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草漂浮育苗棚上一般盖“两网一

膜”——遮阳网、尼龙网和薄膜，虽然都盖

在棚上，但三者的作用各不同。棚膜主要

用于调控棚内温湿度，遮阳网主要用于调

控光照，尼龙网主要用于防虫。“两网一

膜”在使用上着重掌握以下要点。

开关膜控温湿度

棚膜在全育期使用。棚内温度过

高，揭膜通风降温。反之，棚内温度过

低，关闭棚膜保温。大十字前，以保温

为主，棚内温度控制在30℃以内，低于

15℃及时保温，防低温冻苗。大十字

后，将棚内温度控制在35℃以内，防高

温烧苗。

烟苗生长对棚内湿度的要求前高后

低，播种到齐苗控制在85％左右，小十字

期控制在75％左右，大十字期以后保持

55％～65％。棚内湿度偏低时，关闭棚

膜，提高湿度。棚内湿度偏高时，揭膜通

风，降低湿度。

揭盖遮阳网控光照

用遮阳网调节棚内光照，以营造适宜

烟苗生长的条件。一般在大十字期前使

用遮阳网，大十字期后不再使用遮阳网。

晴天早上10点以前不盖遮阳网以增强光

合作用，10点后覆盖遮阳网防强光伤烟

苗，下午4点拉开遮阳网让阳光直射小棚

增加光照，太阳落山后覆盖遮阳网保温。

阴雨天不盖遮阳网。

盖尼龙网防虫入棚

全育苗期覆盖40目尼龙网，防止害

虫进入棚内。在装盘、定苗、剪叶、施药、

施肥等操作时要随时保持尼龙网覆盖，尽

量采取隔离措施，避免棚、盘、苗裸露在

外。如果由于管理不当产生蚜虫和潜叶

蝇的危害，采用200g/L吡虫啉可溶液剂

5000倍液、7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6000

倍液进行防治。 （黄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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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灌送来“及时雨”郏县冬灌正当时

▶近日，卢氏县范里镇南苏村11组烟

农王新亭在加工过年粉条，4户乡邻前来

给他帮忙助阵。今年王新亭加工1800斤

粉条供应春节市场，有望获得2万余元的

毛收入。 武玉英摄

◀为进一步提升烟用

设施利用率，更好地助力烟

农增收致富，柘城县烟草局

（分公司）指导烟农轮作烟

田种植药材、蔬菜等经济类

作物，实现烟叶生产提质增

效，拓宽了烟农的增收渠

道。图为1月3日，柘城县

起台镇烟农张国军的炕房

前，工人们正在将炕干后的

丹参装袋，等待客商收

购。 牛靖华摄

▼日前，灵宝市朱阳镇透山村秸秆加

工设备经过调试，已开始收集烟杆进行加

工粉碎。透山村是该镇烟叶生产大村，种

烟面积2100余亩。长期以来，大量烟秆堆

放问题困绕着农村环境整治和秸秆禁烧工

作。为实现烟秆问题综合治理，该村在镇

党委、镇政府引导支持下，自筹资金10余

万元，采购秸秆加工设备，安排专人负责烟

秆回收、加工粉碎和装车调运工作。烟秆

回收粉碎后，运往灵宝市朝阳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制作有机肥，减轻了清理村道、

门前堆放秸秆的任务，切实实现了村庄净

化、废物利用。 陈越 李增孝摄

“快来看，老天爷下雨了。”一条喷水

带像一条巨龙在天空飘过，1月4日在郏

县堂街镇士东村烟方里，一台大型喷灌机

正在工作，路过的烟农在看稀罕。

“冬灌喷灌机只要开始浇地就不能停

下来，停下来会把喷灌机冻坏。”据郏县农

机合作社理事长刘红伟介绍，利用冬灌喷

灌机喷灌，一是工作效率高，一个小时可以

喷灌1.5亩左右。二是出水量均匀，能够控

制每亩地的灌水量，不会造成水源浪费。

正在烟叶大方查看喷灌质量的烟农

王孟军说：“这是烟草公司给我们送来的

‘及时雨’，上月刚开始就派出大型农耕机

免费机耕，现在又给我们免费喷灌，这下

地下害虫又被冻死了一大截，2020年又

是一个好年景。现在人都金贵了，大冬天

每天150元都找不到人给你浇地，公司派

来这喷灌机，喷过水的土坷垃酥得跟‘梨’

样，走上去像踩上棉花垛，刚才我一下没

走好，陷下一只脚……”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烟制品吸食安

全性要求越来越高，而有限的地理环境因

素、产出比、农药施用对烟叶生产安全性

提出了挑战，生态安全、绿色种烟成为目

前烟草行业的首要任务。

郏县烟草分公司生产科植保技术员

胡自刚说：“市烟草公司特别重视土壤保

育工作，年底就安排县公司进行深耕，耕

深达到35cm，深耕后再进行冬灌。”

“绿色生态农业要从土壤改良抓起，

利用冬闲时对烟方进行深耕，可以有效促

进土壤冻融，活化养分，改善土壤物理结

构，减少病虫越冬基数。深耕后配合冬

灌，可以促进土壤有机质腐解转化，能够

起到快速活化土壤功能的作用，同时经历

了冬天的低温，可以冻死大批过冬虫卵，

有效抑制了越冬病虫数量。近几年平顶

山重视烟草绿色防控工作，构建了绿色立

体防控体系，病虫害发生情况大幅度降

低，农药使用量也大幅度减少。”平顶山市

烟草公司烟叶生产技术中心的农艺师何

晓冰说。

一个种烟季过去了，在外种烟的李合

年冒着风雪回到了村子里，怀中揣着已经

焐热的2万元钞票。那是自己的血汗钱，

也是即将发给村民们的暖心钱。

李合年，渑池县果园乡东岭村人，今

年49岁，一个憨厚直爽的汉子，更是渑池

县域闻名的种烟能手、种烟大户。

但这个种烟能手，却是在他乡的土地

上，施展着自己的种烟本领。

李合年家中原有十几亩地，常年种植

烟叶，通过辛苦劳作，又善于听从烟草公

司各项技术指导与安排，加上自己对种植

烟叶的独特理解，每年收成不错，吃穿住

行不愁，但离致富总有那么一段距离。

2013年，曾在果园乡西村烟站工作

过的职工调到了陈村乡陈村烟站，想起了

经常给他抱怨“什么时候能提升规模、挣

大钱”的李合年，便邀请他前往陈村乡一

展才华。

陈村乡种植烟叶起步晚，土地流转容

易，租金低廉，种烟条件优越。

一经撺掇，李合年毫不犹豫东拼西凑

地借了一笔钱，承包土地115亩，当年净

收入20万元。小试牛刀，他立刻坚信，种

烟致富不是梦。之后，他便逐年增加土地

流转面积，2014年 294亩，2015年 395

亩，2016年418亩，2017年383亩，2018

年、2019年504亩。2016年在公司的支

持下他成立烟叶农场，真正将烟叶当事业

来做。

李合年是个善于思考的人，大家都称

他种烟“奇人”。2015年烟叶移栽刚结束

时，他居然围着他家烟田种了一圈向日

葵。7月，当绽放的花盘落满飞虫的时候，

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借花诱虫，使

烟叶在非农药环境下正常生长发育。如今

“借花诱虫”法已在三门峡烟区得到普及，

为烟田戴上花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7年，渑池分公司安排井窖式移

栽技术推广与普及，对于新技术，李合年

将信将疑，但鉴于以往经验，他还是在近

400亩的烟田安排了50亩作为实验。当

年7月15日，狂风大作，未采用井窖式移

栽的300多亩烟田倒伏成片，一片狼藉，

而那50亩却损失很少。当年他雇人将烟

叶扶起固定，工钱就花了3万多。

第二年，不用公司宣传、督促，李合

年早早将全部烟田采用井窖式移栽，移

栽期比往年提前了一星期多，还能省出

时间种辣椒，一举几得。使用农家肥、水

肥一体化、优化结构等措施在他手中相

继发扬光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他的家庭

农场收入210万元，净利润100万元，成

了远近闻名的富翁。2019年，家庭农场

净利润再上新台阶，固定雇佣附近村子里

的村民20余人，每人年收入最少也有1万

多，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间接助力了脱

贫攻坚。

自己在异乡实现了种烟致富，不知道

家乡人过得如何？尤其是听说渑池县烟

草公司人员经常利用周末走访慰问贫困

户，结对帮扶时，一下子触动了他的心弦，

“我应该可以为村里人做点什么了”。

2019年元旦前一天，李合年拿出1万

元，踏上了回乡路。给村里65周岁以上的

88名老人每人发放50元，31名低保户、五

保户、特困户、老党员每人发放了100元，

剩下2500元全部买成米面油一并送到。

种烟赤子心，殷殷桑梓情。当老人们

用颤抖的手紧紧抓住他时，当一声声“合

年这娃有出息了”响起时，一年的辛劳挥

手而散，化作暖流，让李合年在凛冽的北

风中握紧拳头，期待来年。

1月3日，泌阳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辖区内鑫祺纺织、铭普电子等重点企业上门走

访。通过走访服务活动，架起供电企业与用电客户的交流桥梁，营造了良好的供用电关

系，提升公司优质服务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王超摄

□徐汝平 王自行

种烟故事种烟赤子心 殷殷桑梓情

鉴于特殊的属性，烟叶种植多不得

也少不得，“稳”是最基本的诉求，但这

个“稳”并非轻易可得。

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定烟叶的产量

规模，国家将烟叶生产纳入计划管理，

但受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烟叶生产走

过的是“马鞍形”曲折发展的道路，虽经

多次整顿，但由于种种因素影响，仍经

常处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之中，迟迟走

不出“多了砍、少了赶”的怪圈。

特别是1997年，全国超面积种植

烟叶500多万亩，烟叶生产脱离产业供

需，造成了不小的库存积压。

这场“原料危机”让行业充分认识

到，烟叶发展必须按计划组织生产，进

行严格的宏观调控。以此为戒，国家

局、总公司开始深化烟叶种植计划体制

改革，在20世纪末明确了“市场引导、计

划种植、主攻质量、调整布局”的指导方

针。

市场引导、计划种植，是从多年的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它使烟叶

种植面积和收购量得到了有效控制，让

烟叶生产从1998年至今一直保持着稳

定发展的良好状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

生了深刻的变革，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发生调整，高效经

济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种烟比较效益下

降。加之种烟本身存在技术含量高、生

产周期长、劳动强度大等问题，烟叶种

植逐渐丧失对烟农的吸引力，“弃烟种

经济作物”“弃烟从商”等现象不断出

现。

这种情况下，减工降本增效，让烟

农“自觉自愿种烟、简简单单种烟、轻轻

松松种烟”，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

课题。

面对这一课题，行业开始了现代烟

草农业探索之路。

2005年，国家局全面启动烟叶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2007年，国家局明确提

出现代烟草农业“一基四化”发展目标，

即全面推进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努

力实现烟叶生产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

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

至2012年，行业基本上探索出了

一条以基地单元建设为载体、以完善烟

叶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提高专业化

服务水平为关键、以创新生产组织形式

为突破的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的新

路子。

这条新路子使烟区生产条件不断

改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和专业服务队

不断涌现，烟农真正实现了“自觉自愿

种烟、简简单单种烟、轻轻松松种烟”，

烟农种烟的积极性开始恢复，烟叶原料

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然而，随着现代烟草农业的推进，

生产力得到释放，烟叶产量不断攀升。

加之这一时期，中式卷烟品牌的发展使

工业企业之间的角逐开始向产业链的

最前端延伸，部分卷烟工业企业脱离实

际，计划需求逐渐超过了实际需求。种

种因素叠加，2013年行业响起了“库存

高企”的警报。

为此，行业从2014年开始，连续3

年实施库存压缩，将烟叶生产工作重心

转移到“控总量、优结构、转方式、促增

收”上来，借助行政手段在将烟叶合理

需求与计划分配调节到正常水平的基

础上，把市场的力量引入烟叶生产。

在国家局的统筹协调下，行业绷紧

“控规模、守红线”这根弦——烟叶产区

坚持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按照卷

烟品牌发展需求组织烟叶生产和供应，

合理安排烟叶种植和打叶复烤的空间

布局、产能布局，优化调整原料供给的

区域结构、品种结构、等级结构，提高了

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卷烟工业企业重

点在提升烟叶利用水平、盘活烟叶库存

资源上下功夫，优化原料使用结构，推

动烟叶供需关系更为协调匹配。

稳，是一种状态，烟农稳，烟区稳，

烟叶生产才具备可持续的韧性。

（王守国）

烟草人观察

烟叶生产的稳与控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卞瑞峰马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

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

力、干劲”。开展扶贫干部轮训，是顺应

扶贫格局变化提升攻坚能力水平的重

大举措，是打造“懂扶贫、会帮扶、作风

硬”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连日来，原

阳县启动“脱贫攻坚业务知识培训班”，

以乡镇及县直部门为单位，分批分期对

主管副职、业务骨干，驻村第一书记、帮

扶干部、村“两委”主要干部、村级文书

进行了培训。

培训工作突出一个“实”字，坚持培

训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提升

扶贫干部服务脱贫攻坚的业务能力和

知识水平，全面助力脱贫攻坚，目前已

累计培训3000人次。

原阳县通过举办“脱贫攻坚业务知

识培训班”，不仅给广大扶贫干部充电、

给脱贫攻坚加油、给发展致富赋能，还

将理论政策学习与实践考察相结合，既

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又体现“两学

一做”常态化要求，为基层扶贫干部人

才历练和发展发挥好重要的助推作用。

漂浮育苗“两网一膜”使用要点

原阳县

加强培训提升干部扶贫力

原阳原阳：：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147）

泌阳县供电公司走访重点客户

种烟技术

◢

□程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