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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秋扒乡白岩寺村党支部书记支岳生

烟区见闻

烟草扶贫

“布袋书”
就是俺致富的锦囊妙计

“烟叶书记”
“支”
起群众幸福天

郏县推广新法打顶惠烟农
□徐汝平 王自行

稳定脱贫目标。白岩寺村人均收入已由
1998 年的不足 700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9500 余元，成为全县知名的烟叶种植专
“沟深坡陡山窝窝，除了石头没人 业示范村，支岳生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踪 。 吃 了 上 顿 下 顿 愁 ，地 里 庄 稼 望 天 “烟叶书记”。
收……”这是 20 年前秋扒乡白岩寺村的
真实写照，村民们守着人均不到 2 亩的薄 实干：
田过日子，人均年收入不到 700 元，有的甚 与民同甘苦带出攻坚好班子
至不超过 200 元……如今一走进白岩寺
2018 年 9 月，支岳生当选第十五届洛
村，房屋规齐满眼绿，遍地烟农致富忙，干 阳市人大代表。他从“烟叶书记”、白岩寺
群聚力谋发展，人和景融换新颜。白岩寺 村发展的“总指挥”变成了秋扒乡的“明星
村是如何实现小村庄的
“美丽蝶变”
呢？
书记”
、群众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庞敏 文/图

2007 年在对村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改
建时，为节约资金，支岳生先做通了家人
的思想工作，从家里拿来粮食和炊具在
能干：
工地上起火做饭，省下了将近 1 万元，其
慧眼选烟叶走出发展新路子
他班子成员和党员群众看到这种情况
1997 年，35 岁的支岳生上任白岩寺 后，也纷纷义务加入修建队伍。村里的
村党支部书记，
看着村里一穷二白的现状， 事大到每项惠民工程建设，小到每个低
成宿睡不着觉。他白天地头转，夜晚写方 保户的评级定级，他都严格按照“四议两
案，通过对村土壤、阳光环境的反复研究， 公开”工作法施行，这几年村里相继实施
最终确定了最
“对路”
的产业发展项目—— 的道路建设、土地治理、安全饮水等一大
批民生工程正是按“规矩”去干，才获得
种植烟叶，
没想到却遭遇了重重阻力。
原来，1985 年村里就种过烟叶，因 了群众的信任和认可。十几年来，白岩
当时品种不对路，技术没保障，所有烟 寺村没有发生过一起非正常上访和集体
农都赔钱，有的烟农一气之下把烟叶拉 上访事件，没有发生一起重大恶性事件，
到乡政府院烧光……“一朝被蛇咬，十 在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支岳生更
年怕井绳”。支岳生顶住重重压力带头 是连续四届全部高票当选支部书记、村
整地并包了 3.5 亩烟苗筹备种植，还动 委主任，实现“一肩挑”。在每年的党员
员其他两名党员先行试种。经过精心 民主评议中满意度都超过了 95%，甚至
管护，这一年他种植的 5 亩烟叶亩产达 达到 100%。
2018 年脱贫攻坚任务繁重，村“两
800 余元，其他两名党员种植的烟叶亩
委”班子不分昼夜奋战在脱贫一线，支岳
产也在 700 元左右。
经过党员带动示范种植，大家纷纷 生主动提出每月给两名监委委员增加
加入种烟行列，效益最好的 2015 年，全 300 元工资，从他们分管的人居环境和
村烟田面积达 650 亩，烟叶收入突破 300 护林防火奖励资金中支出。待遇的提
万元大关，创税 60 万元，当年脱贫户中 高，充分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大家心
有 75%是种烟户，其中贫困户刘万营当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脱贫攻坚和乡
“班集
年烟叶收入达到了 13.5 万元，收入最低 村 振 兴 中 各 显 其 能 ，尽 心 尽 力 ，
的贫困户也在 7 万元以上，真正实现了 体”团结一心，攻坚克难能力显著提升。

支岳生（右）在烟田查看烟叶长势

巧干：

系列“接地气儿”的原创说唱类节目，唱
响了白岩寺村积极搞建设、谋发展的“精
规划谋长远带富美丽新村子
气神”。
村里有钱，
事才好办，
党员干部才有威
近年来，白岩寺村先后实施修建了
严。支岳生多方走访调研，通过申请财政 12.82公里村组道路、4000余米通户道路，
资金和自筹的方式，筹集资金近 100 万元 建起了村委办公楼、
白云剧场、
灯光球场、
标
对原闲置学校进行改造，建成了拥有16个 准化卫生室、
文化广场、
农家书屋，
安装了路
标准房间、每天可容纳30余人住宿的农家 灯，
修缮了老旧农房，
改造了农户厕所，
还相
宾馆——白云客栈，预计年收入将达 5 万 继实施了道路扩宽改造，
土地治理，
引水、
提
元以上。
“吃农家饭，
住农家楼，
游真山水”
， 水工程，
信号塔建设等一大批民生工程，
使
他瞄准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好机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
遇，积极向上级申报河南省古村庄建设项 改善，
先后被授予
“全省
‘五个好’
村党组织”
目，
以千年古刹白云寺为依托，
大力发展乡 “省级民主法治村”
“全市‘五个好’村党组
村旅游，
鼓励群众自主改造农家宾馆，
早日 织”
“新农村建设工作市级先进示范村”
“县
吃上
“旅游饭”
。
级五星级党支部”
等荣誉称号。
富了口袋也要富脑袋。在带动群众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致富增收的同时，他还组织村里的文艺 强，关键看头羊”。支岳生，一名普通的农
骨干和党员代表，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 村党支部书记，践行着他上任村干部时立
目，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 下的誓言，将“小村子”做出“大文章”，用
强党支部的凝聚力，
《土言土语说唱十九 实际行动为白岩寺村的老百姓“支”起了
大》
《干部歌》
《欢迎你嫁到俺村来》等一 一片幸福天。

平顶山市建成烟叶害虫天敌繁育中心

烟区动态

可实现生物天敌自繁自用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忠）
“你
们看这个‘臭娘儿’正在干啥啊？这家伙可是
烟草的大害虫。”一名老烟农带着疑惑向技术
人员发问。7 月 8 日，在郏县李口镇白龙庙村，
几名技术人员正在调查烟田里的小虫子，让在
地里干活的烟农好奇不已。
“ 这可不是咱们本
地说的‘臭娘儿’，他们长得像但是作用却不
同，它叫蠋蝽，是咱们平顶山市烟草公司天敌
繁育中心饲养并释放到烟田里专门吃烟青虫
的。”技术人员解释道。
据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烟叶技术中心农艺
师何晓冰介绍，今年 5 月 30 日，平顶山市烟草
公司成立了烟草天敌繁育中心。该中心的建
成，开启了平顶山市烟草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的
新局面。
平顶山市烟草公司天敌繁育中心是集烟
草有害生物搜集、鉴定、研究、繁育生物天敌和
防治于一体的综合性中心，建有蠋蝽繁育区、
食蚜蝇繁育区、瓢虫繁育区、黏虫饲养区、饲料
配备区、人工气候室、区域有害生物标本区等
一系列完善的生物天敌防治功能区。今年该
中心繁育出一批烟青虫、斜纹夜蛾天敌——蠋
蝽，并应用到核心靶标示范区内，大大减少了
烟青虫、斜纹夜蛾对烟叶为害的损失，同时减
少了用药成本和烟农劳动成本。
“ 生物天敌绿
色防控的应用和推广将有效促进平顶山市生
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扭转使用化学剧毒农药防
治病虫害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不利局面。”何
晓冰说。

漯河

“技能竞赛”
全面提升分级队伍战斗力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陈启
强）6 月 27 日至 7 月 2 日，漯河市总工会
和漯河市局（公司）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市
烟叶分级技能竞赛。此次竞赛历时七
天，以“竞技能、育人才”为主题，以赛促
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全市烟叶分级队
伍素质能力。
本次竞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针对
性强，涵盖了《烤烟》国家标准理论知识
和实物操作、上六片技术与质量控制、如
何把控烟叶等级质量、党风廉政教育以
及技能竞赛。同时，邀请了上海烟草集
团、河南中烟及全省分级领域的专家进
行了培训授课。
“烟叶工作环节多、
流程多，
任何一个
环节、流程的工作做不到位就直接或间接
影响下一个环节、流程的工作，进而影响
烟叶整体质量，必须重视每个环节、流程
的工作。此次举行的烟叶分级技能竞赛
就是要从烟叶的基础环节做起，
提升烟叶
的整体质量。”漯河市烟草专卖局主要负
责人道出了举行此次竞赛的初衷。
漯河市烟草专卖局主要负责人说，
漯河烟草发展靠烟叶。在卷烟难有显
著提升和增长空间的现实下，必须高度
重视烟叶工作，千方百计提升漯河烟叶

质量信誉，逐步恢复烟叶规模，提升漯河
烟草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当前阶段必须
突出烟叶质量。烟叶工作要坚持质量
和规模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在当前
阶段和形势下，要突出质量这个重点，必
须想方设法提高质量，在全力提升烟叶
质量信誉的基础上，外出寻找市场，逐步
带动规模增长。”
记者了解到，漯河市局（公司）和县
局（公司）均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文件制
度，对技术标准、流程、风险防控等都做
了要求。按照既定的要求，各个部门共
同发力，加强支部建设，充分调动烟叶战
线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切实提高执行意愿和执行能力。而此
次活动是现场检验奋战在一线的员工
执行技术标准素质能力的生动实践。
据悉，全市共120名参赛选手进行了
理论知识和实物操作大比拼。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临颍县分公司王利军、临颍县
分公司黄志业、城区烟叶分公司陈根伍分
获一、二、三名，
城区烟叶分公司荣获单位
优秀组织奖。按照有关规定，
获得竞赛总
成绩前3名的选手将被授予
“漯河市技术
能手”
称号，
获得竞赛第1名的选手将按程
序申报漯河市
“五一劳动奖章”。

柘城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驻洪恩乡李楼村工作队队长李清龙，经过前期市场调研和学习，根据当地盛产中药材的有利条
件，
组织本村宏江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山东日照购进大型炒茶设备一套，
从采摘鲜叶到清洗、炒制、分拣、包装，可为本村村民
提供 50 个就业岗位，为村民引出一条致富路。自今年 6 月份茶厂正式投产以来，日收购蒲公英鲜叶 10 吨，可生产成品干茶一
吨左右，
产品供不应求。图为李清龙和工人将蒲公英鲜叶送入杀青机进行初处理。牛靖华 摄

好烟叶是种出来的
7月的中原大地一片葱茏，
广袤的田野
到处散发着烟叶的芬芳。走进一望无际的
烟田，
绿油油的烟棵硕大的叶片格外喜人。
“好烟出好田，好地产好烟”。归根结
底，好烟是种出来的。
有数据显示，近几年来，社旗县种植
的烟叶颜色黄，品质优，质量上乘，深受各
卷烟工业厂家的青睐，亩产值已达 4000
多元，烟叶产业的支柱地位得到巩固，并
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让优质高效烟叶“压舱石”地位的提
高，得益于优质品种和科技的力量作保
障。专种优质烟，提高价值链，科技是支

“李老师，大热天你们这‘布袋书’送
来的太及时了，好比正瞌睡哩送来个枕
头。”7 月 8 日上午，在郏县茨芭镇齐村烟
田里，烟农齐俊锋连忙把手往工作服上
蹭了一下，从烟站副站长李汝军手里接
过书翻阅起来。
郏县农业基本以种植小麦、玉米、花
生为主，土壤施肥以氮肥为主，且使用
量逐年递增，造成土壤中基础氮量和肥
力逐年提高，加上部分烟农有追求烟叶
高产的思想，种烟时施入的化肥量超过
技术要求，造成烟叶营养较足甚至过
剩，导致烟叶不落黄，甚至有的烟株倒
挂烤不好。
为改变这种现状，郏县烟草部门确
定今年在全县烟田推行落实“盛花期高
拔节、晚打顶、高打顶、多留叶”技术，根
据烟农需求，结合当地实际，采用“致广
大烟农朋友的一封信”的形式，印制成
册分发给烟农。目前，全县每天出动
265 名技术员下乡指导烟农做好大田管
理。技术员要求烟农通过采取浇足旺
长水，使烟株充分拔节长高、叶片增多
的方式，消耗烟田土壤肥力，使烟叶营
养更均衡不黑暴，采烤时烟叶容易落黄
且易烤耐烤；叶片间的节距扩大利于烟
叶通风透光，使烤出的烟叶光泽好、油
分足、等级提高，卖个好价钱。

在实施中具体做法为：打顶时只打
掉花枝、花叶，预留叶数 26 片以上。打
顶后株高不低于 170 厘米。打顶后及时
清除下面 2~3 片土脚叶，利于田间通风
透光，减少病害。指导烟农最好利用剪
子剪掉花枝，防止人工将烟秆掰裂，使
烟茎易感染病害。打掉的烟株、烟花装
入随身携带的塑料袋或布袋，带出烟田
集中处理掉，防止污染烟田或传染病
害。第一次打顶后 10 天左右，在下两棚
烟叶适熟开始采烤时，如果烟株长势
旺，能够正常圆顶，不再进行二次打顶，
有效留叶 22~24 片；如果烟株顶部两片
烟叶不能正常开片圆顶，再将这两片叶
打掉，使烟株达到微塔形或筒形，有效
采烤数 20 片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打顶前须将烟田病
株清理彻底，并普防一次病毒病；在晴
天早晨露水干后打顶，降雨不打顶，防
止雨水淋入刚打顶的烟株感病；在顶叶
上方留 2 厘米左右主茎；操作前用肥皂
洗手，禁止在烟田吸烟；打顶后及时抹
杈，推广化学抑芽技术，但不可过量使
用抑芽剂造成浪费；采收前 20 天内禁止
使用任何抑芽剂和防病虫的农药。
茨芭村烟农韩高强今年种了 93 亩
春烟，看了技术员送来的技术书籍后，
高兴地说：
“有了这个‘布袋书’，俺好比
有了诸葛亮的‘锦囊妙计’，等我卖烟发
了财，我一定请烟站老师看场大戏。”

撑，
诠释着烟叶产业背后的科技力量，
先进
的生产技术和烟草公司这个后盾是依托。
在社旗县多年的烟叶种植实践中，该
县烟草公司，始终发挥着科技创新的驱动
作用，他们常年聘请河南农大、省烟草研
究院等地的专家、教授，作为生产技术顾
问，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生产，向烟农
培训新技术，传授新科技，引领新发展。
为生产优质好烟叶奠定了扎实基础。
与此同时，该县烟草公司每年都拿出
一部分专项生产资金，补贴烟农，免费供
应优质烟种，统一测土施肥，集中打井建
塘坝，修路建电网，改善生产条件，投巨资

烟草人观察

建设育苗大棚和改扩建标准智能烟炕，还
统一在全县免费机耕、整地、起垄，对烟农
补贴化肥、农膜、烟用机械资金，推行飞机
集中统一喷洒药物，防病治虫，成立打顶
突击队，统一打顶和运输烟叶，把生产服
务做到生产一线，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
给烟农。
正是有了科技和创新的支撑、优质服
务的力量涌动，才使社旗的烟叶生产走出
了一条产业化的特色发展之路。种植规
模化，取消分散种植，集中向大乡大村大
户转移，连片成方规模田已达到百分之
百；推广水肥一体化，建烟田地埋管网，沟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通渠连路平，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为生
产好烟提供了保障；育苗工厂化，取消劣
杂品种，统一供种统一育苗，从源头上为
生产优质烟创造条件；管理标准化，建立
科技团队，田间地头服务生产，技术人员
分包到田到户，专家现场传经，开办烟叶
技术培训，提高烟农技术本领，管理好生
产环节，让烟农轻松种好烟，增加种烟效
益；烘烤科学化，推广“三段式”科学炕烟
新技术，实行智能化电气化炕烟，拉长变
黄期，多炕优质烟。
一系列的先进技术得到推广运用，为
种好烟发挥了有效作用。
（季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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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清水秀，烟叶茁壮。国家级贫困县卢氏县官坡镇沙沟村烟农马振江，在烈日下为
烟田喷洒农药。卢氏县是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县，
目前 7 万亩烟叶长势良好，
这里的烟叶被
专家评价为“长相清秀、香气清雅、吃味醇和”，
深受各大烟厂欢迎，
如今成了山区群众脱贫
支柱产业，
年产值在 3 亿元以上，
带动 2800 余户贫困烟农脱贫致富。张海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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