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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读 者
“现代烟草农业”每周五刊发我省各烟叶产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烟叶生产的相关资讯，内容涵盖政
策权威发布、烟叶生产技术、烟区动态、种烟故事、烟
草扶贫、烟草人观察等，受到烟农广泛欢迎。如果您
在烟区有所见闻，请您踊跃投稿，消息、通讯、图片皆
可，体裁不拘，来稿请发邮箱：ncbxdyc@126.com。

烟区动态

7月17日，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

员来到杨家集乡沔阳郭村委闫庄村，为烟农们正在

开烤的烟炕检查维护用电设备，宣传安全用电常识，

确保炕烟用电安全有序供应，为烟农烤烟用电免除

后顾之忧。

泌阳县

为烤烟用电免除后顾之忧科技服务队 现场开良方社旗

烟区见闻

商水县练集镇

烟草人观察

管理跟得上 烟叶肥且壮

留守妇女烟田采“金叶”

▶7 月 18 日，郏县烟草公司技

术人员在王集乡董村烟田测算烟叶

长势。近期，郏县对烟田重浇旺长

水，以水调肥，以肥促长，促而不过，

提倡单株管理，协调群体和个体发

展，达到了“上看一斩齐，行间一条

缝”优质丰产的要求，为确保烟叶丰

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王自行徐汝平摄

▲7 月 18 日，洛阳市园林局驻

汝阳县柏树乡枣林村第一书记齐远

平（右）在8组贫困户赵社会（中）的

烟田了解今年烟叶长势。汝阳县柏

树乡枣林村有1098户4348口人，贫

困户有267户1029人。枣林村是当

地的种植大村。齐远平因势利导，

依靠乡烟站和村烟叶技术员，在引

导部分贫困户种烟的同时，还鼓励

其他贫困户到种烟大户烟田打工，

加快了贫困户的脱贫致富步伐。

康红军 摄

“各站点请注意：刚才气象局

发来了气象信息，今天未来3小

时内，我县各乡镇降雨量将达

100毫米以上,同时局地伴有冰

雹等强对流天气，南山及洛河沿

岸各烟区也将会有一次暴雨过

程，请大家及时与炮台联系，做好

应急准备，一旦接到指令，迅即实

施防雹减灾作业。”

7月15日，卢氏县烟草分公

司“金叶家园”微信群发布了防雹

减灾预警信息。信息发布后几分

钟内，该县烟叶工作站(点)负责人

纷纷回复信息，称他们所在乡镇的

防雹增雨炮点全员职守，乡镇主管

领导也已经赶往炮台坐镇指挥。

这是发生在卢氏县烟叶生产

防雹减灾一线的一个普通场景。

6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整个“防雹

减灾季”，这样的场景会时常发

生，尽管有时会虚惊一场，但谁也

不敢掉以轻心。

烟叶是卢氏县重点支柱产

业，在繁荣县域经济和实施精准

脱贫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每年的烟叶成长季，经常会受

到干旱及雹灾的侵袭，给烟叶生

产带来不小损失。为此，该县高

度重视烟叶生产的防雹减灾及人

工增雨工作，先后设立了10余个

固定炮台和流动作业点，招募近

百名“炮手”,严阵以待值守炮位，

气象、人武、产烟乡镇等部门积极

主动做好配合，随时发布气象信

息、请求防雹及增雨弹发布指令，

保证捕捉到最佳战机，适时进行

人工防雹增雨作业，力争把损失

降到最低。

据悉，今年该县已对近百名

“炮手”及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

训，烟叶防雹减灾工作大幕已在

全县拉开。

泌阳县是全国铜山优质烟生

产基地县、河南省烟叶生产十强

县之一，是“金铜山”烟叶的发源

地，所生产的“金铜山”烟叶色泽

鲜润，味道独特，其品质可与巴

西、津巴布韦国际名烟媲美，已成

为全省四大名烟之一。近几年，

为适应当地烟叶产业发展，响应

国家环保政策，改善烟农炕烟条

件，泌阳县新建节能环保堆积式

热泵电烤烟烤房600座。为将这

项“民心工程”抓实抓好，确保烟

农烤烟生产的电力可靠供应，泌

阳公司及时组织人员对烟叶种植

区高低压线路、配电设施进行维

护检修，保障线路、设备健康运

行。根据电烤房分布情况，合理规

划线路走向，组织精锐力量，加快

相关配套电力设施建设，及时完成

烤烟房的用电接入工作，共新建

10千伏线路1.7千米，新增专用变

压器9台，合计总容量4780千伏

安，确保所有施工项目在烟叶采摘

前保质保量带电投运。

同时，该公司为烤烟用电开

通了“绿色通道”，简化一切手续

以最短的时间为广大烟农通电,

并加大对烤烟用户用电的现场宣

传力度，深入到烤烟房、烟农家，

面对面、手把手传授科学、安全用

电和节约用电知识，遇供电线路

故障及时组织人员全力抢修，主

动为烟农提供个性化服务，解决

用电难题，助农增收。

通过近几年的观察发现：一是在烟叶烘

烤过程中，紧挨烤房热进风口上的底棚烟叶、

中棚烟叶变黄总是比其他位置要慢；二是热

进风口处观察窗所挂的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

一般比大门口的温度要低；三是热进风口处

的烟叶特别容易挂灰；四是即使兜上防掉网，

烟叶也特别容易掉杆，导致掉在防掉网的烟

叶存在挂灰；五是靠近后排风口烟杆总在停

火后有未过杆现象（烟筋未干）或者烟叶因含

水量过大导致顶棚烂把子现象。

出现以上情况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热风口

风速过大和风速不匀所造成的，具体可归结为

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热风口进风速度过

快，导致底棚第一档烟叶掉落；二是底棚热风

口处烟叶装杆过紧，导致热风全部进入烤房

内，通过大门内回风向上排湿或回风，后排湿

窗基本未用，导致后排湿窗处有低温区，因此

出现未过杆的现象，或者烟叶含水量过大排湿

窗面积过小，顶棚出现烂把子现象（因烤房内

每100杆烟需要排气口面积为0.149～0.179

平方米），而一般只用门上的辅排湿口，后面主

排湿口未用，所以排湿面积不够。

针对以上的原因，解决办法主要是通过

充分利用主排湿口排湿分风来解决分风和风

速的问题，具体的做法其实很简单：一是将一

块板砖横向固定在顶棚挂烟架上，三个挂烟

架必须同时使用；二是装烟时底棚必须两边

装烟，烟杆密度间距相等；三是将空心砖均匀

放入热进风口处进行分风，使风速均匀（此方

法已在几年前证实有效）。

通过以上试验，充分利用主排湿窗进行

排湿和分风，可基本解决下棚烟叶掉杆、后观

察窗处挂灰和顶棚烟因水分过大烂把子和未

过杆的现象。

7月16日，雨过天晴，襄城县山头店镇

胡岗村农民正在烟田掰烟杈、平烟头。“烟叶

王国”襄城县今年种烟10万亩，为确保烟叶

优质丰产，该县烟草部门组织农药、化肥、农

机加强烟叶前期、中期管理。由于管理科

学，全县烟叶长势喜人。 古文东摄

本报讯 在商水县练集镇刘坡村有一

支特别的队伍——烟叶采摘队，这个队伍

规模不大，主要由留守妇女组成。她们在

采烟季穿梭于练集镇的几个村庄，忙碌于

烟叶间，每天天未亮就起床，纷纷汇集于雇

主家的烟田开始采摘烟叶，等到采摘好的

烟叶全部绑好上烤房时，一天的忙碌才算

真正结束。

“现在村里没有多少闲人，很多人都种

烟，一到采烟季，很难雇来采烟叶人。现在

好了，有了这支采烟队，只要提前打电话预

定，协商好采烟时间、地点和价格，第二天，

她们就会准时出现在烟田里。”练集镇工商

联会长武恒说，这支采烟队成立之初只有5

人，由村里的镇人大代表刘丽牵头，目前成

员已经发展到12人。别看只有12个留守

妇女，她们在练集镇的知名度很高，不但采

烟、出烟、捡烟叶，其他的农活儿，比如插秧、

施肥、打药等，样样都能干。只要需要，她

们就会出现，不仅帮助村民解决了劳动力

不足的问题，还增加了额外收入。

（闫治凯）

本报讯 时下，在社旗县东部8个植烟

乡镇的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有一支义务

为烟田把脉管理、诊治虫情病害、传播科技

知识的烟叶生产夏管科技服务队。他们走

进烟田，深入生产一线，活跃在烟叶生长的

角角落落，被广大烟农戏称为“烟田管理的

敌后武工队”。

为了增加烟农的种烟效益，提高烟农的

生产水平，在今年烟叶移栽到大田之后，社

旗县烟草公司组建了一支由20多名技术人

员参加的“烟田夏管科技服务队”，实行分片

包村、划田块到人，联系帮扶奖惩，定职定

责，为烟农服务。

科技服务队员白天顶烈日、冒酷暑,深

入责任区内的田间地头，一方面察看烟叶

生产管理，把脉烟株长势和疫情变化，另一

方面开展烟蚜茧蜂防治和科学管理，指导

烟农推广田间放蜂、防烟蚜虫农药残留等

先进技术，还利用晚上给烟农举办生产技

术培训，为烟农传授生产管理、病虫害防

治、打顶抹杈、浇水追肥、采收烘烤等相关

知识。

同时，科技服务队员还向烟农公布了自

己的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让广大烟农遇到

技术难题能随时呼叫，他们会立即上门服

务，现场为烟农开具良方、答疑解难。

据粗略统计，入夏以来，这支科技服务

队已为烟农举办技术培训50多期，先后为烟

农解答科学管理、施肥、打顶、采收、防病毒

病发生和开具用药方法等相关生产难题100

多个，有效保证了烟叶生产的稳步发展。

（季丰成）

7月18日，嵩县九店郭沟村烟农正在烟

田忙碌着，给烟叶喷施农药防治病虫害发

生，提高烟叶产量质量，增加种烟效益。

王少毅周国强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韩学军任

黎明）7月14日，记者从汝州市工商局了解

到，由该市工商部门牵头，烟草、公安部门配

合的烟草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正式启动，通过

对烟草生产环节、烟草流通销售环节的治

理，达到制假售假基本根治、烟草市场规范

有序、工作机制有效建立的目标。

按照《河南省烟草市场综合整治实施方

案》的要求，汝州市将在8月底之前，开展集

中清理专项行动，重点对省际边界市场、农

村市场、城乡接合部、新建开发区、机场车站

码头、繁华商业区等六类区域，和宾馆、酒

店、网吧、酒吧、娱乐场所等五类场所进行治

理。严厉查处无证照经营烟草专卖的行为，

严厉查处以邮寄、托运、夹带等方式非法运

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严厉查处非法印制、

仓储、运输、销售假冒卷烟商标标识的行为，

严厉查处明摆暗卖走私卷烟的行为，严厉查

处销售非正规渠道卷烟的行为，严厉查处利

用“抓烟机”违法销售卷烟的行为。

目前，汝州市工商局联合烟草等部门，

对六类区域、五类场所和六种行为进行摸底

调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识假辨假常识，

共出动执法车辆50余台次、人员200余人

次，检查烟草销售点、超市和经营户300多

家。小屯工商所、望嵩路工商所和煤山工商

所等，主动联系当地的烟草稽查队，对朝川

街、207国道沿线以及城区重点区域、场所进

行拉网式排查，为下一步的集中清理打下良

好的基础。

板砖在烟叶烘烤过程中的妙用
□李文保

襄城县

烟田施农药 防治病虫害
嵩县

汝州 重点治理农村烟草市场

卢氏县

培训近百名“炮手”
应对防雹减灾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超文/图

□叶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