点
头。”
夏彩良说。
夏彩良指着客厅墙上悬挂的自己
与习总书记的合影照片，深情地回忆
着当年的情景。
“ 我真的太幸福了，做
梦也不会想到习总书记曾到过我家。”
夏彩良擦拭着热泪。

古桥
仁和的古桥与石碑
仁和街道境内至今遗存明清以来的多处古
桥，还有一块“重建宝善桥”碑，均为仁和街道第
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的新发现，反
映出当地的江南水乡景观和社会历史风貌。
观音桥 观音桥是明代古桥，位于仁和街
道獐山村，南北向跨獐山港，单孔石拱桥，保存
较好。
流翠桥 清代古桥，位于仁和街道云会村
西山后自然村，南北向，2 墩 3 孔石梁桥，结构完
整，保存较好。
九省桥 清代古桥，位于仁和街道双陈村
陈家坝村，东西向跨栅庄桥港，6 墩 7 孔石梁桥，
结构完整。

已有二十多年树龄的樟树成林
收入 39266 元。
陈松富老人的孙子陈君杭是台州
银行余杭支行一名信贷客户经理，花
园村苗木种植户成为银行重要的客户
群，
“村里不少苗木种植大户把业务拓
展到陕西、山东、江苏等全国各地，有
的甚至开拓到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今
年 29 岁的陈君杭说。
如今，陈松富老人一家四世同堂，
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小小的一株苗
木，见证着花园村农民的生活嬗变，见
证着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农村的社会
巨变。

中共西镇区委旧址
巍然矗立

斗 55 号民
在仁和街道花园村林家垃
宅南，一座坐北朝南、五间二层重檐砖
木结构的百年老宅巍然矗立着，仿佛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默默地注视着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
沧桑巨变。1927 年，这里成为中共杭
村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县西镇区委驻地。
陈松富依稀记得孩提时代父辈们
今年 86 岁的陈松富老人亲眼目睹
讲述的
“西镇农民暴动”
革命故事。
花园村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巨变。
“过
《余杭文物志
（重修）
》
《余杭历史
去，花园村一带主要种植水稻、荸荠，
文化村落》
等书籍记载着这段永不磨
枇杷树也木佬佬多的；现在，村容村貌
灭的历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陈松富老
西镇区委成立于 1927 年 10 月，这
人说，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花园村主
是当时余杭第一个中共区委所在地，
要以花木种植业为特色支柱产业，当
下辖鸭兰村、王家庄、林家兜、行宫塘
地农民开始发家致富了。
等 5 个支部，共有党员 46 名。1927 年
陈松富老人说，花园村由好几个
12 月底至 1931 年 2 月底，在区委的领
自然村合并而成，过去这一带村民主
导下，西镇地区党支部发展至 13 个，党
要靠种田为生，稻田像棋子一样摆列
员 161 名，建立农民协会 63 个，会员
着。村民们种下早稻之后，就种荸荠、
10000 余人，运用农会的合法形式在独
四角菱；采菱之后，大家划船去鸦雀漾
山举行万人大会，宣传中共主张，号召
捕鱼，就这样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
农民开展
“二五”减租斗争。
活。
1930
年 5 月，西镇区委在驻地林家
“改革开放后，花园村村民们主要
兜策划和组织西镇地区
40 余个自然
依靠花木种植业起家，生活越来越富
村、
2000
多名农民，
举行震撼全国的
裕了。村里每年修建村道，整治环境，
村子越来越漂亮了。”今年 71 岁的计天 “西镇农民暴动”。这是余杭历史上最
具影响的革命运动之一，在中国农民
华曾经担任河儿塘村党支部书记，目
革命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睹花园村的沧桑巨变。
中共西镇区委旧址是余杭党组织
陈松富老人记得，大约 1958 年前
诞生、发展、壮大曲折过程的历史见
后，杭州市园林管理处戴行生被城迁
证，也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农民革
至夏家桥村，在当地生产干部支持下，
命斗争史实的历史见证，对于研究余
办起 10 亩杂地的小型花圃。到了改革
杭革命斗争史具有较高价值。中华人
开放后，种植苗木盆景成为当地村民
民共和国成立后，余杭区、仁和镇两级
发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政府于 2005 年投入 35 万元，对西镇区
记者了解到，目前花园村苗木种
委旧址进行整修，并征集、整理、制作
植面积 2460 亩，辐射周边面积 8000 多
相关资料，成为全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亩，苗木种植业不仅是当地村民致富
地。2009 年，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
的主要来源，也成为花园村乃至仁和
位。2011 年 4 月，在区、镇二级党委、政
街道两大特色产业之一。2017 年，花
府支持下，西镇区委旧址修缮布展工
园村经济总收入 23233 万元，农民人均
程完工，充实史料后的陈列馆焕然一

新，同年 6 月 30 日，被授予“杭州市党
史教育基地”称号并揭牌。
如今，仁和街道花园村抓住余杭
区“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的契机，将
西镇区委旧址规划为杭州周边地区红
色旅游目的地，将红色文化与旅游产
业相结合，建设好道路、路标、指示牌、
停车场等硬件配套设施，整治周边环
境，依托村内外文化创意园、农家乐等
其他建设，进一步宣传红色文化，传承
革命精神。

将花园村打造成
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园
目前，花园村以“传承红色文化、
发展绿色产业、创造幸福生活”为核
心，力争将花园村打造成一个名副其
实的花园，加快推进“美丽乡村精品
村”建设。此前，花园村荣获“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
“ 省级兴林富民示范
村”
“省级小康建设示范村”
“省级卫生
村”等荣誉称号。
据了解，花园村计划投入概算总
资金约 1000 万元，今年将重点提升改
造
“两路一中心”。
“ 两 路 ”包 括 夏 家 桥 路 、五 村 公
路。夏家桥路重点打造一条银杏大
道，一个入村口形象标识和 3 个文化休
闲点。银杏大道长约 900 米，与西侧桃
花小径东西呼应；入村口形象标识将
大幅提升花园村的“第一印象”。3 个
文化休闲点从北至南，各具特点：第一
个点位以“党建+产业”为主题，体现花
园村既是苗木种植区的特色村，又是
当年习总书记视察、讲话之地，意义重
大；第二个点位以“孝”为主题，打造花

园村家风家训宣传角；第三个点位以
“红色传承”为主题，展示“西镇区委旧
址”红色文化。五村公路主要修整一
个高速公路桥洞，对杆线进行上改下
整治，拆除不雅观建筑，建成一个康体
公园。
“一中心”是指以河泾坝自然村为
中心，打造美丽乡村示范重点区域，建
成一处亲水平台、一条桃花小径、一路
一墙一景、一处综合公园，实现户户垃
圾分类。
花园村将进一步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营造“人人参与，户户争先”的良好
社会氛围。一是针对村里流动人口密
集、管理难度较大等问题，计划建立出
租房管理服务中心，实行网格包干，鼓
励房东自治管理；二是严格管控违章
建筑、不雅建筑等，实施有序拆除；三
是建立长效保洁机制，实行物业管理，
做到日产日清，同时紧紧依靠党员群
众力量，聘任民间监督员对环境卫生、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进行监督；每月
召开妇女圆桌会议，每月 25 日组织每
家每户开展庭院义务整治活动。
“花园村越来越像个大花园了，”
夏彩良笑着说，今后他要撸起袖子加
油干，多承接一些绿化工程，把苗木基
地做成精品，盼望习总书记再次来家
里做客。
■本文参阅
《余杭历史文化村落》
（杭州市档
案局（馆）编著，杭州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余杭文物志（重修）》
（杭州市余
杭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编著，文物
出版社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观音桥

流翠桥

九省桥
应龙桥 清代古桥，位于仁和街道东山村
毛墩坝自然村北，南北向跨石塘港，6 墩 7 孔石
梁桥，结构基本完整，保存较好。
永泰高桥 清道光年间建成的古桥，位于
仁和街道永泰村永泰庙东北 500 米处，东西向
跨南旺港，4 墩 5 孔石梁桥。结构完整，保存较
好。
万福新桥 万福新桥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位于仁和街道平宅村村委南侧，东西
向跨平宅港，东侧为平宅桥，三孔石梁桥，整体
结构基本完整，保存较好。
仁德桥 仁德桥建于清晚期，地处仁和街
道三白潭村金家墩西坝头北，为三白潭村（属余
杭区）与杨墩村（属德清县）的交界桥；南北向跨
石桥港，
三孔石梁桥，保存较好。
河儿塘上坝儿 河儿塘上坝儿是 1958 年
建成的水利设施及附属物，为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位于仁和街道花园村河儿塘 25
号民宅南，南北向跨河儿塘港,主体为长方形，
两侧略呈
“八”
字形，
用条石砌成。
“重建宝善桥”碑 “重建宝善桥”碑是清嘉
庆年间的一块碑刻，位于仁和街道栅庄桥村西
塘圣庙内，坐北朝南，上刻捐资建桥者姓名和钱
款，纪年较清晰，保存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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