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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

补贴260万“织好”绿色防控网

太平村有个大学生烟农

平顶山市烟草局

被评为首批河南省服务型行政执法标兵

烟区动态 比一比
还是种烟最稳当

种烟故事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薛京
伦 郭继科）“有了邢博士给我们发的这

个‘生物导弹’，烟田里的烟青虫、棉铃

虫就没法祸害烟叶了，也不会有农药残

留，每亩地能省下五六十元的农药和用

工钱，烟草公司真是给我们解决了一个

大难题啊！”6月10日，在社旗县苗店镇

烟叶示范方举办的赤眼蜂防治烟青虫

技术培训会上，来自该县朱集镇袁老庄

村的烟农袁文宝高兴地说。

袁文宝口中的邢博士，是南阳市

烟草公司生产科的邢雪霞。邢雪霞告

诉记者：“所谓‘生物导弹’，就是烟青

虫、棉铃虫、斜纹夜蛾等鳞翅目害虫的

寄生性天敌——赤眼蜂，烟农自主购

买装有赤眼蜂虫卵的毒杀虫卡，烟草

公司统一进行补贴，每个杀虫卡能容

纳3000多头赤眼蜂，根据虫口基数每

亩投放1~3个，可以防治危害烟叶生

长的鳞翅目害虫。‘生物导弹’防治烟

青虫、棉铃虫技术是一项绿色防控措

施，能提高烟叶质量安全和烟区生态

环境安全，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节约

人工70%左右，实现‘以虫治虫’生物

防治，助力烟叶生产。”

为有效降低烟叶农药残留、促进烟

农减工增收，今年南阳市烟草公司补贴

资金260万元实施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大力推广赤眼蜂防治烟青虫、棉铃虫技

术和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目前，全

市烟田蚜茧蜂投放面积已达6万多亩，

随后将继续投放，确保烟蚜茧蜂防治蚜

虫全覆盖，防治烟青虫的赤眼蜂也正有

序投放。

今年以来，南阳市建立严格的农残

管控措施，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逐户

发放精准用药指南，充分利用“渠首金

叶”公众号、烟农之家微信群等信息化

手段进行宣传指导，全面推进烟草绿色

防控工作。以烟草绿色防控综合示范

区和单项靶标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示范

开展蠋蝽、小花蝽生物天敌本地化研

究，大面积推广基质拌菌技术、免疫诱

抗技术、食诱/性诱/灯诱三诱联控技术、

生物菌剂调控根际及叶部微生态技术

等，优化不同靶标区工作方案，因地制

宜集成绿色防控技术体系，保证烟区生

产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

本报讯 近日，在内乡县岞曲镇的

烟田里，烟农们正忙着往烟株上放置白

色小卡片一样的东西。正在烟田指导

的烟站站长沈有才介绍说：“这是在放

置‘生物导弹’，这些白色小卡片一样的

东西是赤眼蜂杀虫卡，投放到烟田，48

小时后赤眼蜂幼虫孵化成蜂，飞入烟田

定向吃寄生虫卵，达到消灭烟田烟青虫

的目的，因像导弹一样精准，故名‘生物

导弹’。”

据介绍，“生物导弹”每亩放置4~6

枚，标靶准确，对人畜安全无害，杀死害

虫而不杀天敌，是一项全新的绿色生态

控制害虫的技术，有了它们的守护，烟

田里烟蚜发生率很低，减少了农药使用

量，不仅烟农省心省事，而且有效地提

升了烟叶品质。

近年来，岞曲镇为顺应消费者对卷

烟安全性的要求，降低烟叶内农药残留，

积极探索生物防病治虫方法，除目前积

极推广使用的“生物导弹”外，烟农还不

断探索用废弃的矿泉水瓶等自制简易的

“诱芯”诱捕器等物理及生物防治方法，

不仅成本较低，减轻了烟农负担，而且最

大限度地减少了农药使用量，使烟叶品

质得到有效提升，烟农收益也明显增加，

已成为岞曲镇烟叶生产的“利器”。（王好）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
忠陈朝阳）6月17日，记者从平顶山市

烟草局获悉，该局近日被河南省法治政

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首批河南

省服务型行政执法标兵。

此次评选是根据《河南省法治政府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服务型

行政执法标兵培育工作的通知》安排，

经择优推荐、专家评审、第三方评估和

集体研究决定等程序而产生的，共评选

出20家河南省服务型行政执法标兵。

近年来，平顶山市烟草局始终以

“法治豫烟”“法治鹰城”建设为指引，积

极推动行政执法从“无差别型”向“精准

型”转变、“重事后处罚追责”向“事前防

控与事后处罚并重”转变，建立服务型

执法6项行为规范、14项工作制度，形

成了常态化、规范化运行机制；开设行

政执法服务热线电话“12313”，公开权

责清单，公布33个职权名称、222个责

任事项、33项违法责任，将专卖执法权

置于阳光之下；公开违法风险点清单，

列出22个风险点、44条法律条款、22种

法律后果，减少因不懂法而犯法的情况

发生；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行网

上申请办证，提供送证上门、挂证上墙

服务，行政许可审批时间缩短至3~5

天，比法定时限减少10~12天，较好地

贯彻落实了为民执法的要旨，展现了平

顶山烟草良好的形象。

内乡县岞曲镇

“生物导弹”成优质
烟叶生产“利器”

6月16日，方城县袁店回族乡袁店村的烟农正在田间进行打顶抹杈。近年来，该乡坚持“良种良防”科学种植理念，在扩大烟叶种

植面积的同时，不断加大技术指导和服务力度，协助烟农实施烟田精细化管理，切实提高烟叶质量，增加烟农收入。眼下，该乡2000亩

烟叶长势喜人。 董振万 刘霞摄

身板黝黑结实，谈吐思路清晰，鼻梁

上架着的近视眼镜让人印象深刻……这

哪里是烟农？分明是一个周末回家临时

帮父母干活儿的“学生”。

这个学生模样的烟农就是东明镇远

近闻名的种烟致富的大学生吴秋鸽。

生于1987年的吴秋鸽，家住卢氏县

东明镇太平村4组，父母、伯父、妻女和他

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

吴秋鸽所在的太平村是卢氏县最早

种植烟叶的专业村之一。他家与众乡邻

一样，因种烟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富裕生

活。起初，父母带着智力有障碍的伯父一

起种烟，心无旁骛地供吴秋鸽上学。

2008年，吴秋鸽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洛

阳理工学院，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赵新丽

成了大学同学。

2011年6月，吴秋鸽大学毕业后进入

洛阳一家公司，因专业对口，加上工作用

心，吴秋鸽很快成了公司的业务骨干。

2012年9月，吴秋鸽与赵新丽喜结良缘。

正当小两口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当口，

不幸的事儿却接二连三地“光顾”他家。

先是女儿出生后因肺部感染住院。接着，

父亲因患风湿双膝关节变形无法走路入

院做了手术。2014年9月，吴秋鸽回家帮

父亲卖完烟叶返家途中，父亲驾着三轮车

翻进了4米多深的沟里，他与父母亲三人

均骨折住院。

车祸后，吴秋鸽的父亲成了残疾人，

母亲经常头痛难忍，视力模糊。有半年多

时间，家里几乎揭不开锅。

一家6口人中，有3个是干不了重活

且需要人照顾的病人，还有20亩烟叶需

要打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吴秋鸽打算

辞掉在洛阳的工作，专心致志回家种植烟

叶，力争通过种烟致富摆脱窘境。他把想

法跟妻子和盘托出后，妻子想也没想，就

放弃了在洛阳的城市生活，与他一道回到

山沟沟里打拼。

于是，在太平村种烟大军里，就多了

两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新手”。

2015年春节刚过，吴秋鸽忍着车祸

造成的腰部伤痛，带着大伯和有伤残的父

母开始了艰难的种烟历程。赵新丽一边

儿带孩子，一边儿照看老人干家务，偶尔

也会到田间地头帮衬他干些小活儿。

从育苗播种、整地起垄、适时移栽、

大田管护、采收烘烤到交售烟叶，吴秋鸽

一个环节也不偷懒，不懂就问，不会就

学。但凡遇到培训会、技术员入村指导

或烟草专家考察，他都主动请教。在较

短时间内，他种烟技术突飞猛进，成了既

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行家里手”。

2015~2016年，吴秋鸽的烟叶卖了好价

钱，迅速还清了家里的债务。

无债一身轻的吴秋鸽重新燃起了希

望，他瞄准目标，向更高处攀登。

2017年，吴秋鸽种了20亩烟叶，同

样收入不菲。当年秋天，为了女儿入托方

便，他把家搬进了县城。当年年底，为了

方便种烟，他购买了一辆价值9万元的小

轿车。也同样在2017年，在吴秋鸽的鼓

励和辅导下，妻子赵新丽顺利通过大学生

乡干部招考，成为卢氏县瓦窑沟乡政府的

一名工作人员。

因种烟技术过硬，产值效益突出，加

上孝心誉满乡里，2016年，吴秋鸽被推选

担任了太平村烟叶预检员。2018年5月，

在村委换届选举中，他又高票入选村委，

主抓烟叶生产工作。当选村干部后，吴秋

鸽充分发挥大学的学业专长和种烟技术

专长，更加刻苦地钻研烟叶种植、烘烤与

分级技术，他还把烟叶种植技术编成顺口

溜，把烟叶烘烤与分级技术制成图表画

册，创建了太平村烟农之家微信群，把与

种烟有关的信息在群内发布，使众乡亲在

一点一滴中受到启发，培养和造就了一大

批会技术、会管理、会经营、会算账和讲诚

信的“四会一讲”型职业烟农。

通过吴秋鸽的示范带动，太平村成了

全县首批科技种烟示范村，一大半烟农成

了科技种烟示范户。得到实惠的众烟农

纷纷打趣说：“秋鸽是种烟的一把好手，更

是一个难得一遇的管理能手，别再让他飞

了，俺们烟农离不开他！”

烟区见闻

□叶新波

大家口中的武石邦，今年40岁，家

住卢氏县横涧乡马庄村。说起时隔七

八年后又返乡种烟，武石邦显得有点儿

不好意思，在妻子的鼓励下，才道出了

事情的原委。

武石邦说，七八年前，他是个年轻的

老烟农，每年种烟一二十亩，收入在七八

万元，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2012年，子

女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照顾子女，只好

丢下种烟的活计，一家人租房住在城里，

一边打工，一边照看孩子。

武石邦说，原来想着，只要手脚勤快，

在哪儿都能挣到钱，可是由于自己没有技

术特长，只能靠卖苦力挣钱。这几年，他

主要在矿山上干洞子活儿。说起来，在矿

山上干，遇到好活儿，一天能挣三四百块

钱，但是，一来这样的好活儿不是天天有，

正常情况每天也就二三百块钱，一月下来

撑破天也就七八千块钱。一年最多干五

六个月的活儿，能挣三四万块钱，除去一

年开支，手里总是紧巴巴的。二来在井下

干活儿，空气不好，对人身体伤害大不说，

关键是太危险，不能长干。说起这几年在

外闯荡的经历，武石邦一脸无奈。

去年，孩子可以住校了。在谋划今

后的打算时，妻子说，两个孩子眨眼工夫

就要上高中、上大学了，手里没积蓄可不

行，这得想想办法，找个挣钱的门路。

“这些年烟叶价格上涨了，种烟效益

不错。听说咱们村的李邦牛这几年种

烟，每年收入都有十五六万元，要不咱们

也回去种烟吧？”武石邦试探着问妻子。

“可中！我这两天也想着这事呢。

我听说咱们村好多人这两年种烟都发

了，在城里买了房，有的还买了小轿

车。咱们家里有地，有炕房，加上咱有

种烟经验和技术，种烟肯定能行！”妻子

的语气很坚定。

当他把返乡种烟的想法告诉照村收

购点负责人马建方时，老马意识到，这是

培养种烟接续队伍，稳定和壮大种烟力

量的好机会，当即表示支持：“没问题，我

给你解决合同的事，你们只管种吧。”合

同问题解决了，武石邦没有了后顾之忧。

去年冬前，武石邦夫妻俩对准备

种烟的地块进行了深翻、耙磨。今年

开春，武石邦早早做好了栽前各项准

备，施肥、起垄、定穴、盖膜、移栽，各项

农事在烟站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有条不

紊地进行。

如今武石邦家的20亩烟叶苗齐苗

匀，生长旺盛、健壮。武石邦望着眼前

的烟田高兴地说：“七八年没有种烟了，

新技术、新方法知道的不多，以后要向

烟站技术人员请教，把烟叶种好。今年

算练练手吧，等技术熟练了，逐步增加

面积，扩大规模，每年种上个四五十亩，

趁着现在年轻好好干，先给两个孩子攒

足上学的钱，再干几年到城里买套房

子，再买台车。”

桐树沟村是渑池县天池镇一个自

然村，从东到西没有可采资源，也没有

厂矿企业，有的只是大片大片的土地。

6月2日，逼近36摄氏度的天气，

老年人躲在村口大树下凉快唠嗑，鲁向

阳像往常一样顶着太阳帽，在已长成小

团棵的烟田里中耕除草。这个四十岁

刚出头，皮肤泛着健康黑，眼睛透着亮

的人，这几年通过走烟叶规模化种植，

硬是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淘金”梦。

“父辈在地里忙了一辈子，家里还

是青砖绿瓦（1990年后当地盖房用红砖

红瓦），家具还是母亲的嫁妆。”向阳说，

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初中一毕业本想

随着打工潮闯世界，可老父亲说：咱这

田地照样养活人！

“这辈子难再走出这个村，离开这

片土地。”鲁向阳说，“结婚生子，妻子又

是独生女，过上了一头扛着锄头下田

地，一头是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生活。”

2017年春节，鲁向阳与同村同龄人

小聚，酒到浓时，有人说，有些地方搞土

地流转，规模化种植，生活过得好着呢！

他们的土地能生金，咱这田地也不

是“白土地”。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晚鲁向阳

把想搞规模化种植的想法说与媳妇听。

种啥呢？

烟叶！

桐树沟村在20世纪90年代家家户

户种烟叶，全市烟叶现场会还在这儿开

过呢，校体育场挤满了小轿车，是名副

其实的产烟大村。

“烟叶基础好，产效高。”鲁向阳说，

选择种烟叶，一是价格稳定，不像辣椒、

红薯、花生等农作物，减产时价格猛涨，

丰产时价格跌得心里发毛；二是技术服

务指导有保障，烟草局同志常来常往，

不怕种不好。

2017年，鲁向阳通过土地流转，租

地100余亩，种植烟叶50亩，当年刨去

土地租金、人工工资等，亩产值达到

3500元，烟叶纯收入近十八万元。

老话说：“人有精神老变少，地有精

神土生金”。

2018年，鲁向阳再流转土地 100

亩，种植规模达到200亩，发展以种植烟

叶为主，红薯、小麦等种植为辅的产业

组合。

如何让烟叶质量更优，产值更大？

鲁向阳说：“俺正在思谋的时候，烟草局

把一本‘如何把烟种好’的烟叶故事书

送给俺，这宝贝管用实用，真让俺开了

大眼界。”

自2018年起，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每年收集全市优秀种植经验，由

烟农口述，把整地施肥、水肥一体化、一

优两转、采收烘烤等好做法编写成书，

送给广大烟农朋友。

“俺家烟田全部铺上滴灌带，水源

从3公里外李家庄引水，水塔还是烟草

局往年修建的，水量充足，可满足附近

所有田地浇灌。”鲁向阳说，“自从看了烟

叶故事书，俺就学着科学种烟，比如：烟

田每亩不少于两方牛羊粪，结构优化打

掉下部5片叶和上部2片叶，等等，这两

年烟叶品质提高了不少。”

如今，鲁向阳以“烟叶+N”的产业

融合在这片土地上干得风生水起，还招

揽附近村里生活困难的人，帮助他们过

上好日子。桐树沟像鲁向阳一样的，还

有鲁高飞、席光伟、席保民。他们都因

攀上烟叶这个好“亲戚”，过上了幸福好

日子。

鲁向阳

攀上好“亲戚”过上好日子

□席新超

□李根栓

6月13日，在第十七个“世界献血者

日”前夕，柘城县烟草局组织志愿者参加

了义务献血活动，号召志愿者捐出一份热

血，献出一片爱心，共同托起生命的希

望。本次活动参与的志愿者有26人，义

务献血量超过一万毫升。 牛靖华摄

“竹园组的武石邦回来种烟了！”这一消息一经传出，立马在村
里引发波澜，村里人七嘴八舌议论开来。这个说，石邦看不上种烟
这活儿，想着出去干大事哩，转了七八年又转回来了。那个说，石
邦又回来种烟，看来外边的世界不好混，还是在家种烟最稳当。

乡亲们说，向阳与烟叶“攀上亲”，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
节高！老辈们说，向阳这娃不容易，他的好日子是在这田地
上干出来的，咱桐树沟人要改变活法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