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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烟叶从开始下苗到采收前，

天气一直干旱，幸亏有这打磨岗水库的

水，自压灌溉不需要用电机抽，水卡一刷，

把滴灌管子往地里的给水栓上一接就可

以浇了，一吨水才4毛钱，一亩地20多吨

水就能浇透。我种的86亩烟叶，今年浇

了三四遍水也才花了2600多块钱，以前

大水漫灌，一亩地浇一次就得百十块钱，

烟草公司每亩地还给我们补贴30块钱买

滴灌水管，比微喷省一半水，而且用微信

和支付宝随时随地都能交水费，方便又实

惠，再也不怕烟叶受旱啦！”初冬时节，内

乡县王店镇薛河村嫩绿的麦田间，不时出

现几块裸露的黄土地，种烟大户王振江告

诉记者，这些地块都是为明年种烟留的春

地，自从2017年打磨岗灌区烟草水源工

程启用以来，兼任村里用水管理员的他，

对用水的实惠与方便感受最为明显，也让

他对种好烟叶更有信心！

王振江家烟田用的水来自15公里外

的马山口镇打磨岗水库，两地自然落差有

30多米，而目前打磨岗灌区辐射最远的

余关镇堰张村，距离水库26公里，地理落

差有55米，具备管道自压灌溉的先天条

件，但打磨岗水库的蓄水量却无法满足灌

区的灌溉需求，国家烟草总公司援建内乡

县的“打磨岗灌区烟草水源工程”则从根

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该工程在与打磨

岗水库一山之隔的青山河上新建了一座

云露湖水库，设打磨岗、庵山两个水库引

水口，开凿隧洞用管道年向打磨岗水库输

水1000余万立方米，通过明渠每年向庵

山水库输水437万立方米。

2014年7月开工建设的打磨岗灌区

烟草水源工程总投资1.75亿元，其中援建

资金1.425亿元、县级资金0.325亿元。

项目由云露湖水库工程、引水隧洞工程和

灌区管道骨干工程等三部分组成。灌区

从水库枢纽到田间地头全部采用管道输

水、微喷灌溉，输水过程中降低了灌溉水

挥发损失，灌溉过程中提高了水利用效

率，具有节水、节地、节时、省钱“三节一

省”的优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显著。自2017年4月5日试通水后，已

累计向打磨岗水库和庵山水库调水2000

多万立方米。工程的建成，使灌区设计灌

溉面积由原来的5.12万亩扩大到11.78

万亩，灌溉范围扩大到马山、余关、王店、

湍东等4个乡镇32个行政村86个自然

村，受益人口近10万人。

2017年至2018年，打磨岗灌区依托

两个年度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资金300余万元，对出水口进行维修改

造，对闸阀房原有水表进行升级，加装智

能水表，并安装监控摄像头加强管理。两

年来，安装EDU智能水表150块，监控摄

像头75套。管理单位可通过信息化平台

监测管道流量，查看用户用水量，实行刷

卡取水，用水户可通过微信、支付宝远程

缴费，省去了中间环节。信息化管理统一

了用水计量和水费收取标准，建立了透明

的水费收取制度，使农民兄弟用上了“明

白水”，交了“放心钱”，广大用水户节水意

识也明显提高。

工程建成以来，先后拦截洪峰10余

次，减灾效益1000余万元。2017至2019

年，在灌区遭遇百年不遇大旱情况下，灌区

克服各种困难，科学调度，确保了灌区农作

物及人畜饮水安全。据群众反映，今年烟

叶灌溉增产效益每亩达2000多元。

11月15日，镇平县烟草专卖局与

王岗乡马岗村党支部，开展“城乡支部

手拉手，同心协力促振兴”结对帮建活

动。活动现场，县烟草专卖局不仅为马

岗村党支部送上了科技书籍等，烟叶技

术人员还与烟草种植大户结成帮扶对

子，定期上门服务。刘理政曹亦兵摄

“这是我的烟叶综合农场，占地面积

7亩。2017年，我出资22万元买下了片

土地，然后又投资50万元建设了育苗大

棚、密集烤房、分拣库房和机械库房，配置

了全套的烟叶生产机械设备和农机农

具。现在我的烟叶基本实现了集约化生

产、机械化作业、工厂化运作。”渑池县仰

韶镇阳光村村民茹海霞满脸自豪地说。

今年44岁的茹海霞个子不高，性格

豪爽，精明干练，是远近闻名的“铁娘

子”。2006年从渑池县仰韶酒厂下岗后，

她到县城做起了生意。2013年，她拿出

几年来做生意的全部积蓄，到附近的英豪

镇承包了300亩耕地，办起了烟叶农场，

由于缺乏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几十万元

的投入几乎血本无归。2014年，不服输

的茹海霞回到家乡阳光村承包了200亩

土地，从头开始办烟叶综合农场，当年同

样没挣到钱，但两年的经历更坚定了她办

烟叶综合农场的信息和决心。2015年，

她决定继续自己的梦想，却遭到了家人的

极力反对。但她不顾家人和亲戚的劝说，

到银行贷款40万元又种植了200亩烟

叶。敢想敢干、不服输的性格，让大伙儿

对这位弱女子刮目相看，这也就有了“铁

娘子”的称谓。

“这几年里吃的苦、遭的罪，那简直没

法说，要是旁人估计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茹海霞说，让她最难忘的是2014年、2015

年烟叶成熟后，由于经验不足，雇工出现了

问题，硬是眼睁睁看着一部分成熟的烟叶烂

在地里。“这一方面怪我没有经验，不知道如

何雇工干活，导致管理不过来；另一方面也

怪自己不听话，在技术落实上没有按照烟

技员的指导，导致烟叶产量质量较低。到

2016年底，我欠债已超过了50万元。”“铁

娘子”茹海霞说，“2017年初，朋友给我介

绍了一份工作，但我没有去，而是继续把全

部心思放在烟叶种植上。当年我给自己制

定了一个“三年闯关”计划，到2019年还清

所有贷款，并建成一个烟叶综合农场。”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只用了两年时间

就梦想成真。2017年她种植烟叶 180

亩，除去所有费用净赚了40万元；2018

年种植189亩，总收入71万元，纯收益45

万元。不但还清了所有贷款，而且还建设

了这个门类齐全的烟叶综合农场，带动了

附近不少村民到自己的农场打工挣钱，成

了远近闻名的种烟能手、致富能手。

茹海霞不愧是做过生意的人，头脑相

当精明。在她的农场附近，有一个香菇种

植基地和药材种植基地。茹海霞就主动联

系他们，用自己的烟叶烤房来帮助他们烘

干香菇和药材，仅此一项每年收入就在10

万元左右。另外，她还利用闲置的育苗大

棚种植玉米、大豆、蔬菜等作物，培育花椒、

核桃等苗木，每季下来都有数万元的收入。

让茹海霞更为高兴的是，今年她的农

场种植烟叶171亩，总收入达到了90万

元，纯收益近50万元。

“茹老板不仅自己致富，而且还帮助

我们村民致富，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常年在烟叶综合农场打工的阳光村村民

宋太和说，他每年收入都在3万元以上，

比在县城打工的年轻人赚得还多。在烟

叶移栽、中耕除草、成熟采收等用工高峰

期，有40余人来打工，工资每天60到80

元不等。在这里做工的村民，每年收入最

低都在1.5万元以上。

“虽然闯关成功了，但过去的教训我

不能忘。”茹海霞说，今年烟叶效益好，主

要是严格落实了烟草公司推广的各项烟

叶生产技术，不像刚种烟时自己想怎么弄

就怎么弄，出力不讨好。这其中，最让她

得意的是烟田施肥环节。每年除了烟草

公司发放的肥料套餐外，每亩烟田她还要

补充硫酸钾肥20斤，发酵的牛羊粪肥3

方，腐熟的黄豆粉30斤。

“要想多赚钱，就要舍得投入。我每

亩地有机肥的投入都在500元左右，用有

机肥养出来的烟叶有分量，有光泽，烘烤

出来不易碎，能卖好等级。”茹海霞说，“我

今年还投入了近5万元为200亩烟田铺

设了引水管道，加上烟草公司的生产补

贴、灾害保险和乡亲们的帮衬，把烟叶综

合农场办得更好我有了底气！”

本报讯（记者赵川）11月15日，第

五届大河金叶论坛在郑州举行，本届论

坛以“生态安全、绿色低碳”为主题，特

邀业内专家学者、科研单位和高校代表

200多人参加，并在烟叶绿色有机种

植、产品研发与推广方面进行了学术交

流。

烟叶生产绿色生态成为此次论坛

的焦点，“要尊重生态经济规律，生态文

明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生产实践

内容，也是新时期做好环境保护特别是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具体抓手。

我们打造有机烟叶的生产，减少化肥农

药的使用，减轻对土壤的危害。烘烤烟

叶正在推进智能烘烤，用电用气，减少

煤炭使用。”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院

长、国家烟草栽培生理生化基地主任赵

铭钦介绍。

此次论坛来自全国的19位专家，围

绕绿色生态与优质烟叶生产、有机农业

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农业与节能、助

推区域烤烟生产绿色发展、植烟土壤环

境调控与优质烟叶绿色生产、减农药减

化肥战略、有机烟草的生产标准、河南

浓香型烟叶高质量发展、烟草遗传改良

与生物技术、中国烟草基因组研究、烟

草杂种优势研究与杂交种选育、植物抗

病育种、烟草工业生物技术和烟草叶面

化学以及烟草遗传改良与生物技术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交流。大家表

示此次论坛主题鲜明、准备充分，为烟

草行业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教育工

作者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这次论坛

将为我国烟叶绿色种植规模发展、烟叶

质量的提升提供新思路，对推动现代烟

草农业的快速发展，将会起到重大的促

进作用。

“通过这次论坛，我们进一步理清

了当前烟草科技工作的发展思路，加深

了对行业和烟叶生产中热点和难点问

题的理解，提高了对优质烟叶生产技术

的认识，增强了科技意识，达到了预期

目的。”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党委书

记李平表示，在未来烟草科技的发展方

向上，要围绕“优质、生态、特色、安全”

的瓶颈问题，在关键技术方面力求突

破。

初冬时节，听说烟农任建锁14亩烟

叶卖了8.1万元,亩均单产高达5785.7

元，位居卢氏县2019年烟叶亩均单产前

列。

任建锁种烟何以取得如此成效？

为寻找答案，11月10日，我们走进了位

于卢氏县杜关镇北沟村三组的任建锁

家。

今年52岁的任建锁是个“铁杆烟

农”，种烟始于1990年。在长达30年的

种烟史中，任建锁有过失败的教训，也

有过成功的喜悦，但有一条，他特别爱

钻研，好把高精尖技术与种烟实际结合

起来，形成别具一格的“种烟经”。2019

年，在种烟时总结出的“三用三不用”，

就是他成功的“奥妙”所在。

整理垄体不用锄头用耙子

“先说这起垄，大家伙儿都是靠机

械起垄的吧?起过垄后是用锄头做二次

整理的吧？”刚一开口，在场的人中就有

人窃窃私语道：“起垄二次整理不用锄

头用啥子嘛！”

“俺起垄后二次整理用的是九齿耙

子。”

“你用耙子整理垄体，能把土拢到

一起吗？再说了，这用锄和用耙子有啥

不一样？”有人不解地问道。

“能拢到一块，起垄时多用些力气，

就能把土拢上来。至于说区别，那就大

不一样了。用锄头做垄体二次整理，土

坷垃大，垄体不实在，表面不平整。用

九齿耙子就不一样了，用耙子整理垄

体，土壤细碎，垄体实在，再用耙子把表

面一打磨，表面平整，盖上地膜不跑风

不露气，保水保墒，烟叶栽上后还苗快，

长得好。”

我们几个一思忖，任建锁说得还在

理。

烟田中耕不用锄头用镢头

“俺这14亩烟叶栽上后，第一遍中

耕，俺是靠镢头一下子一下子刨出来

的。”

听任建锁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唏

嘘不已。有人问道：“这用锄头锄，与用

镢头刨有啥不一样？”

“有一年，俺有二亩地实在干不动

了，就用锄头锄了一遍，结果这二亩烟

叶长得明显没有其他地块好。”任建锁

顿了顿说道，“目前大家都用‘小白龙’

中耕，用‘小白龙’中耕是快了点，但

是，‘小白龙’刮得是表皮，有点雨水顺

着表皮流走了，渗不下去，保不住墒。

而用镢头刨上一尺多深，不仅增加了

活土层利于烟根往下扎，而且一旦有

雨，利于雨水下渗保水保墒。俺们这

里容易发生伏旱，保水保墒很重要

的。”

我们几个一思忖，任建锁说得真在

理。

烟田施肥不用感觉用秤称

“俺种烟这 30年，养成了一个好

习惯，记笔记。从1990年开始种烟起

到现在整整记了3本。每年种了几亩

烟，每块地用了啥肥料，复合肥多少，

粗肥多少，饼肥多少，磷钾肥多少，炕

了多少烟，卖了多少钱，都记得一清二

楚。”

听说任建锁种烟还记笔记，大家

七嘴八舌地议论道：“人家干活真仔

细！”

“这种烟收获的是叶子，氮肥是长

个开片的，烟叶质量好不好，取决于磷

钾肥。每块地咋施肥，氮、磷、钾咋配

比，不能凭感觉，要根据上年烟叶长势、

产量情况，计算施肥量，用秤称一下各

种肥料的用量，做到看地施肥，就是同

一块地，在施肥时也要区别对待，地肥

的地方少点，地薄的地方多点，既保证

烟叶生长旺盛，又不至于成熟期不落

黄。”

任建锁的一席话使在场的人都啧

啧称奇，人家任建锁亩产值高是有说

道儿的，看来这种烟光凭经验是不行

了，不仅要相信科学，还得要用心用

力。

近日，笔者走访方城县杨集镇付庄

村，只见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水泥路延伸至

每家每户门口。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

金平说：“我一辈子都在村里生活，说实

话，以前俺村一米水泥路也没有，一到下

雨天，路面真正成了‘水泥路’。现在俺村

的路修好了，房前屋后全是水泥路，看看

多干净，村里人都满意得很！”提到自己的

帮扶责任人孙岩，王金平满脸堆笑，伸出

大拇指说：“党的政策好，又有这么负责的

帮扶干部，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70后”孙岩是方城县烟草专卖局的

一名女干部，到杨集镇付庄村开展扶贫帮

扶以来，她激情满怀，一丝不苟，进村入户

详细了解贫困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

收入渠道、民生诉求等，想方设法为贫困

户办好事、解难题，完善所帮扶的每一户

贫困户的档卡资料，积极宣传、落实各级

精准扶贫政策，帮助贫困户打扫室内室外

环境卫生。同时，通过将符合条件的贫困

户纳入公益岗位、引导加入光荣合作社、

实施到户增收项目、转移就业等途径，稳

定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60 多岁的贫困户秦长合，听力残

疾，是村里出了名的“说话难”，很难与

人交流到一起，家庭没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孙岩多次到他家中走访，与他拉家

常、谈心交流、嘘寒问暖，并为他讲解扶

贫政策，鼓励他坚定脱贫信心。在孙岩

和村脱贫责任组的协调帮助下，秦长合

享受到了多项行业政策和增收政策，改

善了生产生活条件，精神面貌也焕然一

新。

“扶贫一定要从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

着手，调动起来他们的脱贫积极性，提高

群众的创业致富能力，才能真正让他们实

现脱贫。”孙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

一名烟草行业帮扶责任人的风采。

用上“明白水”交的“放心钱”

内乡万亩烟田实现自助灌溉
作为河南省唯一一个全部采用管道自压灌溉的中型灌区，打磨岗灌区是内乡县重要的粮食生产、烟叶种植和畜牧养殖基地。

灌区节水灌溉面积覆盖率达98%，斗口及以上灌溉用水计量率达100%，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接近0.8。2018年，打磨岗灌区荣
膺“水效领跑者”称号，是河南唯一，也是全国八个获此称号的灌区之一。

□本报记者曹怡然

种烟故事茹海霞 办烟叶农场的“铁娘子”
□李建平

镇平县

支部手拉手
结对促振兴

烟草扶贫

孙岩 扶贫路上倾真情

第五届大河金叶论坛召开

聚焦烟叶生产绿色生态

任建锁种烟“三用三不用”

□张栋察

□李根栓 叶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