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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见闻种烟故事

“风车随风悠然立，彩霞横批遥无

际。病害防治走在前，查苗补缺脚下忙。

致富路上呈异彩，烟叶增收新希望！”五月

初，三门峡市陕州区张茅乡西坡脑村的永

新烟叶家庭农场开始烟叶栽后管理。

永新烟叶家庭农场自2008年由张永

新创建以来，逐渐形成了一套“精耕细作、

科技兴烟、产业富农”的现代烟草农业经

营模式，烟叶种植规模稳定在300亩上

下，纯利润稳定在40万元左右，已然成为

陕州区一颗“烟叶种植助力脱贫攻坚”的

耀眼之星。

精耕细作“有秘方”

烟叶种植规模大，烟田轮作困难，多

年种植烟叶导致土壤结构恶化、病虫害风

险增大……针对一系列难题，张永新反复

试验，一套“基肥+绿肥”“冬耕+起垄”的

精耕细作“秘方”应运而生。

“基肥+绿肥”是改善土壤生物结构、

增加土壤有机质的有效手段。每年六七

月，张永新都会从张村养牛场购置农家

肥，经过3个月的堆积、沤制形成无害、无

毒的生物肥料；每年9月，张永新都会在

烟田播种大麦种子，封冻前结合整地、撒

施粗肥深耕翻压。

“冬耕+起垄”是三门峡烟区特有的

旱作烟栽培技术，是“秋雨冬储春用”形成

土壤水库的有效措施。每到隆冬时节，在

耕耙平整、细致均匀的土地上，按照平地

南北向、缓坡垂直于坡向的方向，取地中

线、拉线撒灰，起上高20~25厘米，垄距

110~120厘米垄平沟直的垄体，经过充分

的冬垡塌陷，形成上虚下实、适宜覆膜移

栽的高质量烟垄，不仅解决了春末夏初干

旱少雨的问题，同时，将草籽、杂根、越冬

虫卵冻死在田间，减少了烟草土传病虫害

的发生，还使翻压后的绿肥、农家肥充分

发酵腐熟，便于烟株吸收利用。

科技兴烟“走在前”

2013年，张永新引进“物联网+”技术，

在集约化育苗大棚、烟叶烤房中试验运用，

有效解决了烟叶育苗、烘烤两个环节温湿

度控制不精准的问题，降低了苗棚管理期

烟苗的发病风险，增加了烟叶烘烤过程控

制的精确性，提升了烤后烟叶品质。

张永新深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在烟叶移栽、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

方面，他大胆开辟“井窖式”小苗移栽、“水

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新兴烟叶生产技

术“试验田”。其中“水肥一体化”技术被

观音堂、李村、宫前等种烟乡镇广泛应用，

尤其是“井窖式”小苗移栽已在陕州区6

个种烟乡镇全面推广运用。

“统一组织+集中培训+标准作业+绩

效兑现”是张永新引用的一套工厂化烟叶

作业管理模式。烟叶育苗、移栽、采烤等

关键环节时间紧、任务重、用工多，张永新

按作业技能差异，对作业队员进行分队编

组，并在作业前集中培训，校对眼光，统一

作业标准，统筹作业方案。作业过程按

“标准度+作业量”进行集中考核，并依据

考核结果按照“岗位+绩效”的工资结算

模式兑现工人工资。

“两头工厂化，中间技术化”有效降低

了亩均投工量、烟叶生产初期投入（水、肥、

药）成本，提高了烟叶生产管理水平，延长

了烟叶有效生长期、降低了烤烟农残，提升

了烟叶品质，增加了烟叶种植收益。

产业滚动“富乡邻”

自2008年在乡政府与烟草公司的帮

助下，张永新成功签下300亩土地流转合

同。现拥有集约化育苗大棚4座、密集炕

房19座、新能源（太阳能）烤房两座、大型

拖拉机两台、办公室10间等设施，固定资

产总额超过150万元，其中烟草公司扶持

补贴100万元，已然成为“自主发展、科技

引领、精于管理”的现代化烟叶家庭农场。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旧乡

邻！”张永新是十里八乡种烟致富、产业增

收第一人，同时也是技术宣传、推广应用

一号“大喇叭”。整地起垄、烟叶移栽、大

田管理……各个烟叶生长时期，永新烟叶

家庭农场都不乏前来参观学习的烟农朋

友。无论谁来参观学习，他都会将技术要

点、操作流程、注意事项倾囊相授。

村里还有12户乡亲尚未脱贫，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烟叶家庭农场

主，他把这份责任扛在了肩上，闲时每人

每月300块钱的生活费，忙时按时记工发

放工资，每年人均增收至少1万元。张永

新每年的用工成本高达50万元，可他始

终秉承着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即使前期

资金极为紧张，他也会从银行贷款，准时

为工人发放工资。每逢佳节，张永新还会

如期送去节日慰问品。

近年以来，以永新烟叶家庭农场为代

表的技术水平高、管理模式优、社会责任

强的一批烟叶种植农场，已成为新时代下

烟叶兴农、产业富农的砥柱中流。

本报讯 初夏时节，在汝阳县蔡店

乡纸坊村烟田大方里，村委会副主任何

正豪指着一大片长势看好的烟叶说：

“由于乡政府高度重视，今年烟叶生产

采取农业公司+农户的模式，烟田精细

管理到位，总体长势很好，照这样发展

下去，今年烟叶将会取得好收成！”

有“酒祖之乡”之称的汝阳县蔡店

乡，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已明显感

觉到要振兴发展，光靠吃“杜康酒”的老

家底不行，还要围绕精准脱贫、农民增

收做文章，精心谋划发展特色产业。在

发展特色农业、高效农业、观光农业的

前提下，把烟叶生产作为农业主要项目

抓紧抓好。

杜康村水资源极其丰富，杜康河

水自古有名，良好的水质为发展高质量

的烟叶奠定了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

为发展好烟叶生产，该乡高瞻远瞩、精

心谋划，以杜康河两岸为主要发展区

域，烟叶生产开始向高标准旱涝保收田

转移、向土壤水利条件好转移、向适宜

烟叶种植地块转移。通过加强农村党

建工作，杜康河周围的纸坊、冷铺、妙

东、闫村、蔡店、仝沟等村党支部积极引

领群众发展高品质烟叶1200亩。为抓

好烟叶生产，乡、村党员、干部领导包村

包户，经常走村串户，了解农业公司、烟

叶种植大户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

难题，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确保烟叶

生产稳步进行。

5月份以来，在汝阳县蔡店乡的纸

坊、冷铺、妙东等烟叶种植村，在乡政府

和乡烟站人员的支持和精心技术指导

下，烟农们给烟田及时补苗、除草、浇

灌，适时科学管理，烟田处处是烟农辛

勤耕耘的身影，为全乡烟叶丰收打下了

良好基础。 （康红军）

随着烟叶移栽工作的全面结束，烟叶栽后管理提上日程。汝阳县

烟草分公司及时组织烟农开展中耕培土作业，在除去田间杂草的同时

疏松土壤，促使田间水肥发挥最大效益，为烟株健壮生长创造良好的条

件。图为上店镇任庄村烟农正在用微耕机进行浅中耕作业。何向姗摄

近日，偃师市烟草局机关党员佩戴党徽，身着红马甲，手持环保

垃圾袋、扫把等工具，走进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义务打扫卫生，倡导文明旅游，宣传大遗址保

护，为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增力添彩。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杜庆莉 摄

5月槐花香，烟农移栽忙。在这满

目翠绿、生机盎然的季节里，走进卢氏

烟区，烟农或在田间造穴、栽烟，或穿梭

在田间小道拉水浇烟。有这样一群烟

农，他们的年龄大的四十岁出头，小的

三十岁不到，成家立业后不再外出务

工，从父辈手中接过种烟的接力棒。

照顾老小与发家致富两不误

东明镇峰云村黑山庙的高来金、彭

小伟，松树嘴的王兵，冯家崖的杨王彭、

嵇波，下口窝的宋丰强、徐保伟……他

们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都有相似

的经历：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儿女

需要照看，婚前在外打拼，婚后返乡种

烟。

“我父亲今年67岁了，我还有一个

兄弟没有成家，娶媳妇买房子还需要一

大笔钱，光靠着兄弟在外打工，办不了

这些事，还得靠种烟。父亲年纪大了，

遇到担担挑挑的力气活，得要我帮着

干。”说起为啥在家种烟，32岁的高来金

道出了原委，“结婚前，我一直在外打

工。一年到头，落不下几个钱。遇到结

婚生子、买车买房这些大事，手里老是

没钱。在家种烟就不一样了，一来可以

尽孝，一家人守在一起是过光景的样

子。二来到了后半年烟叶一卖，是一疙

瘩钱，能办成买房买车的大事。”

“家有高堂不远行”，高来金的孝行

感动着左邻右舍。不少年轻人像高来

金一样返乡种烟，在红土地上实现致富

梦想。

在家种烟比外出打工挣得多

家住东明镇峰云村牛心庙的刘佳

俊，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小伙子，说起种

烟他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73

年，老家淅川县建丹江水库，祖父领着

父亲叔叔投亲靠友，举家迁到卢氏，落

户峰云村。他听父亲说，刚过来那几

年，日子过得艰难。一家人起早贪黑，

辛勤劳作，一年下来只能勉强顾住肚

子。1985年，卢氏开始种烟，爷爷领着

父亲叔叔靠着种烟盖了房，娶了亲。到

了父亲这一辈，靠着种烟供他们弟兄三

个上学、成家。如今，大兄弟在部队当

士官，小兄弟在上海一家软件公司工

作。

“成家前，我一直在外打工，一年下

来也能挣个四五万块钱。父母年纪慢

慢大了，许多重活儿干不动了，加上两

个孩子小，妻子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从

前年起不再出去了，在家种烟。去年我

和父亲两家种烟54亩，卖烟收入三十四

万元，除去雇工、烤烟煤等开支，净收入

近30万元。比起外出务工，尽管苦点、

累点，收入上还是多得多。”刘佳俊说，

“我们村80%的人家在城里买了房，光

我们家在县城就有三套房子。”

种烟没有后顾之忧

“这种烟与其他经济作物相比，最

大的优势是没有后顾之忧。”说起种烟，

杜关镇民湾村种烟大户来志超难以抑

制内心的激动。这些年，来志超每年的

种烟面积都在35亩左右，年收入稳定在

16万元上下。在他看来，种烟与其他经

济作物相比有四大优势，首先是不愁

卖，只要按照烟站分配的合同，按照烟

站的技术指导，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

烟叶，烟站全部收购。其次是价格稳，

国家有规定的价格，并且每隔一两年价

格都会上调。第三是收入稳，这些年每

亩烟叶产值稳定在4500元左右，不像

其他经济作物，忽高忽低，没保障。第

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烟草公司服务

好，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还为烟农

办理了保险，一旦发生灾害，有保险公

司兜着底。

如今种烟轻松省劲

5月初，峰云村金蛤蟆铺的汪伟民

一家人正在地里忙活，其中一个打扮入

时的年轻女子完全不像种烟的农家女，

汪伟民介绍说，那是他媳妇。

“闺女，种烟这种又苦又累的庄稼

活，你能干了？”见笔者这样问，汪伟民

的媳妇莞尔一笑说：“叔，这有啥干不了

的。现在种烟轻松得很，育苗是专业

化，整地是机械化，起垄盖膜、锄地除

草、采收烟叶有专业队。我们一家每年

种上三四十亩烟叶，忙也就大半年的光

景，一年下来卖个一二十万元不成问

题，有了这一二十万元，心里就踏实

了。农闲季节，想干了找点零活挣点零

花钱，不想干了好好歇上一冬天，下年

开春接着干。种烟有钱了，在城里买了

房，还买了车，农闲季节住在县城过着

城里人的生活。”

汪伟民接过话茬说：“现在政策

好，只要手勤快，舍得出力，把烟叶种

好，农村人的光景不比城里人差。就是

有一条，种烟想挣钱，亩数得多，规模

要大，一家一户没有二三十亩就不值

得种。”

“年轻人返乡种烟是个好势头，我

们要借三门峡烟农学校落户卢氏的良

机，打造一支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讲诚信的新型职业种植主体，为保持

卢氏烟叶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力支

撑。”县烟草公司负责人席东峰说。

移栽前后的卢氏县烟田，覆盖着银

色地膜，或横或竖，或撇或捺，或长或

短，或躲在茂密树林后，或身处高山丘

陵间，或横亘在虚无缥缈的云海里，呈

现在人们眼帘的是一幅幅壮美的图画

模式，吸引了不少国内新闻媒体、县内

外摄影爱好者以及省内外众多拍客的

目光。大家纷至沓来，或拍照登报，或

制作成新闻照片、微视频、美篇，发表到

新华社客户端、央视频以及今日头条、

河南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图说中国、河

南摄影网上，或合成抖音视频。同时，

也有一部分照片先后刊登在《河南日报

农村版》等报纸杂志上。

卢氏具有原生态植烟环境和绿色

环保地域特质的烟田，为孕育生态特色

优质烟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卢氏县

着力开发绿色生态烟叶之路的真实写

照。

拍客云集卢氏拍摄大美烟田这一

现象，引起了地方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该县文联、县摄影家协会积极做好

对接引领工作，设计好最佳拍摄路线，

为外地拍客指引好方向、提供好服务，

协助外地拍客把自由山水、清清卢氏的

美好画卷拍摄下来、传播开去。对烟田

已经司空见惯的卢氏人纷纷发出感慨：

从空中鸟瞰烟田，怎么这么好看！

5月19日，正是豫东地区大蒜丰收的

季节，柘城县洪恩乡李楼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李永超看着家中“趴窝”的电动三轮车，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今年七十岁的李永超儿子早逝，孙子

在外地工作，几个女儿出嫁多年，家中只

有老两口二人。十年前，李永超因脑出血

留下后遗症，左边肢体行动不便，老两口

平时出行和田间劳作，全靠一辆电动三轮

车代步。就在这节骨眼上，电动车却不能

正常骑行了。骑也骑不走，推又推不动，

村里也没有维修店，突如其来的故障，让

两位老人十分为难。

这天一大早，柘城县烟草局（分公司）

驻村工作队队长李清龙和队员陈传义走

访途中路过李永超家时，老两口正在门前

望着电动车发呆。看到李清龙他们走来，

李永超像是盼来了救星，连声呼喊：“李队

长，可把你盼来了，我正要找你帮忙。我

的电动车从前天开始越走越慢，今天我又

充了一次电，喇叭响，灯也亮，就是骑不

动，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咋回事？”

简单地询问了一下情况后，李清龙试

着启动车辆，电动车底盘下发出“吭吭”的

声音，却无法起步。凭着多年的驾驶和机

修经验，李清龙判断电机工作正常，可能

是传动部分出了故障。心中有数的李清

龙和陈传义合力将三轮车倾斜放倒，找来

一个木凳支撑在一侧，开始做全面检查。

掀起车厢后，李清龙发现，在传动轴支架

和车轮之间，缠绕着一层层青色的大蒜秸

秆，正是这些秸秆，随着车辆的行驶越缠

越紧，直到车轮再也不能转动。

找到故障原因，李清龙松了一口气。

秸秆虽然不多，但由于缠绕过紧，再加上

车轮和支架的间隙较小，清除起来十分困

难。李清龙向李永超要来螺丝刀，蹲在车

厢下一点一点地剔除这些杂物。随着外

围秸秆的清理，车轮慢慢可以转动了，李

清龙让陈传义协助，一个转动车轮，一个

清理秸秆，在二人的齐心协力下，十分钟

后，缠绕的杂物被完全清理干净。李清龙

又调整了刹车，直到各部件工作正常，才

将车辆交给李永超。而他和陈传义，已经

是两手污垢，汗流满面。

在院子里洗完手，李永超拉着二人，

让他们进屋喝水，李清龙和陈传义婉言谢

绝了。李永超感慨地说：“要不是你们，我

可是作了大难了。谢谢你们，谢谢党和政

府给我们派来的工作队。”

张永新 精耕细作“有秘方”
□尚苏苏

汝阳县蔡店乡
杜康河水润金叶
种烟唱响富民曲

烟草人风采 贫困户家来了“义务修理工”
□牛靖华

返乡种烟的年轻人

□李根栓

核心提示

卢氏县从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减工降本，完善服务功能，
建立防灾减灾长效机制入手，积极探索让烟农愿意种烟、轻松
种烟、简单种烟、放心种烟的路子，认真解答了“在哪种烟”“谁
来种烟”“怎么种烟”的时代之问。

卢氏

烟田美如画 吸引众拍客
□叶新波

洛宁县河底镇城村村今年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推广实

施烟薯轮作新模式，增加了烟农的收入来源，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进一步提高了烟农种烟的积极性。图为城村村烟农正

在烟田中耕除草、小苗偏管。 张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