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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人风采

叶县烟草分公司叶邑烟站质量主检罗军丽

烟农满意 咱的工作才有价值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田秀忠

去年 9 月份，全县烟叶收购工作全面
铺开，烟农一大早就来到了烟叶收购点等
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却总能让人 待交售。为了不耽误收购工作，罗军丽每
赞不绝口；她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却用 天早上 7 点就做好了收购前的各项准备。
实际行动诉说自我；她没有高大伟岸的身
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收烟棚内温度
姿，却撑起了烟叶收购线上的公平和正 高达到 38℃，罗军丽一站就是一天。这
义。她长期扎根烟叶生产第一线，分级工 一天下来，她不停地与烟农沟通，指导分
作一干就是 20 多年，在平凡岗位上演绎 级工分级，有时候一天都不喝一口水，嗓
着坚守和奉献。
子经常是哑的。
她就是叶县烟草分公司叶邑烟叶工
“军丽，这么热的天，不喝水可不行
作站质量主检罗军丽。
啊！”站长刘宏远看着在收购线上一直忙
碌的罗军丽，关切地递上了一瓶水。
收购期间一站就是一天
“刘站长，喝水多得去厕所，万一我离
2018 年 8 月，47 岁的罗军丽被“委以 开的时候分拣工把握不好等级标准，出了
重任”，担任叶邑烟叶工作站质量主检。 岔子，烟叶不合格，我可不放心！”面对站
叶邑烟站是叶县烟草分公司生产收购任 长的关心，罗军丽道出了原委。
务最大的烟站，服务范围涉及叶邑、辛店、
舍小家为大家
保安三个乡（镇），承担着全县三分之一的
收购任务，收购期间平均每天收购烤烟
罗军丽的丈夫是一名长途客车司机，
1.5 万公斤。质量主检的主要任务是面对 经常不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任务就落
烟农、评判烟叶等级。谁都知道，分级工 在了她一个人身上。由于收购工作时间
作涉及烟农利益，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纠 紧、任务重，罗军丽经常早出晚归，根本没
纷，看似光鲜的工作，其实并不好干。面 有时间照顾家庭。儿子年幼时发高烧导
对这样一份“出力不讨好”的差使，罗军丽 致智力有缺陷，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她只
却笑着说：
“领导的安排就是对我的信任， 能把孩子交给母亲和弟弟照看。在同事
咱得好好干……”
眼里，罗军丽是一名“舍小家，为大家”的

好同志，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我多
么想两头兼顾，但是，收购真的太忙了！”
连续一个多月的高强度工作，经常吃
不好，睡不好，压力大。去年 10 月 11 日
上午，罗军丽突然晕倒在收购线旁。同事
们把她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她血压偏
低，脑供血不足，需要住院半个月观察治
疗。家人和同事都很担心，单位领导也劝
她暂时休息。罗军丽却说：
“不要紧，我的
身体我心里有数，能坚持得住。现在收购
正忙，站上缺人手，我又是主检，关键时候
不能因为我影响站里的工作！”就这样，她
一直坚守到收购结束。

烟农们都可相信她
作为质量主检，罗军丽尽心尽力做好
本职工作。既对烟农负责，时刻维护烟农
利益；又严把烟叶质量关，不让国家利益
受损。
烟叶收购期间，个别烟农不满意定级
情况，强行“要级”，罗军丽就反复做思想
工作，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争取烟农
的支持和理解；有人想请她吃饭，让她做
个“顺水人情”，她婉言拒绝；还有人帮着
带话，希望她能“照顾一下”，她都耐心解
释，争取理解。

很快，罗军丽的铁面无私在烟农中传
开了。
“烟农们辛苦了大半年就等着盼着卖
烟有个好收成，
他们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但
是只有坚持原则才能保障烟叶收购质量，
定级规范了，才能公平、公正收购，最终维
护的还是烟农的利益。”罗军丽解释道。
“罗主检人可好，虽然定级严了点，但
她对谁都一视同仁、公平公正，俺烟农们
都可相信她。”说起罗军丽，烟农高有才竖
起了大拇指。
其实，不光烟叶收购，自落实烟叶面
积开始，到耕地起垄施肥、烟叶移栽、大田
管理、采收烘烤等各个环节，罗军丽一年
到头都在忙。从育苗工场到烘烤工场，从
田间地头到农户家里，都洒下过她的汗
水。站长刘宏远深有感触地说：
“军丽作
为一名老大姐、老同志，工作一直认真负
责。她为人低调、踏实能干，深受烟农好
评，有时候就连男同胞们都自愧不如。”
听了这话，罗军丽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都是我的正常工作，烟农满意了，咱的
工作才有价值嘛。”
一株烟牵动一颗心，一片叶汇集一份
情。心系烟农、不言苦累，罗军丽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烟草人的责任与担当。

烟区动态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部署烟站专项巡察
打造良好政治生态
本报讯 （记者孙雅琳）日前，河南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召开全省系统烟
站专项巡察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传
达行业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推进会暨国
家局党组第三轮巡视工作动员会精神，
对全省系统全面开展烟站专项巡察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
据了解，全面开展烟站专项巡察是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助力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
题力度的实际行动，是关心爱护基层
干部职工、打造烟站良好政治生态的
重要举措，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解决烟站存在突出问题、打牢基层管
理基础、推动烟叶高质量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专项
巡察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政治巡
察，重点围绕合同管理、烟叶生产投入
补贴、烟叶收购、烟站管理、合作社建
设等内容开展巡察，着力深挖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落实、烟站系统性廉洁风
险防治以及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
腐败”问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压力传
导到基层。
会议要求，烟叶产区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端正态度，提高认识，
切实扛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积极支
持配合巡察组工作，确保专项巡察顺利
开展、取得实效。要高度重视、严肃对
待巡察反馈的问题和意见，从讲政治的
高度做好巡察整改工作。

烟区见闻

郏县

春耕保育正当时

3 月 8 日，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栽培室韩会阁博士(中)在郏县 12 个种烟乡(镇)
50 个点开展土壤样品的采集工作，重点包括绿肥掩青样地的调查，用于了解郏县土壤养
分含量，
对郏县土壤养分平衡的维持和优质烟叶的生产提出合理化建议，
为烟农增收出谋
划策。徐汝平 王自行 摄

□徐汝平 王自行

持续对烟农开展专题技术培训和政策、
价格宣传，全力调动职工及烟农的积极
“黑麦草、油菜、大麦等绿肥掩青时 性，为高端原料开发营造了良好的氛
要进行旋耕打碎，翻压深埋，确保绿肥充 围。二是认真落实计划。按照上级下
分腐烂分解……”3 月 8 日，在郏县茨芭 达的计划，结合该县各乡镇实际，科学
镇上海烟草集团特色基地单元内，来自 安排。三是强化组织管理。出台了领
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栽培室的韩会 导小组、实施方案和奖惩考核办法等一
阁博士，对县、乡烟草技术人员进行了土 系列文件，明确了各级人员的责任，落
壤保育、绿肥掩青等关键技术现场指导。 实了“双挂”措施，建立了党组成员、科
去年，
“山儿西烟”主产县郏县加大 长、站长、副站长示范田，实行了二级考
烟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大力推广 核制，建立了工商协作机制，为高档原
应用“浓香特色烟叶高端原料开发技术 料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四是落
体系研究与应用技术方案”，创新生产管 实关键技术。突出抓好“四抓”
“ 二延
理方式，强化关键技术集成应用，全面推 长”。
“四抓”即抓育苗、抓施肥、抓移栽、
广土壤保育，强化过程监控，实施质量追 抓平顶，
“ 二延长”即延长采收时间，延
溯，实行“直线调拨，两级接收”，圆满完 长烘烤时间。
成了年度收购任务，品质特色得到工业
在 关 键 技 术 落 实 上 ，抓 好 烟 叶 育
企业肯定。上海烟草集团连续 5 年对特 苗。实行了技术员包棚制，落实了基质
色基地单元烟叶调拨价上浮 30%，云南 过筛腐熟、精量播种、剪叶、控水炼苗等
中烟、四川中烟等工业公司也与郏县合 技术措施，确保了育苗质量。
作意向明显，郏县烟区市场竞争力持续
据统计，目前，全县共发展育苗专业
增强。
户 29 户，育苗 405 棚，可拱移栽面积 7
今年，该县为了提升浓香型烟叶风 万余亩，全部实现了专业化商品化育
格特色，更加有效地满足工业对浓香型 苗。冬灌面积达 2351 亩，绿肥掩青面积
原料的迫切需求，重点抓好土壤保育措 达 5051 亩。深耕烟田 5.46 万亩，按照
施，落实了烟田深冬耕、冬灌、绿肥掩青 “控氮、增碳、稳磷、增钾、禁氯、配施中微
等关键技术，在生产上主要采取了四项 量元素肥料”的施肥原则，为烟农开出施
措施。一是营造良好氛围。通过积极与 肥配方 695 个，为大田起垄打下了良好
政府沟通协调，加强职工市场形势学习， 的基础。

社旗县

“烟菜轮作”
亩收入 8660 元
□赵兰奇 景卓

3 月 11 日，在嵩县九皋镇郭沟村，村民对冬前深翻的烟田进行整地起垄。据九皋镇党委书记王建卿介绍，该镇今年共发展烟田
3000 余亩，
3 月 20 日前要全部起垄到位，
为烟苗移栽做好准备。王丙丙 周国强 摄

卢氏县“千人百机”
备春耕
本报讯 阳春三月，大地回暖。连
日来，卢氏县日出劳力近千人、机械近百
台，普及推广种烟技术，开展春耕备栽工
作。
“大宣讲”凝聚心智。该县依据省市
烟草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并结合县域
实际，制定了有助于推动烟叶高质量发
展的“一优两转”工作落实机制，通过典
型烟农种烟经验“大宣讲”，找寻并传播
推动烟叶高质量发展路径方法，达成烟
叶长种久富的发展共识。

“大培训”传经送宝。按照县培师
资、乡培骨干、村培烟农的“金字塔”型技
术培训模式，组织县乡技术骨干逐乡镇
开办烟叶种植技术培训班，将有助于推
进烟叶“一优两转”工作落实措施，向乡
村主抓烟叶生产的干部、村组技术员和
广大烟农传输，达到村村都有技术员、组
组都有“土专家”的目标。
“大督察”推进工作。一方面组织
人员下沉一线，发放烟叶种植技术明
白纸，督察“烟叶生产工作意见”
“ 烟叶

生产技术推广应用要点”落实。另一
方面，积极做好春季烟叶生产化肥、农
药、地膜等物资的后勤保障工作，保证
春耕生产物资的充足供应，确保不误
农时。
截至目前，该县已组织大宣讲 17 场
次，培训烟农 6048 人次，悬挂条幅 126
条，全县烟叶春耕备栽工作“攻坚战”已
全面打响，烟叶大棚育苗、春季烟田整地
起垄、烟叶移栽物资购进发放等工作正
按部就班如期推进中。
（叶新波）

收入 4260 元。而他把 63 亩的梅菜全部
腌制成咸菜，一般一公斤腌制出 0.5 公
“这两年，杨岭森把种植的梅菜腌制 斤，每亩梅菜能腌制出来 2500 公斤咸
成咸菜出售，比直接卖梅菜收入多几 菜，按每公斤 2.4 元的价格出售，除去
倍。代表们回去后，
把这
‘经’
传给自己村 340 元成本，每亩烟叶加咸菜的纯收入
里的植烟户……”
3月7日，
社旗县朱集镇 共 8660 元，是不加工卖出的 2 倍多。
人大主席吴文生在参加镇里组织的人大代
“长期的烟叶种植会导致烟苗枯萎
表视察全镇脱贫攻坚“暖春行动”时说。 甚至死去，直接影响烟叶产量和质量，
原来，该镇牛庄村烟农杨岭森去年 “烟菜轮作”不仅能增加收入，而且还能
种植“云烟 87”63 亩，亩均产 200 公斤， 调茬，降低烟苗死亡率，真是一箭双雕
每公斤均价 30 元，除去化肥、土地流转 啊！”尝到蔬菜加工甜头的杨岭森认为。
费、农药和雇工等 3000 元，亩均纯收入
据了解，杨岭森在“烟叶+蔬菜+腌
3000 元。9 月上旬，烟柴拔掉后，施用 制”期间，平时需 14 名雇工，其中贫困户
25 公斤硫酸钾、10 公斤尿素，用旋耕机 8 名，他们一天少的收入 60 元，多的 120
深旋后栽上梅菜，45～50 天后收摘，亩 元。
“ 俺老妈快 90 岁了，整天卧床不起，
均产 5000 公斤。如果按每公斤 0.32 元 一天三顿需我给她喂饭，我在这儿干活
的市场价卖掉，除去化肥、农药、种子和 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工钱也不比他们少
雇工等 340 元，每亩纯收入 1260 元，加 一分。”谈起在杨岭森这里干活儿，贫困
上每亩烟叶亩纯收入的 3000 元，每亩纯 户张需俊脸上满是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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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旗县 烟农备齐
“嫁妆”
迎娶
“娃娃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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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增加烟农收入，柘城县烟草局（分
公司）指导烟农利用轮作烟田种植药材、
蔬菜等经济作物，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取
得良好成效。图为 3 月 12 日，
在柘城县起
台镇烟农张江华的轮作烟田里，工人们正
在采收丹参。牛靖华 摄

本报讯 3 月 12 日，社旗县苗店镇 种烟面积，并实行烟农种烟必先申请，把 互利，这既让烟农种烟吃下定心丸，也为
周庄村 60 多岁的老烟农周付庆，带着厚 从育苗源头堵住扩大种烟面积作为重点， 育苗工场解决了烟苗销路的后顾之忧。
礼——“农药嫁妆”到石塔寺村育苗工 由育苗工场统一培育壮苗，
烟农不得私自
目前,该县烟地起垄己基本结束，各
场，去迎娶“娃娃亲”——烟苗，并亲自在 培育烟苗, 制定了烟农与育苗工场签订烟 项春耕生产物资全部准备就绪，只等烟
育苗棚内为自己所订的烟苗喷药剪叶， 苗
“娃娃亲”
的制度，
凡没有在育苗工场订 苗 4 月中下旬落地移栽。据统计，目前
为筹备大田烟叶移栽作准备。
“娃娃亲”的农户，育苗工场不得私自供 全县有 200 多户烟农正严阵以待，筹备
今年，
社旗县严格按照省市烟草公司 苗。烟农订下
“娃娃亲”
后，
可直接参与苗 “嫁妆”，随时准备到育苗工场迎娶“娃娃
稳定烟叶生产规模的要求，
严控盲目扩大 期管理，与育苗工场共同管理烟苗，互惠 亲”。
（季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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