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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飞草长的季节，思念爬满高高
的山崖，蜿蜒曲折的石板路，残遗祖先
远去的背影，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走向
山那边还是山的尽头，深深浅浅的脚
窝里，种满了蓝色的相思。泉水边鲜
艳的蝴蝶兰，迎风飘忽地尽情绽放，吐
露阵阵淡雅的馨香，天空飘满奇异的
芬芳，站在绿草茵茵的花冢前，双手轻
轻拨弄忧伤的琴弦，晶莹剔透的泪珠，
洒成满天的扉雨。

太阳出来喜洋洋，照亮山坡上的
红杜鹃，殷红的花朵争奇斗艳，杜鹃鸟
从蓝天上飞过，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站在花絮纷飞的枝头上，凝望远方痴
情啼血，流淌着红色的骚动，天空一片
彩霞满天。古老的村庄升起紫色的炊
烟，如诗如画的景致里，牧童骑在牛背
上，吹响悠扬的竹笛，绕山环水的清脆
嘹亮，飞过千山万水响彻云霄，寻回故
乡未圆的梦幻。

田野里的油菜花，迎风飘扬地盛
开，满山遍野的飘逸馨香，层层叠叠的
一片金黄，从田坝里的山脚下，铺向高
耸入云的山巅，似一条金光闪闪的康
庄大道，通往梦幻般天堂的天梯。勤
劳的蜜蜂从远方飞来，嗡嗡的翩跹起
舞和歌唱，在金灿灿的花丛中穿梭，飞
去又飞回的采撷甘甜的花露，酝酿甜
蜜的幸福生活，追逐春风荡漾的纸鸢，
放飞着故乡的梦想。

小溪潺潺流向远方，溅起朵朵洁
白的浪花，唱着过去古老的歌谣，兰花
草随风飘荡，长长的根须伸进溪水里，
久远的故事清澈见底，水底下的鹅卵
石，镶满透明的天空，绚丽的水鸟站在
礁石上，注视自由自在游弋的鱼群，茂
密的水草随波逐流，落花流水地远去，
翩翩起舞的彩蝶，吮吸甜蜜的花汁，蝴
蝶飞花飞满天，如虹的多情女人，浮现
云彩的影子。

河岸边青翠的杨柳枝，飘逸着绿
色的青春向往，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
泛起阵阵绚丽的涟漪，涌向离离原上
草，一岁一枯荣的彼岸，故乡刻骨铭心
的名字，在清水里静静地流淌。一条
小路通向远方，走进永恒的记忆里，佳
人撑开漂亮的油纸伞，纤纤细步走在
心坎上，回忆美好的往事，在风风雨雨
中荡漾，深情地凝望着远方，双眼祈盼
游子旅途的归期。

纤细的雨丝从天而降，连接着天
地的边缘，细雨淅淅沥沥的轻柔飘渺，
淋湿了高原亘古不变的传说，洒满山
清水秀的故园，滋润风景如画的苍茫
大地，绿草如茵长满山岗，原野里的禾
苗茁壮成长。勤劳善良的山里人，辛
勤地耕耘着这片多情的土地，面朝黄
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风流本是高原
人，自强不息的永恒。

淡淡的雾霭笼罩荒野，始终无法
揭开历史的面纱，朦朦胧胧的意境里，
有一双脚印涂满血泥，回家的路只有
一条，回家的时候别忘了，采一束鲜花
捧在手心上。燕子飞过故乡低矮的屋
檐，成双成对的低吟浅唱，天真烂漫的
孩子们欢乐嘻戏，欢声笑语地茁壮成
长，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传来阵阵朗朗
的读书声，述说家事国事天下事，声声
入耳的亲切响亮。

墓园里松柏挺拔，古木参天苍
凉，雾霭缠绵山水间，飘忽英雄的魂
魄，青山处处埋忠骨，风化了的鲜红
墓碑上，熟悉的名字依然如昨，凝固
成共和国的脊梁。亲爱的父老乡
亲，在水一方深情地眷恋，眼眸里充
满了水晶的透明，眼角的泪花摇摇
欲坠，打湿单薄的衣襟，祈祷爱的供
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祝福祖国繁
荣富强。

采茶季节
□尚国栋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鸟
语花香。

在这春风和煦、百花竞开、好鸟啼
鸣的季节里，新茶萌芽发叶，摘采春茶
的极佳时节到来了。

采摘茶叶是女性的特长，因为女人
手柔，她们那灵巧的细手不损嫩叶——
她们秀长的手指接触到嫩芽的瞬间，迅
速掐断芽苔，小心地放置到竹篮里，确
保了茶叶的质量。男人手粗，更适合奔
走在茶园收集和运输茶叶，以及到车间
里挥汗如雨地焙炒茶叶、晾晒茶叶。

明媚的阳光静静洒在山坡碧绿的
茶园里，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采
茶的女人分散在茶垄里，形成一道靓丽
的风景，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观望。

她们穿着鲜艳的衣服，提着竹篮，
穿梭在碧绿的茶园里，两手贴着青翠的
茶叶蓬，巧手上下翻飞，像捡米，似弹
琴，翠嫩的叶芽在手指间舞蹈后被轻轻
放进身旁的竹篮。露水打湿了年轻女
子的着装，使得其婀娜的身姿也像那新
发的芽茶一样娇柔可爱。

采茶女人一边采茶，一边亲切地说
笑：说生产，论生活，拉家常，诉衷情，叙
私情。说到会心处，笑得前仰后翻，甚
至于追逐戏打，乐不可支。直到收集和
运输茶叶的男人到来，她们才停止了打
闹说笑。

对唱山歌，聊天“吹壳子”，让采摘
茶叶更开心。

一个男人老远看见半坡茶园里晃
动着的女人身影，抢先开腔唱道：“收茶
来到山坡脚，看妹藏在茶园中。唱首山
歌把路探，有心对歌开口说。”

采茶女人回应：“收茶哥哥到坡脚，
老眼望你晃悠悠。陡陡坡坡徐徐上，小
心滑倒摔断脚。”

于是，精彩的一唱一应开始了：
“陡陡坡坡徐徐上，小妹话音我听

出。我来茶坡找小妹，希望面对唱山歌。”
“胡言乱语勿要说，哥哥说话要

当真。有心对歌你先唱，唱到天黑你
就输。”

“唱到天黑不算输，月亮出来照
山坡。我是男人怕哪样，担心小妹做
不到。”

“歌声唱到心坎上，牛郎织女怕
哪样。只要不是负心汉，陪你一生也
不怕。”

唱 至 精 彩 处 ，有 人 喝 彩 ：“ 呜
呼！——”

众人也跟着起哄：“呜呼！——”
不拘一格、“见子打子”、现编现唱

的山歌召来众多的年轻男女。山坡茶
园里聚集起人群；茶园变成了对唱山歌
的比赛场。

歌声悦耳，排解寂寞，驱散疲劳。
唱者唱出了心声，自得其乐；听者品出
味道，陶醉其中。

歌声撩动人心。
傍晚时分，汇集围拢到茶园的男女

青年们依依不舍地散去，坚持到最后的
唱歌者与听歌人也因饥肠辘辘却借故
说“天黑了咱们撤离喽”。于是，女人走
前，男人跟后，边走边唱，走下茶坡，朝
着村寨走去。此情此景，可谓一路高
歌，一路欢笑。

吃过晚饭，收有茶叶的人家，男人
生火，炒茶；女人揉搓，晾晒，包装。将
制成的新茶——尤其是“明前茶”（清明
节前采摘制作的新茶），泡上一杯，嘬上
一口，细细品尝，惬意顿生，疲乏消散。
而房间里氤氲升腾，芳香弥漫。

采茶的故事继续演绎。村外的路
上，采茶的人们络绎而出，歌声、口哨
声、逗笑声此起彼伏，向着那茶山荡漾
而去……

（接上期）

塘约之约，须臾不忘的为民情怀
塘约改革是让分散的资源聚集化、

模糊的产权清晰化、集体的资产市场化，
再造双层经营“统”的功能，探索推进农
民由“分”到更高层次的“合”，壮大了村
级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强了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对

“双层经营”体制的一次成功尝试。当代
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老师到访塘约村后
深受震撼，5次深入塘约采访，写成报告
文学《塘约道路》。

2017年3月21日清晨，刚被一阵春
雨淋湿过的塘约村，显得格外的清新，邱
家屯上的桃花怒放着一股热情的气息。
一辆淡黄色中巴一大早开进了塘约村，
村庄寂静，像刚睡醒的样子。时任贵州
省委书记的陈敏尔从车上走下，伸手向
左文学握手。左文学一宿未眠，很早就
盼望这一天的到来。陈敏尔听了左文学
的汇报，深情地对左文学说:“在未来三
至五年内，你能否做到村集体经济达到
5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2万元，农
民收入、村集体经济翻一番，你有没有信
心？”左文学肯定地说：“有党的领导，有
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的关心和支持，
我能做到。”这是省委书记和村党总支书
记的“塘约之约”。

2017年4月16日“塘约经验”写进贵
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全省推广“塘
约经验”。

“塘约之约”既是大书记与小书记的
“翻番之约”，也是村班子与村民的小康
之约，是村党总支与村民的良风美俗之
约。无论是什么约定，左文学知道，其实
都是与村民的全面小康之约。

为了这个约定，塘约村在坚持和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深化农
村产权制度改草，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资产、资本，对全村土地经营权、林
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和农
村集体财产权等“七权”进行登记备案、
确权颁证、评估认定，通过产业和股份把
农业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民的利益
联结起来，让分散的资源聚集化、模糊的
产权清晰化、集体的资产市场化，走出一
条西部贫困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
革新路。

追求梦想，离不开正确的方向。团
结奋斗，更需要引领的力量。塘约村党
总支推行“强弱联合”“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推动多要素联动，着力“带动”
农民，而不是“代替”农民；“融入”农民，
而不是“挤出”农民，把改革的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塘约人因此对
自己的路子有更加的自信。

无论是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还是
乡镇党委委员，以及塘约村的其他班子
成员，一批批一茬茬的优秀基层党员干
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风，展现出念
兹在兹、须臾不忘的为民情怀，引领发挥
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作用。

据时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吴先齐
说：“塘约改革，正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召开，也是平坝‘三农’工作面临转型
发展最为特殊的时期。农村劳动力空心
化，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农业产业碎片
化问题十分突出，不仅影响全县社会经
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引起各级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

塘约率先启动“七权”同确，为全县
农村改革产权制度先行探路。实践证
明：塘约的改革是成功的，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省、市政策研究部门和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密切跟踪，客观把握，实
事求是地提出了推广塘约改革的建议。

为了这份约定，做好土地“七权”改
革这篇文章，做到规划先行，产业支撑，
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共同富裕，在党的
领导下，走好塘约道路。

点土成金，唤醒“沉睡的资本”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塘约改革，

土地流转是关键。
在塘约村，实施“七权”同确，就是

对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
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
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和农村集体
财产权进行精准确权。塘约村的森林
覆盖率达到76.4％，山林确权后，2000
多亩林地计划发展林下养鸡，养殖200
万羽生态鸡。集体建设的小水利工程
确权后，合作社打算筹建无污染的山泉
水厂，主要解决妇女就业。合作社还将
建设集中圈养的现代养猪场，配建大型
化粪池，并配套施用有机肥的600亩蔬
菜基地。经过近5年的发展，合作社覆
盖了全村约 90％的农户，“七权”同确
后集中土地4200多亩，发展规模种植
有了基础。

2016年，山东省寿光市龙耀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塘约村，为村里无
偿提供了700万元的帮扶资金，并以技术
折合470万元入股塘约村的农业产业园
建设。目前，这个占地400多亩的农业产
业园已初具规模。新建成的育苗中心
区、高科技展示区、采摘体验区和示范种
植高产区，每年可产生近600万元的经济
效益。

土地流转、规模化集中经营,把土地
从千家万户单打独斗的生产方式转变为
连片开发。村两委作出土地流转的决策
后，明确由村原文书曹友明负责抓这项工
作。曹友明回忆：“当时村两委让我负责
这项工作，压力很大。当时受灾、很多农
户生活都很困难，都觉得要抱团发展，但
抱团发展绝不是一句空话，要有一个载
体，就是成立合作社，先搞了70亩田种莲
藕，在流转土地时，给农户算了一个账，定
了一个价。一亩田、一年收入折一千斤稻
谷、扣除种子、肥料、劳动力成本，得出一
个基本价：田700元/亩、地500元/亩、坡
耕地300元/亩。丈量土地时，我们组成三
人小组，农户参与、一匹尺一匹尺测量，基
本做到面积清、折算清。丈量出来，把测
算结果告知农户，直到农户满意，签字划
押认可。当时全村丈量了2000多亩，没
有一户扯皮的。农户不怕穷、就怕不公。
我们三个人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土地流
转任务，群众很配合，也让我们感动。”

总结“塘约模式”,不难发现,其中的
重点是土地确权；亮点在于“创新”。第
一个“创新”,升级了村级土地流转中心
的功能,这个中心不仅仅只是村里土地
的“转包站”,而成为土地确权登记机
构。确权后,这些土地有了“身份证”,农
民吃下“定心丸”。第二个“创新”，土地
入股,入股后塘约村合作社“股民”的收
入方式发生了变化，由“流转收入+工资
收入=土地收入”,变成了“股份分成+工
资收入=土地收入”。土地流转、规模化
集中经营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土地收益,
增加农民收入。塘约村通过村民自发组
织村级土地流转中心,完成了全村60%
以上土地的确权登记。尝试开展以土地
入股合作社盘活土地效益,促进村民增
收。趁着天晴,村民王庆光开始在翻好
的土地上种韭菜,不远处,在他家的另一
块地里,四名妇女背着喷雾器正在喷洒
农药。69岁的王庆光有一亩多地,尽管
面积不大,但对于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
来说,在田间劳作还是显得有些吃力。

“那块地入股到合作社了,种什么，
施什么肥,都是合作社安排,我不用管。”
王庆光笑眯眯地说，“从来没听说过拿自
家土地来入股的,村里开会第一次提这
个事的时候,我觉得不大能理解。”在一
年多以前,王庆光对土地入股不怎么感
兴趣，但随着村干部一步步的做工作,王
庆光的想法渐渐变了。“丈量的时候请村
民到场,每块土地的大小、形状、位置都
在档案清楚的注明,村民摁手印确认。”
他说。

左文学介绍，在丈量土地的同时,村
两委还成立了以村干部、寨老、村民代表
为成员的评估小组,对村里的每一块确
权土地进行评估，主要是评估土地的品
质,有的土质好,有的肥力薄,不同的土
地作物的产出量完全不同,从每亩700—
300元不等予以分级。随后,60多亩优
质耕地,按照每亩的价格折算为股份,入
股合作社。

对王庆光来说,入股意味着没有每
亩700元流转费的保底收入,但他依然同
意。“我的0.7亩优等地按每亩700元算
的,这就是我的股份,只要我愿意,合作
社优先安排我务工,每天70元的工资,到
年底,我还可以拿到这块地利润的60%
作为分红。你说,我能不愿意吗？”王庆
光和其他村民入股合作社的60亩土地
中,有15亩土地已经种上了蔬菜,他们计
划种植三季蔬菜,保守估算,每亩利润在
1200至1500元,按照合作社2:2:6的比
例,王庆光能拿到利润60%也就是约630
元的分红,如果他一年打工60天,王庆光
入股合作社的收入就能达到5000元左
右。六成利润作为分红给了村民,那剩
下的4成利润,合作社是如何使用的呢?

“2成是村集体资金,也是合作社来年发
展的后续资金,2成是合作社的管理经费
和技术人员的工资。”左文学说。目前,
全村3600多亩耕地中有约2000亩已经
完成了丈量,70多户村民的60多亩耕地
首批入股合作社。

左文学介绍,“土地入股有两大好
处，一是解决了年老农民的就业问题。
目前全村有936户,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
务工,土地入股后,需要200至300名村
民干活,我们会尽量选择无法外出就业
的50至60岁的老人；二是为合作社开展
机械化连片种植打下基础。”左文学指着
正在修建的机耕道,“过去占了哪家的土
地修机耕道,不闹个几场是修不成的,谁
愿意把肥力好的田地拿出来呢,入股后,
土地都能分红,修机耕道打掉田埂平整
土地,村民们都没有意见,合作社就能考
虑开展中型农业机械采耕播,土地利润
产出更高。”

漫步在塘约一幢幢白墙红顶的农家
小楼间，处处都能感受到欣欣向荣的新
气象。塘约党建广场、塘约书屋、京东电
商点和金融服务中心是给人印象深刻的
地方，没想到这个贵州农村的山村小院，
村民不仅爱好读书学习，也在积极利用
电商平台架起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塘约
村的土地资源被盘活了，村民真正成为
了村集体经济的主体，大家参与村合作
社的发展建设更积极。全村在2016年就
实现了脱贫，村民们尝到了改革带来的
甜头。 （待续）

福盈大坝
黔中宝地漫白云，
金果花开大坝村。
兴业探寻先富路，
抱团重启幸福门。
乔迁别墅家家喜，
争讲文明个个亲。
雨后霓虹天际现，
前程似锦拥核心。

春满塘约
昨夜锤镰巳报春，
村民欢聚仰核心。
抱团发展千家利，
合股联营万象新。
红九条规扬正气，
数十举措断穷根。
洋房别墅频频起，
一扫当年酸楚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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