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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姚谆

今年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三门峡烟草专卖局（公司）主动作为，抢

抓时令，抓好春季烟叶生产工作，确保

在新的一年开好局、起好步，以“三择”

为笔，谱写烟叶生产新篇章。

择优
优选口碑烟区严把面积落实

2020年，全市确立“扩大核心烟区

规模，稳定重点烟区规模”的种植布局

思路，规划烟叶种植面积15.77万亩。

全市按照市场需求导向，结合基地单元

建设、存量烟基分布、地域生态条件等

情况，积极引导烟叶生产向市场需求

旺、生态环境优、烟叶质量高、社会基础

好的优势区域集中。

自然条件较好的卢氏烟区、灵宝烟

区，在稳定种植规模的同时，大力发展

卷烟工业企业基地单元建设，推行烟叶

定制化生产。

此外，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严格合同管理，厘清职级职责，健全负

面清单，严格审批程序，做好公示监督，

召开面签大会，确保户户见面、块块丈

量、插标立界、GPS定位以及“三公开”

“五优化”“六禁止”等管理措施落到实

处，让烟农种上了明白烟、放心烟。

择严
规范流程管理培育优质壮苗

好苗三分收。优质烟苗有利于移

栽后烟叶生长，增强烟叶的抗逆性和抵

御灾害能力。在确保移栽节令的前提

下，统筹安排，三门峡市周密部署统一

实行集约化育苗、商品化供苗。

把好育苗准备关。由于疫情原因，

育苗物资按时到站面临着很大困难，各

县级分公司积极争取地方党政支持，为

运送车辆办理通行证，保证育苗物资的

及时到位。并邀请了农业大学教授、技

术专家对育苗户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

解，使育苗户进一步掌握了需要落实好

的关键技术要点。

把好播种质量关。所有育苗点严

格执行100%专业化、商品化漂浮育苗

模式，全面推行烟苗二维码管理，切实

做到“人在播种、人去禁播”，发现种植

杂劣品种的坚决进行种植收购合同调

整，切实保证品种纯度。各育苗点全面

推行播种机械化，精量播种1~2粒/穴，

节省人工成本，提高播种效率。

把好培育壮苗关。组织技术人员进

驻重点育苗工场现场指导，烟站职工分

包到育苗棚，对育苗专业户面对面、手把

手指导，关键节点全程跟踪指导，确保技

术标准落地。公示服务电话和监督电

话，保证育苗户技术咨询与举报问题第

一时间解决。为预防极端天气对烟苗的

影响，各站点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苗

棚温湿度管理，提前准备抗寒物资，切实

做好低温冻苗、高温烧苗预防。

灵宝市五亩乡马河村的张远东是

今年新的育苗户，“有烟草公司替我操

心把关，我这育苗户当的很安心！”张远

东说。

择时
推广井窖移栽促进栽期迁移

渑池县陈村乡池底村的梁文保是

井窖式小苗移栽的“忠实粉丝”，问及原

因，他说：“往年我的烟叶总是遭虫害，

采用了井窖式小苗移栽后，避免了蚜虫

迁飞和早期管理环节的人为传病机会，

这烟能种不好嘛！”

今年，渑池县、陕州区全面推行井

窖式小苗移栽，严格按照“135”（即一块

地1天栽完，一个连片方3天栽完，一个

乡镇5天栽完）移栽周期要求，重点做好

造穴规范、浇水充足、稳苗结合、毒饵齐

全、填土封口、查苗补栽等工作。

“小苗住大房，烟农喜洋洋！”来自

灵宝市朱阳镇透山村的老烟农曹宝山

说起井窖式小苗移栽连连称赞，“在垄

体内挖井窖，可以给烟苗提供一个相对

稳定的生产环境，烟苗移栽后成活率

高，长势好得很呢。”

“实行井窖式移栽，可以比常规移

栽提前15~20天，可以有效地促进栽期

前移，不仅可以烟叶需水规律与雨季分

布高度契合，也能为后期适时成熟落

黄、提早采烤烟叶避免霜冻期冻害损失

奠定了坚实基础。”三门峡市烟草公司

烟叶生产技术中心负责人说。

正因为如此，一开始对新技术观

望、犹豫的烟农很快喜欢上了井窖式小

苗移栽，加之其简单易行、推广有力，今

年三门峡烟区70%以上的烟田推广使

用该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渑池县烟草

公司职工张留成发明了“双调膜上定穴

器”，单人每天可定穴80~100亩，极大

地提升了移栽效率，为最佳节令移栽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吴高强

5月9日一大早，夏邑县罗庄烟站

站长张光亮接了个电话。“张站长，快

来看，俺家烟苗为啥都不长，比别人家

的小。”夏邑县罗庄乡冉红庄村烟农徐

解放焦急地说。

张光亮立即赶到烟田，弯下身子

拔出烟苗仔细查看，然后问身旁的老

徐：“没记错的话，你的烟苗是‘五一’

前栽的吧，这几天浇水了没？”

老徐惭愧地解释：“家里老二马上

要开学，光忙着孩子的事儿了。”

张光亮打趣道：“你一偷懒，烟苗

不占（不好），看这烟苗根系正常，只是

叶片有点枯萎，要多加管理啊。”

张光亮拉着老徐往烟田深处边走

边说：“烟苗到地里，只有管理跟得上，

烟叶才能长得壮。记住四个字‘查、

扎、施、培’。查，就是查苗补栽，你看

这个穴的苗已经死了，要栽新苗；扎，

就是扎眼透气，气温上来了，及时将地

膜扎眼儿通风换气，保证不烧烟苗；

施，就是施肥施水。对烟苗施用提苗

肥，将烟站发的钾肥、复混肥调制配

用，还要浇足水，做到以水调肥；培，就

是及时培土，促进烟根生长。”

老徐认真地听着，连连点头说要

马上行动，抓好田管，种好烟叶。

□叶新波

“烟叶移栽工作点多、面广、战线长，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搞好优质服务工作

显得十分关键，也十分重要。”谈及今年

烟叶移栽优质服务工作，卢氏县烟草分

公司主抓烟叶工作的副经理古庆辉说。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烟

叶移栽服务工作，卢氏县烟草分公司打

出了系列组合拳，在物力、财力和技术指

导上为烟农提供最大支持。截至目前，

全县7万亩烟叶移栽工作已圆满结束。

“三定一专”确保无病无毒壮苗下地

定时段。根据育苗工场供苗区域，

由领苗烟站点协同确定各站点农户领苗

时段，确保烟苗发放有序开展。

定农户。根据育苗工场每天发放

能力，由领苗烟站点协同确定各站点领

苗农户数量，确保安排合理。

定数量。根据确定农户当天或第

二天的移栽能力，合理确定领苗数量，确

保领回烟苗及时下地，避免烟苗长期存

放感染病害。

用专用运输工具送苗到田。依托

合作社开展专业化送苗到田服务，同时

注重车消毒和戴手套运送烟苗，避免烟

苗二次感染病毒。

“四措并举”提升烟叶移栽质量

印发技术明白纸，保证每户发放一

册，用浅显易懂的说明或图解，帮助烟农

科学移栽、规范移栽。

召开烟叶移栽现场会，以合作社为

单位召开移栽现场会，通过面对面说教、

手把手演示。

派驻发苗联络监督员，按照机关科

室包育苗大棚责任制，移栽期间每天向

烟叶育苗工场派驻至少1名发苗联络监

督员。

派出技术指导员，巡回各站点烟叶

移栽大田（尤其注重示范方片烟田）进

行技术指导，确保挖大坑、深栽烟、浇足

水、施毒饵、缓封土等移栽要领落到实

处。

“三服务”全力为烟农排忧解难

为运输烟苗等物资的机械开绿

灯。烟叶移栽期间，所有上路运输烟苗、

物资的农用车，一律实行免检免路查，确

保车辆畅通无阻。

为交通便利、田块集中烟田集中开

展免费送水服务，切实减轻烟农负担，加

快烟叶移栽进度。

在烟叶育苗工场设置茶水站、医药

箱等便民服务设施，为运输烟苗车辆司

机及烟农提供茶水和医疗服务。

□席新超

“五一”前后，正是渑池烟叶移栽最

佳黄金期。正在烟田督导移栽的渑池

县烟草专卖局（公司）负责人汪孝国接

到生产科同志反映赵国玉等8户烟农正

为缺人手发愁。

很快，一条“五一期间自愿参加义

务助农栽烟”的信息出现在单位群。“我

报名”“我参加”……不到半小时，机关

18名党员报名，“五一组团进农家田”党

员志愿服务队就此组建。

“今天18人，分四个小组，每4人一

组，一起两行，两人打窖，一人浇水，一

人下苗，兆扬与王永负责烟苗从育苗工

场分类配送到烟田。”5月1日早上6时，

县局（分公司）负责烟叶生产工作副经

理赵建立在赵国玉烟田进行人员分工。

“俺在难处的时候，烟草局准会扶

一把，这不，俺正发愁呢，你们就来啦！”

赵国玉说，移栽刚过半，雇佣的多半帮

工联系外出务工了，他一夜间上火牙

疼，脸肿得像发面馒头。为了找人栽

烟，他跑遍了村里一条街，访遍了亲戚

朋友，愣是一个“闲人”没找到。

“我强调一点，进度必须服从质量，

植栽密度要匀，井窖一定得深，要确保

叶片离窖口5厘米以上……”生产科科

长赵红朝说着拿起移栽器，脚下使劲一

蹬，双手一拧一晃，3秒一个井窖形成。

党旗在阳光下这片红土地上迎风

飘扬……

□杨雯晶

日前，在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组织开展的全省系统“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活动中，天昌国际烟草有限公司天

昌复烤厂的挑选车间主任乔海文，从全

省54名推荐对象中脱颖而出。

面对复杂艰苦的工作环境、2万平

方米的管理区域、1400多名选叶工人，

这个80后是如何用柔弱的肩膀担负起

河南烟叶“美容师”的重任，把天昌选叶

打造成河南烟草产业链上一张靓丽名

片的呢？

她是客户信赖的“乔主任”

“挑选对我们非常重要，你们弄个

‘小囡儿’过来，我们不放心！”2017年

10月，乔海文上任之初，与工业客户开

的第一个产前座谈会上，有客户当面发

难，在明知她身份的情况下用“小囡儿”

一词来称呼她。

作为打叶复烤环节的“第一关卡”，

选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复烤产品的

质量和全省烟叶的信誉。天昌公司挑

选车间对质量要求高、环境艰苦、工作

强度大、用工量大，因此在以往，男性、

体格强壮、嗓门大、严厉、“能唬住人”成

了挑选车间主任的“标配”。

“但我这人就是这样，你越激我越

不认输。”乔海文在心里暗暗下定了决

心。

下班时间，她拿起课本恶补理论知

识；上班时间，她当起车间烟师们的“跟

屁虫”，苦练实践技能。她主动跟客户

沟通交流，对于客户反馈的每一项意见

建议都深入思考，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

施……

渐渐的，她不再是那个在产前座谈

会上忐忑不安的“小囡儿”，说起每个卷

烟品牌的挑选特色和数据规律，俨然一

副选叶专家的架势：“比如‘黄金叶’，它

是浓香型烟叶的典型代表，口味特点是

‘焦香枯’，核心原料是‘上六片’，又少

又珍贵，我们在选叶过程中就要格外珍

惜，把杂物剔除干净，把等级纯度提上

来，把烟叶利用率升上去……”

专业、执着的工作态度也感动了

客户，曾经当众发难、给她难堪的那个

客户，早就改了称呼，监督加工中遇到

什么问题，总是第一时间找“乔主任”

商量……

“从‘小囡儿’到‘乔主任’，称呼改

变的一小步，却是客户对我工作肯定的

一大步。”乔海文欣慰地说。

她是锐意改革的“急先锋”

“当时的挑选车间，管理模式是‘1

对N’式的，一个主检烟师要对2个车间

的选叶负责，累个半死效果还不好；管

理团队青黄不接，唯一的主检烟师临近

退休，后备人才严重不足……”回忆起

乔海文三年前初到挑选车间的场景，天

昌复烤厂副厂长贾涛依然历历在目。

经过一个多月的蹲守和观察，搞了

10年标准化建设的乔海文发现，对于车

间每名管理人员来讲，4~5人就是最佳

管理幅度，搞一场“多层级、小团队作

战”管理模式变革的想法油然而生。

她一方面通过老烟师“传帮带”、技

能竞赛等方式培养、选拔40岁以下的优

秀青年人才组建管理团队；另一方面加

快车间岗位等级结构调整的步伐，经过

不断的摸索调整，最终建立了每个车间

“1名主管、4名主检、5名副检、6对技术

员”的层级管理模式和“三检、三控、三

校对”的逐级质量检验模式。

在她的带领下，如今的挑选车间管

理团队人才济济，拥有全省系统烟叶评

级“技术能手”2人，分级技师7人，分级

高级工7人，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管

理人员占比达到85%，挑选效率大幅提

升，日均挑选量由3000担提升到7000

担，选叶质量备受好评。

她是员工拥护的“贴心人”

2019年，天昌复烤厂挑选车间由2

个扩大到4个，本就严峻的用工形势更

加捉襟见肘。

“论工作环境，我们车间粉尘含量

高，条件很艰苦；论工资收入，跟复烤

车间比没有优势，跟社会上其他职业

相比更没有优势，招工难、用工难，留

人更难……”第一挑选车间主管赵俊杰

连用了“三个难”。

“那时候乔主任就挨个找我们谈

嘛，我们就集中给她反映了两点意见，

一是工资低，二是有时候管理人员态度

不好、经常会吵人，感觉不受尊重……”

第二挑选车间技术员张燕子说。

“工人嫌工资低，我们就打破‘大锅

饭’，把绩效考核细化到班组，与工资挂

钩，体现多劳多得；定期举办选叶技能

比武，对成绩靠前的技术员给予物质奖

励，对选叶水平高的工人发放‘技能津

贴’‘工龄工资’，体现技高多得。”赵俊

杰介绍道。

“乔主任每周都在班前会上强调

‘尊重、关心、培养、指导’的车间文化，

自己一有时间就在车间转悠，发现有管

理人员对我们耀武扬威的，发现一次警

告，发现两次就罚款50元，现在虽然每

天都很辛苦，但是心情是畅快的、工作

是愉悦的。”原本打算南下打工的张燕

子决定留下来。

去年7月中旬，为缓解招工难的问

题，乔海文带领车间管理人员一行10多

人赶赴许昌市椹涧、榆林、双庙等10多

个乡镇、6个烟站、50多个村庄去进行用

工宣传，40摄氏度的高温，一行人汗如

雨下、口干舌燥，渴了喝口矿泉水，饿了

泡碗方便面……

经过整个管理团队的一致努力，

2019烟季，天昌复烤厂实现了挑选团队

“两个600”的保障，即：1支600人左右，

技术娴熟、供给稳定的熟练分选团队；1

支600人左右，相对稳定、留档备招的储

备分选团队。

当问起入职三年来最难忘的事，乔

海文沉思了许久说：“应该是每天早上9

点钟，当我走入车间，客户远远看到我

就挥舞起双手，四个车间主管的微信运

动显示他们已经走了一万多步，还有工

人偷偷塞给我的那一把他们家树上长

的野樱桃……”

5月 12日，汝阳

县烟草分公司的技术

人员对进入团棵期的

烟株进行取样送检。

定期给烟株进行“健

康体检”，可以及早发

现和预防烟株类病害

的发生，为烟叶健康

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何向姗 摄

□赵光选

眼下正是种植烟叶的大好时节，在邓

州市裴营乡七潭村北部的大片烟田里，种

烟大户胡险峰正带着村民在田地里弯腰

干活，点穴、浇水、散烟苗、移栽。

今年48岁的胡险峰家住裴营乡军杨

村胡湾组，种植烟叶已有十多年。当时，

因需照顾家庭不便外出务工，经过几番了

解和思考，军杨村地势高、阳光充足，很适

合种植喜光、喜热的烟叶，2006年，胡险

峰夫妻开始利用自家责任田和租用邻居

的土地种了20多亩烟。

“去打工挣不到多少钱，家里老人小

孩也没人照顾，这些年种植烟叶经济效益

不错，真是两全其美。”胡险峰的妻子说。

胡险峰2015年被选为军杨村文书，

2016年被推选为乡人大代表，2019年5

月又当选村支部书记。

2020年，胡险峰又在本乡的七潭村

租用土地70余亩种植烟叶，种烟面积达

百余亩。“我组织的十余人的帮工队，跟胡

支书种烤烟十多年了，我们这些姐妹们都

是在家需要照顾老人小孩的，不能出远门

打工，没啥别的挣钱门路，都来跟着胡支

书种烤烟，一天赚六七十块钱，生活费、家

庭零用都有了。”村民张改辫说。

“胡支书可真没少帮助我们这些贫困

户。我把地租给他，一亩地每年给400元

的租地钱，我在这儿栽烟、锄草、打烟杈、

系烟、挑烟，一年能干5个多月，每月1500

元，几个月下来也能收入7000多元。”村

民王月英兴奋地说。

这些年，在胡险峰的带领下，村里涌

现出了一批种烟大户，王红林、杨德虎、鞠

振海这些年种烟都在20~40亩，说起胡

险峰的支持与帮助，他们是赞不绝口。杨

德虎说：“刚学种烟时，我啥都不懂，是险

峰手把手教咋施肥、咋治虫、咋打顶的。

平时，不管多忙，我有啥难题，一个电话，

他就赶来解难！”

胡险峰的种烟技术十分娴熟，烟叶质

量自然不错，每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

新建了两层楼房，开上了小汽车，女儿前年

也考上了大学。面对近年来土地难寻，租

金和人工的费用增加等困难，胡险峰正在

努力寻找适合的方法解决问题，他说，要坚

定信心继续种烟，带领村民一起增收致富。

三门峡市

“三择”为笔谱写烟叶生产新篇章

党员志愿服务队助烟农移栽

夏邑县
管理跟得上
烟叶长得壮

打出组合拳 服务紧跟上

卢氏县7万亩烟叶移栽顺利完成

种烟故事

乔海文

河南烟叶的“美容师”

烟草人风采

近日，宜阳县烟草分公司派出生产技

术指导小组，指导烟农及时开展查苗补

缺、中耕除草和病虫害普防。王艺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