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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滚，一个“80后”小学校长，17

年如一日扎根镇平县伏牛山区，用他单

薄的肩膀扛起大山的希望：他先后教过

500多名孩子，培养出16名大学生。

多年的乡村教学工作，练就了他一

身技能：掂起勺子能做饭，拿起针线能

缝纫，桌椅坏了他来修，校舍破了他来

补……他曾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

国师德标兵、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就在前几天，又增添了一枚金光闪闪的

“国字号”荣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9月3日，记者翻越尖顶山，来到镇

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远远看到鲜艳

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树百年报国志

做世纪栋梁才”几个烫金大字泛着光，孩

子们琅琅读书声回荡山谷……

他甘愿做一名山区教师

黑虎庙村是镇平县北部深山区的

一个行政村，属于高丘镇。从地图上看，

这里距离县城70多公里，距离不算太

远。但海拔1600多米的尖顶山，却将黑

虎庙人与外面的世界生生隔开了。老辈

人说“上八里、下八里，还有一个尖顶山；

羊肠道、悬崖多，一不小心见阎罗。”

黑虎庙村1300多人，下辖13个自然

村，零星分布在方圆十几公里的带状山坳

里。学校虽说在村里的中间位置，但住

得远的学生步行要3小时才能到。一座

破旧的两层教学楼，一栋两层的宿舍，三

间平房，就是这个学校的全部家当。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过上好日子，

是山里人世世代代的梦想、心心念念的

追求。要想刨除穷根，改变命运，必须从

教育开始。

2001年8月，开学在即，学校却因

为缺教师，开不开门，急得老校长吴龙奇

心里火烧火燎。绞尽脑汁，吴龙奇脑海

里突然蹦出一个人——自己教过的学生

张玉滚，7月份刚从南阳第二师范学校

毕业。“这可是个正儿八经的师范生呢。”

他高兴得直拍大腿。

在外上了三年学，老实巴交的张玉

滚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出去闯一闯，好歹

干个啥，也比窝在大山里受穷强。那时

候，张玉滚正准备南下打工淘金。

耐不住老校长三番五次软磨硬泡，

张玉滚跟着吴龙奇走进自己当年上课的

教室，映入眼帘的依然是“破桌子，破水

泥台子，里面坐着十来个土孩子”。

看着孩子们清澈无邪、渴望知识的

眼睛，那不正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吗？

难道就因为没有老师，让他们小小年纪

失学吗？张玉滚鼻子一酸。

“老师，啥也不说了，我不走了。”就

这样，21岁的张玉滚一言九鼎，成了一

名每月拿30元钱补助，年底再分100斤

粮食的民办教师。

他没让一个孩子失学

在张玉滚住的宿舍里，记者见到一

根磨得溜光的扁担，两米长，黝黑发

亮。黑虎庙小学的老教师说，这根扁担

不寻常，老校长吴龙奇挑了它几十年。

后来，老校长挑不动了，张玉滚接着

挑。可以说，这根扁担就是黑虎庙小学

历史的见证。

▶下转第二版

8月30日，在襄城县王洛镇闫寨烟叶

示范区内的3000亩烟田里，烟叶采摘已

经接近尾声，每株烟只留上部的4～6片

烟叶，像一个个待字闺中的少女，亭亭玉

立，只待9月10日前后完全成熟后上炕

开烤。当天上午，烟田地头人头攒动，众

人从个头到“颜值”正对这些烟株评头论

足。原来，是中国烟叶公司副总经理刘建

利，带领河南“上六片”浓香型烟叶推介会

观摩团一行百余人，对这里的优质“上六

片”烟叶进行现场观摩。

此次河南“上六片”浓香型烟叶品牌

推介会，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邀请了来自

浙江中烟、上海烟草集团、江苏中烟、云南

中烟、湖北中烟、贵州中烟、四川中烟、湖

南中烟、河南中烟等16家工业企业和郑

州烟草研究院、河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

烟草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与全省12个产

烟区主管烟叶的负责人等，先后到“烟叶

王国”襄城县的河南中烟“上六片”高端原

料定制化生产示范区现场观摩烟叶长势，

到禹州市小吕乡参观烟叶定制化生产、机

械化烘烤工场以及烟站，鉴评“上六片”样

品，共同探讨交流河南“上六片”烟叶十年

来的开发成果。

河南“上六片”烟叶为什么吸引了16

家工业企业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现场观

摩？“她”究竟具有怎样的魅力呢？说来话

长。

朱尊权院士与河南“上六片”

在我国，上部烟叶约占整株烟叶的

1/3以上，在不断优化下部烟叶的情况

下，其产量已占到烟叶总产量的50%以

上。长期以来，我国上部烟叶存在叶片

厚、组织结构紧密、内在化学成分不协调、

刺激性大、杂气重等缺点，工业企业不喜

欢，上部烟叶严重滞销，造成烟农收益降

低。而在国外，卷烟配方中使用最好的恰

恰是上部烟。

为解决豫中烟区上部烟叶品质欠佳、

可用性不高、收益率较低的问题，早在

2009年，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烟草

研究院名誉院长朱尊权就提出了“提高上

部烟叶可用性及在大品牌应用的技术研

究”这一重大课题，在河南省首创了“上六

片”烟叶一次性成熟采烤技术。

在朱院士的主持下，河南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根据河南自然区位以及传统种

植优势，率先就该研究成果在许昌、平顶

山、三门峡等烟区进行技术验证，并针对

其关键技术与管理难题，以许昌为突破

口，进一步组织实施课题攻关。历经反复

试验，通过改善生产技术、改进上部烟叶

采收标准和方法，成功建立了“上六片”技

术标准体系，上部叶可用于一、二类卷烟

比例也逐步提高到60%左右，上部叶变成

了“上等烟”，突破了上部叶不能作为高档

卷烟原料的认识瓶颈。

以河南“上六片”为代表的优质特色

上部烟叶开发水平也由此开始突飞猛进：

2011 年安排示范面积 4 万亩 4 万担，

2012 年收购 11.7 万担，2013年规模开

发5.8万担，2014年7.9万担，2015年5万

担……2018年又安排了8万担。

揭开河南“上六片”的神秘面纱

不是每片烟叶都能凝萃出那一抹馥

郁的“豫浓香”。

俗话说：姜是老的辣，烟是熟的香。

“上六片”虽然“貌不惊人”，甚至烟叶表面

长出了“老年斑”，但是其成熟度足，烤后

烟叶香气足。“她”生长在接受阳光雨露最

充分的黄金部位，拥有浓香型烟叶的“纯

正血统”，光照、温度、土壤、水分都恰到好

处，香气浓郁，吃味醇厚，配伍性强，是高

档卷烟配方不可或缺的“骨干”原料，是烟

农增收致富的“金叶子”，是烟区发展振兴

的“突破口”，是带动整个河南烟草实现中

原崛起的“星星之火”。

每年春季的4月20日之前，河南“上

六片”烟叶就完成了膜下小苗移栽，每亩

种植950～1000株。历经一个夏季的大

田生长，在9月10日前后就可成熟采摘。

从培养健壮植株到留叶、采收、烘烤、

分拣、收购、调拨，每株“上六片”都要遵循

一套严格的生产技术标准。

比如采收标准，根据当时气候条件、

烟叶营养状况，在上部4～6片烟叶正常

成熟的基础上，再延长10天左右，使顶叶

达到以黄为主，主脉全白发亮和侧脉的大

部分（2/3以上）发白，茎叶角度接近直角，

叶片弯曲呈弓形，叶面皱缩，叶面黄色成

熟斑明显，允许部分烟叶出现叶尖叶边枯

焦现象，整株烟叶一次性采收。

再比如分拣标准，“上六片”烟叶成熟

度较高，叶片结构表现出疏松状态，叶面

皱叠，颗粒多，多为橘黄色至深橘黄，有明

显的成熟斑，部分烟叶伴有赤星病斑，允

许有焦尖焦边，大部分烟叶闻香突出。

正是以工业需求为导向，从农户、地

块的选择，到田间管理、打顶留叶、成熟采

烤，全面做到“人盯人”“人盯地”“人盯

炕”，“上六片”因此成了河南烟叶一张闪

亮的名片，出现了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

河南中烟公司明确表示，“上六片”数量缺

口较大，能生产多少就调多少。在这次推

介会上，浙江中烟公司副总经理娄晓平也

表示，将与豫西烟区开展工商协同，积极

参与以“上六片”为代表的中高端原料定

向开发和定制化生产。

河南推广“上六片”恰逢其时

“上六片”是一代烟草大师朱尊权院

士的经典之作，推广“上六片”不仅提升了

上部叶的成熟度，改善了烟叶质量，更重

要的是通过示范带动，将全省烟叶生产水

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也是我省深化

烟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烟叶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受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行业控

规模守红线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省烟叶

生产规模出现了连续下滑的不利局面，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适逢全国卷烟结构优化升级、对浓香

型烟叶需求量增加这一历史机遇，我省以

“上六片”高端原料开发为龙头，以浓香型

优质原料定制化生产为方向，狠抓烟区市

场布局、狠抓核心竞争力提升、狠抓生产

模式变革，将全面带动全省烟叶整体生产

和管理水平提升，全面提高我省浓香型烟

叶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

“召集这次河南‘上六片’浓香型烟叶

品牌推介会，邀请来自全国16家中烟公

司的原料、技术部门的负责人来到许昌，

就是要让大家实地看看，什么才是中国浓

香型特色好烟叶！”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

司）副总经理王泽宗说。他表示，将进一

步强化工商协同，积极推动以“上六片”为

代表的中高端原料定向开发和定制化生

产，努力推动我省原料供给由向低中端主

体供应向中高端主体供应转变，并紧紧抓

住烟叶种好、养好、采好、烤好、分好、收

好、调好等关键环节，推动烟叶发展由规

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提升我省烟

叶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孙雅琳

丰收原本指的就是粮食丰收，即粟

类的颖果和薯类的茎块，即便到了今

天，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仍不可小觑。

“种粮不如种菜，种菜不如种瓜，种

瓜不如种花！”这是当今流传的一个说

法，它从经济收益的角度给粮、菜、瓜、

花排了队。从一亩地或者一个家庭的

农业收益来说，这个说法没错，能提高

家庭收益。但放到国家这个层面上来

讲，瓜菜不能代粮，鲜花难以充饥，真正

能果腹者，还是主粮。

瓜果飘香，蟹肥菊黄，这些特色农

业理应纳入中国农民丰收节来庆贺；但

那些成熟的玉米棒子，埋在地下的花

生、红薯以及秋分过后即将播种的小麦

更该成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角。

等用金元宝都换不来馒头的时候

再说粮食生产就晚了。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9月4日，汤

阴县精忠飞防大队组织了远征新疆作业

动员会，6名飞手将出发到新疆石河子、

哈密等地进行飞防作业，预计飞防棉花

脱叶剂两万亩，人均收入可达两万元。

安阳市税务局北关分局干部、驻汤

阴县伏道镇后攸昙村第一书记常鑫，去

年11月驻村以来，组织了一个汤阴县精

忠飞防大队，购置了10架无人机，培训

了21名飞手开展航空植保，到今年8月

底，已经在汤阴县、商水县以及黑龙江鸡

西市等地开展飞防10.85万亩，作业费

收入74.1万元。常鑫说：“飞防工作市

场潜力很大，下一步我们将扩大飞手队

伍，让更多农民增收，也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9月4日，在襄城县

湛北乡北姚村，农民在

展示收获的高粱。今年

以来，该乡积极探索扶

贫新路径，加快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实施“生态

种植工程”，鼓励和引导

贫困户发展小杂粮种

植。目前，“生态种植工

程”已覆盖全乡10多个

村庄365户，种植面积

达3200亩。古国凡摄

重视粮食生产
□本报评论员宋朝 襄城

高粱映红
农民笑脸

扛起大山的希望
——记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

□本报记者曹国宏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毛
生）9月2日，在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曹

镇乡焦庄村的高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300亩桃园里，欢声笑语不断，三五成群

的市民在摘桃、游玩。

2014年，湛河区高科果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在河南农业大学果树专家的指导

下，种植春蜜等桃树品种十多个4万余

棵。各品种桃子成熟期依次错开，从5

月下旬到9月底4个多月时间里，都有

鲜桃成熟。

今年年初，该合作社在平顶山市首

家推出“桃树认养”活动，根据顾客认养

桃树多少，每棵每年认养价格从98元

到 128元不等，桃树所结果实全部归

认养人所有。合作社保证每棵桃树结

果15公斤以上，如果不足15公斤，合

作社给予补足。认养期间，认养人可

在认养牌上为认养的桃树命名、写寄

语。认养人可随时到桃园赏花、游玩、

查看桃树的生长情况。认养人若不能

按时对桃树进行管理，合作社则无条

件代为管理。

该合作社负责人杨春松说，桃树认

养既能拓宽桃子销售渠道，还能吸引市

民向乡村投资。据测算，今年的桃树认

养活动能让合作社增收50万元。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化
远）9月4日，记者从正阳县获悉，中国

地理标志产品正阳花生，如期登录天津

渤海商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BOCE）

旗下的国内商品直供网。至此，正阳人

民政府创建以花生产业为主导的P2C

产业电商运营中心——正阳渤海花生

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上市试运营。

日前，合作双方签署了《P2C综合

产业电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BOCE

携手河南正阳共建线上花生电商平台

P2C产业电商模式。

平顶山市湛河区这家专业合作社推出“桃树认养”活动

春天赏鲜花 9月品鲜桃
正阳花生登录
国内商品直供网

河南“上六片”浓香型烟叶绽芳华
本报讯（记者刘勰）9月4日，中央

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与河南省委第一次

工作对接会在郑州召开。督导组组长盛

茂林主持会议并通报省级层面督导工作

情况，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代

表省委作表态讲话。任正晓、孔昌生、舒

庆、徐光、胡道才、顾雪飞出席会议。

盛茂林在讲话中肯定了河南前段

工作成绩，并从政治站位、依法严惩、综

合治理、深挖彻查、组织建设、组织领导

等六个方面通报了发现的问题，提出了

整改建议。他强调，认识要再提高，坚决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压实主

体责任，层层抓好落实；宣传要再深入，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群众，密切

联系群众，畅通举报渠道；扫除要再精

准，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严格

依法办案；彻查要再发力，进一步加大深

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关系网”“保护伞”

的力度；综治要再加强，加大协同配合，

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党建要

再夯实，下大气力抓实基层组织建设，加

大对软弱涣散党支部的整顿力度，切实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筑牢防黑防恶

堤坝。

喻红秋表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两个

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

督导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增强做好问

题整改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要明确任

务强化措施，对照职责，建立台账，加强

跟踪问效，压实工作责任，坚决把问题整

改到位。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投入

更大力量，采取更有力措施，在责任落实

上再强化，宣传发动上再深入，打击整治

上再突破，深挖“保护伞”上再发力，推动

专项斗争取得新胜利。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与河南省委
第一次工作对接会在郑州召开
盛茂林主持并通报督导工作情况
喻红秋作表态讲话

汤阴飞防队远征新疆作业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圆桌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习近平主持通过北京宣言和北京
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