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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迁迁，，里里院院居居民民难难圆圆的的梦梦
——— 探访青岛中山路拆迁片区

文/片 本报记者 郑雷

居民向专家喊话

“来我家住两个月”

“拍拍拍，拍什么拍？这些破烂
有什么好拍的，光拍有什么用，你来
住几天试试啊！”4月16日，记者第一
次踏进青岛中山路附近潍县路上的
一家里院，刚掏出相机，就惹来旁边
一位大妈的不满，带着一脸的不满，
还有几分青岛人的“傲娇”。

对面坐着的两位女士，对拿相
机的见怪不怪，头也不抬一下，只
顾择菜聊天。

里院里，四周破破烂烂，堆满了
生活用品和垃圾，地上的青石板路
油腻腻的，房子上的油漆已大片脱
落。虽然这里距离海边咫尺之遥，但
和一些城市破旧的棚户区一样，这
里的居民也是几十家共用一个公共
厕所，共用一个水龙头接水喝。

大白天，里院里静悄悄的，大
部分居民已经搬走了，仅有的几家
住户，把抹布和旧衣服晒在外面。
旁边，不知道谁家圈养的鸡群在不
停地叫。

这是青岛中山路改造片区一
个普通里院，是普通的一天，也是
等待的一天。从2012年3月起，曾经
代表着老青岛洋气和骄傲的百年
老街中山路改造工程启动，这附近
的里院也都在改造范围内。

今年3月，我省住建、发改、财
政、国土资源等四部门共同印发

《关于分解落实2014年城市棚户区
改造任务的通知》。今年将进行629
个项目、239525户的城市棚户区改
造。其中，青岛涉及改造的是22000
户，接近全省总量十分之一。

如今，这里还没出现改造的热
闹场面，一切都还冷冷清清。

里院是老青岛最具代表性的民
居式样，里院大多平行街道而建，从
外面看和一般楼房没什么两样，但里
面四周围合，中心形成一个大院，然
后大院套小院，住着几十户甚至上百
户人家。

相比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
堂、福建的土楼，青岛的里院结合
了西式洋楼和中式四合院的特点，
独具青岛特色。

也正因为里院代表了青岛的
特色文化，这些年来，里院改造一
直举步维艰。尤其是近几年，越来
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保护里院文
化，甚至有外国人专门住到里院，
写书记录。

可留在这里的居民，却并不领
情，政府负责这一片区保护改造的
工作人员经常会被居民们拽住，“为
什么还不拆迁？专家说要保护这里，
你让他们来我们家住两个月！”

乔乐就住在中山路东面70米潍
县路上一个里院内，他说小时候印象
中的里院，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
是一个非常热闹和温馨的地方。

当时最好奇的问题

他们怎样怀孕的

今年40多岁的乔乐从小在里院
长大。时光倒退三四十年，那时的乔
乐整天和里院里其他孩子一起，在
泛着青光的石板上跑来跑去。

乔乐一家住在二楼，一间20多
平米的小屋被隔成一大一小，稍大
的房间铺着木地板，住人；小房间
是厨房，摆着锅灶和风箱。这么小
的房间里还铺木地板，是过去日本
人带来的风气。青岛是舶来文化，
而里院正是德国、日本和青岛本地
文化碰撞的产物。

空间狭小，搭吊铺很盛行。一根
木头横梁，两头用木头撑起来，横梁
铺上木板，爬上去，勉强能直起身子
坐着。经常是孩子或者新婚夫妇住吊
铺。狭小的房间内，没有隐私可言。乔
乐还记着，当时谁家的新婚夫妇怀孕
了，青春期的孩子们都特别好奇，他
们是什么时候性生活的？

每个里院都是一个热闹的小社
会。护士、公司小职员、商店伙计、拉

板车的、澡堂烧锅炉的，这些中底层
收入的老百姓都是里院成员。

一家煮肉，满院飘香。谁家做
点好吃的，熟悉点的孩子都跑去
吃；谁家做饭没盐了，就进邻居家
抓一把。

里院的街坊们共用一个厕所
和水龙头。大清早，厕所前就排起
长长的队伍；水龙头里流出的是纯
正崂山水，平时套着罐头铁盒锁
上，早晚各开放一次。

这些都留在了乔乐的记忆里，
等他长大后，他却发现，其实他们早
已被外界遗忘。有点钱的人相继搬
离这里，在留下的人看来，这里住房
狭窄、生活贫困的现实，远比珍贵的
文化遗产更真实。

为一纸回迁资格

兄弟仨轮流排队六日夜

青岛市南区西南部伸进海湾，
南面栈桥一带叫前海沿儿，北面叫
后海沿儿。两个海沿儿中间，以南
北走向的中山路为中心，四周距离
多则一公里、少则几百米的类似正
方形区域，是老青岛城区。很多青
岛最著名的公园景点、名人故居、
德式建筑群，都在这儿。

这里以前被称作“街里”，意思
是除此之外的青岛，都是乡下。

“街里”的老居民盼着拆迁，又
不想离开市南区。

陈诚也是一位等待拆迁的里
院居民，他在离中山路西面一百米
的河南路一座里院里，有间6平方
米的小屋，而再往西三百多米的莘
县路上，他还有套64平米的楼房。

里院的拆迁迟迟没有动静，倒是
莘县路上的那套房子给拆了。那是一
座1989年建的居民楼，位于海底隧道
四川路口的拆迁片区。这里有数千户
居民需要离开，能回迁的却只有1000
户，其他人只能异地安置。

4月18日，陈诚第一次见到记者
时，就忍不住唠叨，“到下个月，就72
个月了，这比政府最初承诺的回迁
时间，超过40个月了。”

陈诚还记得，6年前，在定陶路
小学的操场上，市南区的领导来做
拆迁动员工作，说32个月后保证回
迁。操场上站满了人，挤在前面的陈
诚大声问：“三年就能回来住吗？”

一位领导很认真地回答：“这
位同志说的不对啊，我说的是32个
月，三年是36个月，这多出来的4个
月得多花政府多少补偿费啊？”

陈诚家的老房子是64平米，评
估价格是每平米7300元。如果要回
迁，新房面积差价，要按每平米
7300元填补，如果选择在四方区异
地安置，每平米的差价不到4000
元。即使房价差了近一倍，但为了
回迁，住户们几乎挤破了头。

为了拿到回迁资格，陈诚买了
个折叠床，兄弟三人在取号的门前
轮流排了六天六夜的队。为了避免
发生拥挤事故，相关部门还为排队
人群设置了脚手架护栏。中间下过
一场瓢泼大雨，老邻居们把遮雨布
铺到头顶脚手架上面，挤在一起感
叹生活不易。

最终，陈诚拿到了回迁资格，
他选了套90平米的回迁房。但时隔
6年，回迁楼房却还未开建。

许多人去相关部门反映多次。
按照当初的协议，过渡期租房补偿

是每平米25元，超过32个月后，是40
元。而从2013年5月到现在，每平米
的租房补偿为60元。陈诚觉着，这可
能是在息事宁人。而一些老邻居告
诉陈诚，相关部门答复，今年5月会
开工三栋楼，让一部分人回迁。

在乔乐看来，陈诚等的时间再
久，至少还能回迁，而市南区的那些
里院住户，却再难有回迁的机会。

必须走的人

和想吸引的人

乔乐很留恋里院，虽然他痛恨
里院的环境，但这里伴随着他长
大，这个小社会里有他从小就已习
惯的熟人和亲情。

可现在，他们必须离开了。
不久前，青岛市再次成立中山

路欧陆风情区改造指挥办公室，由
一位青岛市副市长作为总指挥，负
责南起海边、北至快速路三期、东
起火车站、西至安徽路及济宁路，
面积一百万平方米区域的改造。

其实，针对中山路一带的改
造，近年来曾经多次成立专项拆迁
保护办公室，但一直难以推进。

如今，在相关部门看来，原来
中山路一带倡导冻结式保护改造，
结果是越冻结，商业发展越糟糕，
老百姓违章搭盖建筑也越多。如今
政府的思路是复兴式改造。

但改造工作的具体推进，还是
让人头大。潍县路上几个里院有500
多户居民，本来有关部门想拿这里
做征收试点，结果用了一年时间，才
跟300多户把征收谈成。还有很多户
没谈成，有的家庭因为老人去世后，
兄弟姐妹们开始争抢一二十平米小
屋的拆迁款，无法达成统一。

在由中山路欧陆风情区改造
指挥办公室负责的这片区域内，包
括里院在内的很多房屋被列入了
青岛市危旧房改造计划。而根据目
前的规划，这片区域还没有回迁计
划。

在目前的规划中，这片区域的
新盖建筑将限高12米至15米。有专
家认为，中山路商圈衰落的根源是
缺乏经济内驱动力。给自身区域带
来滚滚红利的香港中路商圈和台东
步行街，是靠青岛当地居民的消费
拉动；即便是游客，来中山路购物的
也越来越少。

目前在中山路商圈常住的居
民，消费水平并不高，在政府未来的
计划中，即使吸引市民来此居住，目
标人群也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年轻人
和具有高消费能力的群体。中山路
改造指挥办公室有关人员讲，目前
对原有的里院居民，主要采取货币
补偿为主的方式，并未给回迁留下
空间。

乔乐们和政府的愿望，在此处
的走向出现了分叉。

乔乐很留恋里院里的“亲情”，
但目前来看，这种亲情和熟人小社
会必将随着拆迁改造的进行，而重
新洗牌。但政府头疼的还不止于
此，目标是做到改善民生、保护历
史、发展经济三者齐头并进，而这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里院的许多“违章房”都是上
世纪70年代左右盖成的，如今要拆
迁的话，一般和正规房屋享受相同
的补偿价格，加上限高规划，极大
地压缩了开发商的利润，这让招商
工作变得很困难。

中山路还能重回往昔的辉煌
吗？从这里走出的居民还能找回他
们的傲娇吗？让人留恋的里院文化
又该如何保护？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里院特色能否被赋予新的灵魂
和生命？几天蹲访结束，记者脑海
中留下一串串问号，这些遗留的问
题也许正反映了里院文化和现实
之间的矛盾，如何解诀，还需要一
份令人兴奋的答卷。

编者按

斑驳的墙壁，破
损的门窗，狭窄的空
间，拥挤的旱厕，种
种生活不便让他们
迫切想要逃离棚户
区，这种迫切甚至超
越了对朝夕相处邻
里情分的眷恋。

几十年前，这里
的居民响应“先生产
后生活”的号召聚在
一起，斗转星移间，
他们沦为被遗忘的
人。

棚户区改造，就
是要解决历史遗留
的欠账问题，让城市
消除“二元结构”。这
是一盘大棋，唯有守
得住良心，才能对得
起民生。这也是克强
经济学的重要工程。
我省多部门联手发
力，优化资金安排、
开出优惠条件、吸引
商业项目，力求改造
成功。

在棚户区等待
或正在拆迁的日子
里，人们是怎样的心
情，又有何等诉求，
对补偿款和未来新
家是否满意？相关部
门的改造计划和百
姓的期盼有何碰撞？
4月4日到30日，记者
兵分多路前往青岛、
枣庄、临沂、聊城、烟
台五市，每地蹲访多
日，反映当地“出棚
上楼”近况。今日推
出第一篇。

住在“里院文化”

中，幸福还是痛？

青岛中山路改造片

区，住在里院里的居民

们，如今正在期待中品

味这种复杂的感觉。

他们讨厌专家“要

保护里院文化”的呼吁，

但又留恋这里大家庭一

样的熟人社会和亲情，

他们希望过上崭新的日

子，却又不愿离开这个

熟悉的地方。

而政府必须在改善

民生、发展经济、保护文

化三方面齐头并进。双

方在是否回迁的问题

上，开始出现分歧。

4月16日至22日，记

者在青岛中山改造片

区，观察正在一点点被

撕开的“里院文化”。

4月16日，青岛潍县路的里院破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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