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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村最大的优势是只有‘一块
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锋简
洁的汇报掷地有声。一番角逐，庙前村
从全省各地市选送的乡村中脱颖而出，
一举拿下2021年全省唯一一个高标准
农田示范园建设项目。

全村只有“一块田”？看似不可思议，
但在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庙前村实现
了！也正是这“一块田”，“高标准”升级后，
首次夏收小麦亩产达到650公斤；2021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元，高出全省
平均水平1600多元，村集体收入86.5万
元、同比增长17.4倍。2022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预计突破百万元。

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
体受益……全村“一块田”的市场化运
作，成了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幸福生活

庙前村有10个自然庄。到省级美
丽乡村王楼庄转转，这里有幽静的小广
场、廊道、凉亭、健身器材区……但这些
都敌不过村部外面景色的吸引力。

站在天桥上，向南眺望，高标准农
田、高油酸花生、黄花菜、麻油厂，以及
近处欢快旋转的自动化喷灌器、错落
有致的蔬菜大棚，远处波光粼粼的沉
陷区水面，还有立在田间的“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宣
传牌……尽收眼底，一派田园好风
光！这里是男女老少偏爱的网红打卡
地，更是全村人的希望所在。

“一村一块田”改革，将全村6524
块平均面积不足2亩的“巴掌田”整合
成了1块万亩农田，打包租给央企中化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让“土地”市场化运
作。村民手中的田，依据1994年全国
第二次土地确权的地亩数，从地理空间
变成账本上的数字，一改千百年来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的局面。
大多数村民“坐享”1000元/亩租金，难
舍土地情结的承包土地继续干。

幸福的生活似乎来得太突然。
69岁的邵丛荣和老伴选择了“收

租”，安心在家看孙子，享受晚年生活。
40多岁的孙丙荣干上了公益岗，

负责广场及周边卫生保洁，每月工资
800元。

任明星返乡当上了厂长，做起了
麻油生意。

在庙前村，农田管护员一天的工
钱是60元。

没有了农活的牵绊，大多数留守妇
女“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精力和时间照
看好家，让在外务工的亲人安心……

庙前村，曾是远近闻名的集体经
济薄弱村。一处老村址和一所废旧学
校的租赁费，加上资产收益分红，满打
满算4.97万元，这是“并地”前的村集
体经济收入。

“并地”后大不一样！释放了劳动

力不说，村民仅地租一项，每年亩均增
收400元以上，全村每年增收达475万
元。特色种植、鱼塘养殖、农产品加工
等多种产业齐头并进、风生水起。有
了经济的“源头活水”，以产业振兴带
动农民富起来、乡村强起来的目标不
再遥远。庙前村真正成了当地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明星村”！

俗话说，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兜
里有钱，遇事不惊。“吃饭”问题解决
了，村“两委”班子将更多精力放在为
民办实事上，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村里拿出资金，带领广大村民整修
道路、加装路灯、美化民宅，着力打造

“一庄一特色”的人居环境，积极向配套
齐全、生态宜居的美丽新农村靠拢！

“过去，村路坑坑洼洼，路边杂草
丛生，治理后我们村大变样！”村民任
明英难掩激动的心情。

“村干部处处为群众着想，给 65
岁以上老人集体缴了医疗意外保险。
村里还建了活动广场，我们没事遛遛
弯、健身锻炼。”晚风习习，跳广场舞的
陈加梅对现在的日子打心眼里满足。

环境整洁、日子顺心、心情舒畅，
乡邻见面和气了不少。这里的百姓实
实在在地享受到“一村一块田”改革成
果，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强
劲“动力引擎”。

改革序幕

“十四五”规划要求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站在新的历史交汇
点上，庙前村土地改革取得的成效、走
出的路径、摸索的经验，可圈可点！

40多年前，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
下了分田到户的“生死状”，率先实行
农业生产“大包干”，在当时实现了生
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

而今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农”必须
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土地加快流转

“收回来”，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庙前村的“一村一块田”改革，就是
深入践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的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指示，将全村耕地“化零为整”，实现利
用最大化——这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
力发展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庙前村共 21 个村民小组 5900 多
人，若要人人都对“并地”无异议，可不
是“说一声”那么简单，况且全市其他
村庄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深化农村改革振兴的号角已经吹
响，纵使前路艰辛坎坷，也没有退路，更
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这是全体农村劳
动人民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满载着让广
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企盼。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问
题，根本要靠深化改革！”在首次召开的
党小组长、村民代表大会上，张锋搬出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指示，
也表达了村党组织坚定改革的决心！

实到 40 人，同意 40 人。全票通

过！现场，掌声雷动。
做群众工作要依靠群众，充分尊

重群众意愿，关键词是“信任”“追随”。
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变“要我并”为“我
要并”？权属不变是前提，即严格遵循

“在原有承包基础上再延包 30 年”这
一原则。

那晚，普通又不寻常。窗外，漆黑
寂静；屋内，灯火通明。

党小组长、村民理事会成员、村民
代表和“五老”人员被紧急召到村部会
议室，组建工作组，每名成员任务繁
重。张锋端坐在座位上，手拿笔记本，
按照事先列好的事项逐一念着，每分
配好一项任务就在本子上打勾标记：
一、21个小组长发动党员包组包户、挨
家挨户统计核实承包土地确权信息、
种植现状，重点讲清楚“为什么并”“怎
么并”“并后群众能得到什么”，听取大
家的并地意愿。二、各位“五老”积极
行动起来，结合各村民小组差异，把牢
协商解决的首道关口，及时正确有效
处理问题，最大程度保障村民利益，彻
底消除村民顾虑……

每个人都低头认真记着。严肃的
会场上，笔与纸摩擦的沙沙声是唯一
的伴奏。

当天在场的还有五位历任村书记：
邵礼明上传下达思路清晰；任士好果断
决策，敢为人先；邵思仁当过文书、进过
部队，从事农机改造半辈子，对农业生
产利弊了然于心；郭学明有话直说、有
事快办、为人公道；邵本发语言表达能
力强，能够与村民良好地交流互动。村

“两委”诚意邀请他们“出山”，通过有威
望的他们做其他群众的思想工作，发动
乡亲们真心实意地跟党走。

“我们支持村里的‘并地’决定！”
“有老书记在，我们有信心干好！”
“我无条件服从党组织安排！”
……
话语铿锵有力，承诺掷地有声。
庙 前 村 土 地 改 革 自 此 拉 开 序

幕……

决策攻关

第一轮入户走访采取先易后难策
略，先从村干部亲属做思想工作，然后
是老党员、老教师、思想觉悟较高的村
民……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工作组成
员从一户人家出来，又马不停蹄地赶
往下一家。顺利的话，能喝上乡亲递
上的一杯热水，暖意直达心窝。不同
意的情况有，但只是少数。

一个多月后，还是那间会议室，一
摞摞明白纸整齐地摆放在长桌上。大
家围桌而坐，一人唱票、一人登记、数
人监票。1000多户村民的名单表上，

“同意”竖栏下的“正”字越画越多……
整整持续 6 个小时，统计结果出

炉。85%的村民在明白纸上签字同意
按了手印，15%的村民持保留意见。

问题出在哪儿？本村人心里都明

白：“并地”意味着全村要重新丈量耕
地，当年因地孬饶地亩数的、开荒复垦
地亩增多的农户利益受到损害。

庙前村此次“并地”之举，仅仅是土
地改革的第一步，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
步。后续还涉及为机械化耕地做准备
的迁坟、搬迁养殖场，高标准农田建设
落实，敲定市场化合作企业，招引发展
多元化产业……是时候从幕后转到前
场了，坐镇指挥的张锋坚定而从容！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带领6名村干
部，一面积极奔走争取上级政策资金，
最大程度地维护群众利益，一面主动对
接有关部门查找证据支撑，拔“钉子”。

接连数月的夜晚，村部会议室里
的灯就这么一直亮着。汇报阶段进
度、讨论解决对策……临近天亮，大伙
紧一紧外套，倚墙而睡，习以为常。

“书记！你看俺家的地咋弄！”闻讯
连夜从宁波返乡的张会强两口子，下了
车直奔村部，找张锋理论，来势汹汹。

该来的总要来。面对枪林弹雨般
的“发泄”，张锋认真听，在“诉状”中抽
丝剥茧，找到问题症结。对方的话说
完了，张锋也在本子上为他们家算好
了过去近30年的收益账：

张会强父亲早些年担任张油坊庄
三队队长时，紧着大伙在前，自家最后
一个分地。村民们出于感激，集体要求
把最后连边的洼地荒地一并给了他。

“按一亩地产三四百公斤粮食计
算，你种 3 亩地交 1 亩地公粮，而且
1994年后规定30年不交公粮，村里现
在把地收回，你的损失也早都补回来
了。并地后，标准化农田一改造，土地
没有等级划分，一亩地租金从四五百
涨到1000元，你亏啥！”张锋心平气和
地解释，观点明确、态度坚定。

道理说清了，张会强一家人心里
的疙瘩解开了。

土地改革过程中“暴露”了很多原
则性问题。

五保户的田地翻倍算，为其养老
送终者有土地继承权吗？为了寻求依
据，张锋等人先后到镇民政所、镇派出
所，找到“并地”期间去世的五保老人
郭华英的档案资料，并咨询镇司法所
确定没有此类继承的法律规定。赡养
人孙学贵继承郭华英名下三亩多耕地
的要求被正当驳回。

濉溪县上世纪土地政策规定，80
年代农村户口独生子女是双份地。孙
碱昌庄的孙学义在1994年土地确权时
只有一个女儿，但在分地期间又生了二
胎。在向镇计生办求证后，当初孙学义
家多得的一人份耕地确定收回集体。

张油坊一队村民张朝虎家，30年
来将无人问津的沟塘开荒复垦出了6
亩林地，村里又是如何处理的？一切
以土地确权耕地为准，要求其半个月
内清卖地面附属物，所得钱款归其本
人所有，土地属集体所有。

越是到了攻坚阶段，越是需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越是需要不以事艰而
不为、不以任重而畏缩。唯有用心、用

情、用力，才能“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历时半年多，庙前村集体同意将

“零散地”聚成“大块地”。一致通过：
“全村一块田、到册不到户”的“数字田
地”并地模式，即全村只有一块田，打
破土地等级壁垒，统一流转经营。

典型显现

高标准农田建设、1800余座坟墓
迁移、3个养殖场规范集聚、因地制宜
招引企业……其他事项均进展顺利。

为啥？党员干部带头、资金补贴
合理、移风易俗引导呗！

先是摸清“家底”。各村民小组选
出村民代表，对耕地进行重新丈量并
公示，掌握地块数目、实有面积以及道
路、沟渠、机井等情况。全村在原有分
地基础上，多出了747亩耕地，这成为
增加村集体收入的重要来源。

然后科学规划。按照省级高标准
农田示范园建设要求，村里聘请中科
大数字农业研究中心专家，编制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采取统一招标采购、合
同管理、质量标准、检查验收、监督管
理、上图入库等“六统一”模式，实行
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
结合秸秆还田、深松深耕、增施有机
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提高耕地质量。
整治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100%，耕作层增厚 10 厘米以上，土壤
有机质含量平均每公斤增加 5 克以
上，耕地质量提高0.5个等级。

针对坟墓、养殖场等地面附属物迁
移难题，张锋带队多次到镇里协商，确定
了1处集中养殖区和6处微型公墓区。

2021年11月6日，周六，张锋率先
垂范，带头将自家大田里的 5 个祖坟
迁到统一规划的墓地里。村干部张开
志、在外地工作的党员张建民、村党总
支副书记张永彬紧随其后。

党员干部带头，村民们没有了异
议。仅一个月时间，1800余座坟墓迁
移结束。与此同时，村里还结合畜禽养
殖规范治理，争取并给予每个养殖场2
万元搬迁补助，协助迁到集中养殖区。

农村改革要始终坚持土地公有制
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
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看不准的先不要
着急动，看得准的要大胆干起来。庙
前村是后者，尊重了基层创造，强化了
试点先行，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今年6月21日，省委书记郑栅洁
在淮北市委办公室、市委政研室起草
的改革案例上作出批示，对我市探索

“一村一块田”改革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典型经验给予高度肯定。

未来可期

八月的田野，绿油油的，一望无
际。一人高的玉米长势喜人。村民李
丙书流转的土地位于村部西侧，临近
进村东西主干道。每逢外村人来此考

察学习，村干部都要指着他家的那块
田，详细讲解土地改革带给村民实打
实的好处。

“上一季小麦亩产600公斤，按每
公斤3.04元粮食价格计算，14.75万公
斤小麦共44.84 万元，刨除成本，净赚
10多万。这不，玉米收获后还能有一
笔收入。”李丙书笑着说。

61岁的李丙书是本村人，打小跟
着老辈人下地干农活，虽是初中文化，
但喜好研究农具。从起初耕种自家的
11.1亩地，到2005年购买农机半机械
化作业，再到2014年承包200亩地，他
都走在前头。

除了体力劳作外，最令人头疼的是
一家子的耕地“七零八落”，总亩数乍听
起来不少，但分散在多个地方，最小的几
分地，既不方便耕种，又租不上价。如果
再处在河沟马路边等土质不好的位置，
平常年收成本就不好，一旦遇到水旱灾
害，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多年来，因为
相邻地沟界划分，“谁占便宜谁吃亏”也
是村民矛盾的焦点，着实让人闹心。

村里“一户多块田”变为“一村一
块田”、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示范园建
设后，李丙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小面
积耕种与现代农业之间的差距不是一
星半点儿。科学集约化生产是时代大
势所趋、农业发展所需。

在村干部的鼓励支持下，李丙书
成为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11 个承
包大户之一，接受种料供应、农技指
导、兜底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一条
龙”服务。他也是本村唯一一个流转
土地的种粮大户。245亩土地上，虽然
常规化种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但从
种到收与过去相比有了“质”的变化。

就在夏收风风火火进行时，张锋代
表全体村民，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姓
名，把村里50万公斤小麦良种交给五
铺农场托管。根据合同约定，这些小麦
良种每公斤比普通粮食价格高出0.2元
钱。李丙书家的部分夏粮也在其中，先
后协商出售两次，共计3.5万多公斤。

不大的院子，既要停农用车、放农
具，还要想着法儿留空堆粮——这是
农村寻常百姓家常见的生活场景。即
便日子越过越好，平房翻新成了楼房，
但无奈院子面积有限，收获的小麦、玉
米成堆堆在那儿，里三层外三层地裹
着塑料膜，犹如一座“黑塔”。还要隔
三差五地掀开翻晒一番，防潮防霉
变。占了空又费了心思！

“我们跟着村干部去看过农场的
粮库，条件比咱家院子强多了，通风设
备也先进。一般秋收时良种价格偏
高，今年我盘算着放到那时候再出
手。”李丙书说。

村“两委”是村民的“主心骨”，和
其他村民一样，李丙书有啥事也喜欢
到村部找村干部说说。站在村部门
口，朝南望去，一条笔直的迎宾大道向
远方延伸……这是一条通向幸福生活
之路，也是一条逐渐明晰的乡村振兴
之路！

希望的田野
王陈陈 陈万垒

“红妆绰约，簪月华而香远；白羽
轻盈，绝尘烟而韵幽。”仲夏季节，漫步
淮北市北郊的朔西湖畔，只见湖面波
光粼粼、荷叶轻轻摇曳，湖边草地上，
小朋友们在尽情玩耍、放声高歌。此
情此景，你肯定难以想象，湖光山色，
美景如画，这难道就是昔日煤灰蔽日
的煤城淮北？目力所及，更令人啧啧
称奇的是，淮北华丽“蝶变”成“美城”，
俨然一城青山半城湖！

淮北市因煤炭开采而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建市 60 多年来，累计生产原
煤11亿吨，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
大贡献。同时，也导致了土地沉陷和
资源枯竭。据统计，全市因采煤沉陷
土地41.6万亩。

近年来，淮北市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将采煤沉陷地治理作为推动转
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
实施矿山地质环境大治理大修复大保
护，着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结合现有地理特色，将市区周边
的沉陷区打造成各具特色的绿金湖、
碳谷湖、南湖、朔西湖、乾隆湖、化家湖
等六座湖泊，成为镶嵌在皖北大地上
的颗颗明珠，熠熠发光。放眼望去，如
今的淮北一年四季树木葱茏，四季鲜
花盛开，“三山环绕、多湖珠连、城在山
水中、山水在城中”的山水生态初步形
成，一座“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
十八湾”的城市格局屹立在江淮大地。
一方好山水，绿色润南黎。六湖缀其
中，宜业亦宜居。

绿金湖水清澈见底，辉映着天空
中的朵朵白云和岸边依依的垂柳，各
种难得一见的水鸟在水面轻盈地掠
过，金色的鲤鱼在水中往来游弋。绿
金湖如同一块熠熠生辉的宝玉，镶嵌
在皖北大地。绿金湖碧绿的湖水，加
上湛蓝的天空，还有美丽的岸上景色，
约上一群人，呼朋唤友，走在绿金湖的
湖畔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油
然而生。

碳谷湖水域宽阔，植物品种丰富，
层次分明，挺水植物分布在荻、蒲、芦
苇等湖滨处，浮水植物荇菜、莲、芡实
等浅水区，沉水植物分布在苦菜、眼子
菜、黑藻等深水处。盛夏时节，水光粼
粼，草木葱郁，连片的芦苇丛、荷塘，还
有一群不知名的野鸟长啸云天，不仅
是摄影爱好者的最爱，业已成为提供
休闲和游憩功能形成“L”型滨水形象
展示带。

南湖湿地公园是皖北地区规划面
积最大的水上娱乐休闲度假景区，如
同巨大的翡翠镶嵌于烈山区，簇簇芦
苇随风舞动，群群水鸟振翅高飞。她
赋予城市的已不仅仅是灵性和秀美，
也赋予了淮北市以生命与活力，环湖
路两侧空地建设的长堤映山、芦荻秋
生、缘溪泊芦、芙蕖听涛、杨林闻风、雪
松草坪、柳堤寻芳、湖韵忆淮等景点点
缀其间，移步换景中，各种绿色直逼你
的眼睛。

朔西湖位于六湖的最北端，湖水
面积约8000亩，水质达到国家二类标

准。小雨里的朔西湖风情万种，空气
清新，远处的新绿与近处的新绿格外
撩人。沿湖的大大小小湖心岛格外惹
人稀罕，小巧玲珑，皆以树为主题：有
的斜入水中，顾盼若兮；有的对影相
望，顾自怜惜；有的树冠如盖，怜香惜
玉。书院翼然，古乐琴弦之声袅袅；朔
西楼台，汉唐制式之形巍峨。游客迈
步其间，一阵清风吹过，恰似在聆听一
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娓娓述说着淮北
的悠久历史。

乾隆湖位于濉溪县老城区，是明
清石板街的南延，它通过绿廊隔离环
路与石板街相连,设计了“一心二轴六
分区”的景观结构，打造了惠黎阁、文
化水街、湖心岛，古城墙大门、明清乾
隆湖牌坊、沉水走廊、十八里长廊等单
体景观 38 个，古典与生态完美融合，
充满活力与动感的城市公园。

在民间传说中化家湖是王母娘娘
的瑶池和行宫处，如今已经成为淮北
市城市用水备用水库，三面青山环绕，
四周绿色葱茏，湖内碧波荡漾，岸边曲
径通幽。立于大坝，凝目远望，群山舒
展筋骨，生机盎然，俯视堤下，农田阡
陌成块，一派丰收在望景象，真乃是山
青、水绿、景美、鸟欢、人和。

“荷叶田田，荷花亭亭，荷塘风景
如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丽的朔
西湖之南隅，网红路西侧，百莲百荷项
目已然绽放。深改湖，浅造田，不深不
浅种藕莲，借助煤矿沉陷区治理，以

“荷”为媒，营造基地，种植了各色荷

花、睡莲，品种有红灯高照、太空莲、红
星闪耀、九品香莲、澳洲睡莲、大王莲、
碗莲等 160 多种荷花和睡莲品种，盛
花期从 6 月底开始，将自然生态与荷
花文化的深度融合，展现了乡村美、生
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面
貌。极目远眺，蓝天白云和百亩荷花

交相辉映，一幅美丽乡村景象映入眼
帘，仿佛置身于热播剧《梦华录》中的

“荷花海”，看荷花随风婀娜多姿，闻阵
阵荷香沁人心脾，近听水波潺潺，远观
亭台鳞次栉比，颇有身临其境之妙。

六湖既成，舟楫扬帆。未来的淮
北美景，将沿湖依水就势，打造成一系

列水湾空间，将城市中心湖带打造成
城市的特色窗口、生态核心、文化窗
口、活力中心。美丽的淮北，我的家
乡，将携全国文明城市、中华环境优秀
奖、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等众多“国字号”盛誉，起锚启航正当
时，逐梦前行铸辉煌。

华丽转身六湖兴 水光潋滟荷映蔚
朱慎缜

晚霞映相城。 ■ 摄影 许培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