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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马路中央矗立的一栋 3
层小楼，过去十多年，上海市松江
区沪亭北路只能在此绕道而行，将
原本宽敞的四车道缩水成两车
道。近日，这栋被称为“上海最牛
钉子屋”的房屋终于与房屋征收服
务公司签订动迁协议。

14年钉子户月中拆迁

被大家称为“最牛钉子屋”的
这栋房子，是一座普通的 3 层楼
房。但由于恰好处于上海松江区
沪亭北路的马路中央一直备受关
注。因滞留户始终不同意拆迁，多
年来这栋房屋始终孤独地矗立在
马路中间。

由于这栋房屋的存在，2010
年沪亭公路改建工程只能绕道而
行，将原本设计的四车道在这里收
窄为两车道。道路的突然拐弯，导
致这里成了一个拥堵点。从 2011
年开始，就有附近居民不断反映
称，“只要双向都有大车经过，这里
就会被堵死，甚至有车辆差点撞上
房子。”还有一些居民在接受当地
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路段已成为
交通事故高发地。

今年 8 月 21 日，屋主徐先生
终于签约同意协议动迁，预计 9 月
18 日前清空房屋，原本四车道的
沪亭北路也有望恢复成笔直道路。

家属称被工作人员感动

据屋主女婿张新国介绍，第一
次收到通知说房子要被拆迁，是
2003年9月19日，“到今年9月18
日搬走，正好 14 年。”年近 70 的张
新国老人告诉记者，过去的 14 年
之所以一直没有同意拆迁，主要有
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家上世纪 50
年代的一份宅基地证明未获得认
可，二是原来的安置计划中拒绝给
女儿单独补偿一套房子。

据了解，张先生一家共 7 口
人，包括已经 87 岁的老丈人、张新
国夫妇、儿子一家 3 口和已经成家
的女儿。张新国说，儿子今年 43
岁，女儿也已经 39 岁并有了自己
的孩子。2003 年通知要拆迁时，
儿女都到了适婚年龄，因此他想为
女儿争取一套住房，但却未获认
可，所以拒绝签署动迁协议。

谈到为什么这次最终同意搬
迁，张新国表示，自从2016年街道
办成立动迁办之后，负责人经常来
家里了解情况，久而久之他也被对
方的耐心打动，“我也这么大岁数
了，等不了几年了，也不想再等
了。”

街道澄清未超越统一标准

“最牛钉子屋”同意拆迁的消
息一经发出，很快在网上引起热
议。有人提出“一定是钱谈妥了。”
对此，松江区九里亭街道动迁办主
任陆辉告诉记者，沪亭北路“滞留
户”动迁仍然按照原来的动迁安置
方案，并没有超越九里亭地区统一
的安置标准。

陆辉称，2016 年 9 月，九里亭
街道成立动迁办后，对造成沪亭北
路拥堵的这一滞留户十分重视，因
此主动上门对接。动迁办的两名
负责同志与张先生一家共进行了
八次面对面约谈，十多次电话沟
通。

陆辉表示，在接触中他发现，
张先生一家其实还挺通情达理
的。此前张先生一家以家里 9 口
人（当时丈母娘尚在世，外孙户口
未迁出）分属两个户口本为由，要
求分配 6 套房子，此外还有一份上
世纪 50 年代的宅基地要求赔偿。
但根据相关规定，安置赔偿只能以
上世纪 90 年代重新划定的宅基地
进行计算，因此没有批准。

据他介绍，在最终版的动迁协
议中，仍按照原来的价格进行，不
过考虑到张先生女儿的户口从未
迁出，所以同意了补偿一套住房的
要求，“符合规定，没有超出九里亭
地区统一的安置标准。”

据新华网

僵持14年，屋主称被工作人员感动

新华社长春电 在大兴安岭
南麓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国家级
贫困县通榆县，有着一群“劝学王
牌”，其中有一位老师曾劝回近百
名辍学生。正是他们，让这个国
贫县的辍学率降到 2％以下，很多
过去的“辍学村”成为“状元村”。

直到今天，通榆县第六中学的
地理教师潘耀烈还记得，参加工作
的第二年，听说班上一个叫侯旭飞
的学生不来上课。他冒着漫天风
雪，骑车10多公里，来到侯旭飞的
家，他看到的是当地人称“一面青”
的土屋，一面砖墙三面土墙。

侯旭飞的爸爸、爷爷只有小
学文化，世代以放羊为生，他们家
的几十只羊还是租来的，为的是
产羔卖钱，供侯旭飞的哥哥读高

中。侯旭飞就只能拿起鞭子，和
爸爸侯朝青当起了“同行”，做一
个继任的羊倌。

潘 耀 烈 一 进 门 就 跟 侯 朝 青
说：“孩子是读书的材料，一定能
考上高中。”侯朝青说：“一家供不
起两个学生，他考上高中，我也没
钱。”潘耀烈说：“别看供学生苦几
年，欠些债，但毕业了不但能挣
钱，还能给你娶回个大学生，你这
账多划算啊。”最后他使出了“杀
手锏”，打包票说只要侯旭飞回去
上学，学校可以免去他一切费用。

侯朝青终于被说服，送儿子回
学校读书，4年后，侯旭飞考入四川
大学，结束了他家世代放羊的命运。

2009 年前，通榆六中还是一
排砖平房，冬天学生要骑车1个小

时上学，学校脸盆里都是冰碴。
学生宿舍墙上漏风，烧土炉子，贫
困学生需要到处捡柴取暖。学生
食堂一周只有两顿细粮。为了给
学生打气，潘耀烈总是凌晨5点就
从家出发，陪孩子上早自习，晚上
陪着贫困学生一起学到深夜。

22 年来，潘耀烈劝回的辍学
生近百人，很多都考上大学，结束
了全家的贫困。

通榆县第三中学校长马秉扬
表示，像潘耀烈这样的教师在通
榆县非常普遍，十年前，部分学校
的辍学率一度达到三分之一，很
多毕业班都是七拼八凑成的。那
时，马秉扬也是劝学者中的一员，
在一些顽固的辍学村，只能给村
支书“摊派任务”找回学生。

“劝学王牌”教师劝回辍学生近百人

互联网浪潮汹涌，正从
各方面重塑着当今社会的
面貌，也催生了许多有别于
传统 360 行的新职业。“声
优”“二次元设计师”“网络
问诊”“胖模”⋯⋯他们因互
联网而生，在希望与挑战中
顽强生长。

声 优

他们自称“棚虫”，是一
群用声音表演的人。独自
蜗居在安静封闭的录音棚
里，声优们隐藏在光鲜的屏
幕背后，通过自己独特的声
音，在网络中留下痕迹。

葛 钰 莹 毕 业 于 2012
年，曾为多部影视剧的角色
配音，包括此前一网络热播
剧中的女一号。随着网络
智能终端越来越多，她现在
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广，包括
给天猫精灵这样的人工智
能平台做配音。“你真的很
难想象，和跟自己说话一模
一样的硬件产品对话是什
么感觉。”葛钰莹说。

二次元服饰设计师

刘幼牙和张蹦蹦是一
对年轻的情侣。一次完全
自娱自乐的创意产品改变
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使他们
成为现在的二次元设计师
兼淘宝店主。

二次元也称“幻想世
界”，其灵感大都来自于动
漫和魔幻小说。他们把那
些想象性的元素融入到现
代服装的设计中，其风格
魔幻搞怪，不拘于现实，因
此市场比较小众。张蹦蹦
说，是电商平台让他们天
马行空的创意受到同道中
人的认可。说起未来，刘

幼牙说：“我们希望能够成
立一个设计团队，把产品
线做起来，使品牌更加完
善。”

网络问诊医师

刘彦国，北京大学人民
医 院 的 一 名 主 任 医 师 ，
2008 年开始就在互联网上
尝试问诊服务，但当时移动
互联技术并不发达，网上问
诊的人也很少。

2012 年之后，随着移
动互联技术和一些问诊平
台技术的发展，不少医生开
始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网
络问诊。

在刘彦国看来，这类平
台的出现可以让患者更精
准找到自己需要的医生，也
可以让医生更精准地定位
自己的患者，同时还能缩短
医患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心
理距离。

胖 模

然然和媛媛都是 90 后
的职业胖模。她们通过直
播平台，向淘宝店顾客展示
最新的服饰。胖模的标准
是穿上衣服要有腰，要匀
称，要有美感，这三项缺一
不可，每次直播都要换二三
十套的衣服。

然然身高 165 厘米，体
重 140 斤左右。一个多月
前，她和媛媛从 40 多位面
试者中脱颖而出，去了杭
州，成为一名胖模。现在她
每天要拍 20~50 套衣服，
还要在直播中跟网店的客
人线上互动，教大家怎样穿
衣显瘦，一起讨论如何做一
个穿衣精致的胖美人。

据工人日报

声优、胖模、网络问诊⋯⋯
细数互联网时代的新职业

“声优”葛钰莹完成配音工作后与音频导演交流

孤独地矗立在马路中间的“钉子屋” CFP供图

上海“最牛钉子屋”将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