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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烟区动态 烟区见闻汝州市夏店镇

种下“黄金叶”收获致富“金”

淘米水可防治
气候斑点病

镇平县 做“实”做“细”备战烟叶烘烤

种烟技术

烟草人风采爱算账的老站长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冯琳
轲平党申）7月2日，在汝州市夏店镇孔

寨村的一处烟田里，“黄金叶”生机勃勃，

长势喜人，十余名工人正在埋头薅草。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几天是烟

叶大田管理的关键期，除草、喷药，不能

大意。”孔寨村村委会主任、烟叶种植大

户张军介绍说。

今年54岁的张军是当地种植烟叶的

行家里手，有8年的烟叶种植经验。2013

年他开始种烟时，因不懂生产技术、管理

不到位，50亩烟叶赔了3万多元。第二

年，他虚心向经验丰富的烟农请教，积极

参加镇里组织的各种烟叶生产技术培训，

得到了真功夫，当年烟叶收入 10万余

元。2015年，张军在自己50余亩烟田里

率先采用烟叶灌溉滴灌技术，不仅省工省

力，而且提高了灌溉效率。

在夏店镇，像张军一样的烟叶种植能

手还有很多。

夏店镇是汝州市主要烟叶生产乡

镇。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烟叶质量，增

加烟农收入，夏店镇因地制宜，选择孔寨、

上鲁等中北部14个村作为核心烟区，推

进烤烟产业连片规模化种植。由烟草部

门、镇政府共同为烟农提供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指导、物资储备等服务。免费为

烟农机耕烟田，每村配备了一名烟叶生产

技术员，实行烟田网格化管理。投资300

多万元新建了毛寨、新村两个烟叶育苗基

地，实行烟叶集中规模化育苗。统一标准

化炕房，实现烟叶烘烤专业化。统一分拣

标准，实行上门预检指导。这些措施的实

施，充分调动了烟农的生产积极性，提升

了烟叶生产管理水平。

“我每年有7个月的时间都在烟田里

干活，一年收入可达1万多元。年龄大了

在家门口务工，可以照顾家里，收入也不

少。”今年59岁的孔寨村五组村民刘富荣

是张军的常用工，已经在张军的烟房干了

7个年头，提起在烟田务工她十分满足。

孔寨村扶贫责任组组长武自安告诉

记者，根据“一村一品”产业发展要求，孔

寨村今年有25户村民种植烟叶513亩，

烟叶务工人员有50余人，烟叶生产已经

成为孔寨村群众脱贫致富的主打产业。

据了解，夏店镇去年种植烟叶3000

亩，实现税收280万元，今年扩大700亩，

达到3700亩，占汝州市烟叶种植总面积

的三分之一，预计烟叶税收将突破360万

元。该镇已经培育出种烟大户98户，其

中种植50亩以上的农户有65户。全镇

烟叶务工人员达500余人，其中40余户

贫困户参与其中，全年务工总收入可达

500多万元，烟叶种植已成为夏店镇脱贫

攻坚、富民强镇的重要支撑。

近日，为研究烟叶不同种植密度、施氮量和留叶数及烟株各生育阶段所处的温度、光照、降水量对株型和质量的影响，进一步提升

烟农种植水平，增加烟农收益，洛宁县烟草分公司委托河南农业大学对该县江苏中烟小界基地示范田开展科研试验，提供记录烟叶生

长全过程的定制服务。图为河南农业大学技术人员正在对洛宁县小界乡王村的烟叶进行试验数据采集。王世宇摄

本报讯 进入7月，烟叶生产已到了

关键阶段，为切实做好烟叶烘烤工作，进

一步提升烟叶质量，增加烟农收入，镇平

县烟草专卖局烟叶工作人员深入各个烟

叶种植合作社，现场指导烟农做好烘烤

前各项准备工作。

抓好烘烤物资准备。烟技员指导烟

农备好所用的清洁煤、发电燃油、晾烟

杆、烟夹以及采收运输工具等。特别是

储备一定量的自控仪、冷风门、鼓风机、

循环风机零配件，确保设备出现故障时，

1小时内能及时维修更换不影响烘烤。

抓好烘烤场地卫生。指导对烘烤场

地、烤房内、编烟棚、加煤区域进行打扫

清洁，防止杂草、碎石、羽毛等非烟物质

混入烟叶；清理排水沟，防止雨水流入烤

房和烘烤场地，确保烟叶烘烤场地清洁

卫生，防雨抗险。

抓好烤房设施检查。烟技员分组检

查墙体、房顶是否有裂缝，确保密封性良

好；检查装烟架是否结实、牢固，防止烘

烤过程中装烟架倒塌；检查门窗、密封条

的完好情况，确保烟叶开烤前烤房与各

种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加强烘烤队伍组建。县局、各基层

站点及时开展烟农烘烤技术培训工作，

落实到村到户，选拔一批烘烤经验丰富、

责任心强的专业化烘烤师，按照一个烘

烤师负责5~10座烤房的标准，组建烘烤

师队伍，在开烤前10天完成本片区所有

开考培训，并建立烘烤微信群，为烟叶烘

烤提供技术保障。

（刘理政李兆中）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田间不适宜烟叶

处理的关键时刻。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

烟叶，卢氏县范里烟叶工作站站长王留性

陷入了深思，对去年集中收集、统一掩埋

不适宜烟叶产生的良好效果仍记忆犹新：

2019年，范里烟叶工作站服务区种烟面

积8750亩，收购烟叶2.24万担，烟农卖烟

收入3145.84万元，上等烟比例72.79%，

中部上等烟比例79.08%，在全县21个站

点中，等级结构最优、站厂直调最多、工业

反映最好。这一连串漂亮的数字，都源于

他算清了时间账、环境账、经济账。

向烟站职工算时间账
王留性在烟站站长这个岗位上已摸

爬滚打了22个春秋。2016年，他被评为

三门峡市烟草系统“安全管理先进工作

者”，2019年被卢氏县委县政府授予“劳

动模范”称号。

2019年年初，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从烟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

了烟叶生产“一优两转”的工作思路，明确

了具体目标。

2019年6月下旬的一天，吃过晚饭，

王留性在烟站门口的垃圾填埋场停下了脚

步：如果能把清除的田间不适宜烟叶收集

起来，集中掩埋，按数量核定优化面积，发

放补贴，联系双百分考核给烟农打分，“一

优”就做实了。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烟站

职工的时候，职工们却不理解，认为这样做

是出风头，还是按照往年的办法抽查验

收。面对职工们的不解，他给大家算了一

笔“时间账”：下部烟处理有限时间也就半

个多月，辖区有14个村、78个组、612户烟

农，4000块烟田，如果按照往年的方法抽

查验收不解决问题，全面普查，一个村一天

需要14天，一轮下来下部不适宜烟叶清除

的时间早过了，到那时再去解决问题，“黄

瓜菜都凉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围绕不

适宜烟叶集中收集，统一掩埋，又给大家算

了政治账、纯度提升账。通过会上辩、会下

谈，大家的思想统一了，一起出主意想办

法，齐心协力推进不适宜烟叶处理。

向乡镇领导算环保账
把打掉的田间不适宜烟叶集中收

集、统一掩埋，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现

场和费用。在哪儿收？收上来的烟叶

埋在哪儿？掩埋的费用由谁出？王留

性想到了垃圾掩埋场。当时正值镇领

导班子调整，几次与镇长约定见面时

间，都因镇长临时有事取消。那次听说

镇长在县里开人代会，王留性一刻不敢

耽误，立即驱车赶到县城，就在大会开

始前的几分钟见到了镇长。镇长听了

他的汇报，非常支持，当即拿起电话指

示抓烟叶生产的镇长，在掩埋场地、机

械、费用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

事后，范里镇抓烟叶生产的领导感慨

地说：“往年走进烟区，马路边、烟田旁，到

处都是扔掉的烟叶，今年这种现象彻底不

见了。把打掉的烟叶集中收集、统一掩埋，

不仅优化了等级结构，更重要的是，改变了

烟农的生产习惯，减少了烟田面源污染，净

化了烟田烟区环境，真可谓一举多得。”

向辖区烟农算经济账
烟农想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烟

叶，要打掉五六片白白扔掉，不少烟农打

心眼里不愿意。

于是，做通烟农的工作成了第一要紧

的事。6月底、7月初的那些天，王留性马

不停蹄地在辖区的14个种烟村奔波，逐

村召开烟农大会，宣讲清除田间不适宜烟

叶的作用与好处，帮他们算“舍”与“得”的

经济账。有些烟农惯性思维根深蒂固，嘴

上应承，手上不动。最后那两天，他把这

些农户作为重点“堡垒”进行攻克，三番五

次上门做工作，终于感化了这些“钉子

户”，结构优化走上了“快车道”。

2019 年，全站共收集不适宜烟叶

200余万公斤。由于不适宜烟叶处理到

位，当年范里烟站上等烟比例、中部上等

烟比例实现了“一优两转”目标。烟农卖

烟收入不降反增，同比增加150万元。

不仅如此，收购进度明显加快，日进度保

持在收购计划3%的水平上，仅用42天

就完成了收购任务，较省烟草专卖局规

定的时间缩短了 8天。烟站职工李斌

说：“王站长这招真管用，要不是他坚持

把不适宜烟叶处理在采烤前，收购进度

也不会这么快。”辖区烟农强金科说：“多

亏听了烟站的话，收入不减反增，咱的老

观念该变变了！”

在烟草病害防治过程中，过度使用化

学农药甲基托布津、多菌灵、代森锌等防

治烟草气候斑点病等叶斑类病害，会导致

农残超标，影响烟叶品质和环境安全。采

用淘米水防治烟草气候斑点病，试验结果

表明，淘米水的效果比波尔多液、甲基托

布津、多菌灵、代森锌还好，可以替代化学

农药。

烟草气候性斑点病是一种非侵染性

病害，受冷害或空气中的臭氧毒害所

致。一般在低温、多雨、日照少、持续阴

雨骤然转晴的情况下容易发病，且危害

严重。雷阵雨后，发病也严重。土壤湿

度大，磷钾肥施用不足，氮肥偏多时，叶

片疯长、肥厚，发病重。另外，种植密度

过大也会导致发病重。该病多发生于刚

成熟的底部叶或正在伸展的叶片尖端。

叶片正面出现许多密集而不定形的水渍

状小斑，大小约1~3mm。病斑常集中于

主脉和侧脉两侧。病斑从褐色变成灰色

或白色，中心坏死，边缘组织失绿。病重

时斑点常融合成大斑，天晴时发脆破裂。

米饭是人们经常食用的主食，人们

在做饭时往往会把淘米水倒掉或喂猪，

认为它没多大用途。其实淘米水是个

宝，大米表面的维生素、无机盐、蛋白质

和淀粉特别容易溶于水中，在对大米进

行清洗时，头两道淘米水呈弱酸性（pH

值为5.5左右），洗过两次后，呈弱碱性

（pH值7.2左右），很适合清洗物品，可以

代替肥皂水洗掉皮脂。用淘米水洗脸、

洗手会使皮肤变得光滑、有弹性。用淘

米水清洗长发，可使头发光洁。用淘米

水还可以洗碗筷、去除案板怪味、洗掉菜

刀上的铁锈。

重点来了，用淘米水浇灌植物还可以

防病虫。将每天的淘米水用容器收集起

来，保存时间长短不限。当出现烟草气候

斑点病时，取淘米水兑水（比例为1∶1），

用喷雾器叶面喷施，每隔3~5天喷一次，

连续喷2~3次。 （黄彦）

“七一”前夕，卢氏县烟草分公司主

要负责人席东峰，带着干部职工捐献的

4300余元现金和慰问品，来到卢氏县人

民医院住院部，慰问看望在这里住院的

朱书红，鼓励他早日战胜伤病，重返烟

叶生产一线。烟草干部职工的涓涓爱

心如一股暖流，让朱书红及其家人感动

得热泪盈眶。

朱书红是卢氏县东明镇铁峰村佐

家沟村民组的一名普普通通的烟农。

今年3月12日，他搭乘邻居家的面包

车从烟站拉物资返家途中，因地面结

冰，面包车发生侧翻，邻居司机当场死

亡，他受了重伤。后经过往车辆及时

拨打报警电话，朱书红被紧急送至卢

氏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因其头部、肺

部受伤，肋骨、肩胛骨多处骨折，不得

不转往三门峡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

目前，伤情有所好转，为了节省费用，

朱书红又转回卢氏县人民医院做后续

治疗。

为了医治伤病，家庭积蓄花光后，

朱书红又借遍了亲戚朋友，但仍有不小

的缺口。因朱书红所搭车辆未入商业

保险，加上车祸责任在邻居司机，所有

花费不在保险理赔范围。无奈之下，朱

书红18岁的儿子辍学回家，陪伴母亲四

处借债为朱书红看病疗伤。更为不幸

的是，朱书红预留的25亩烟田，因没了

主人打理而濒临荒废。

得知朱书红的不幸遭遇后，烟草部

门伸出援手，帮助朱书红渡过难关，使

其重树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卢氏县烟草分公司东坪烟叶收购

点负责人周俊峰，第一时间为朱书红送

去了500元现金，并帮助其将预留的25

亩烟田转租他人，避免了田地荒芜且有

了一些收入，解了朱书红的燃眉之急和

后顾之忧。

朱书红的妻子和儿子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来到卢氏县烟草分公司反映其

遭遇和困境，希望得到帮助。该公司在

没有政策、没有专项扶持救济经费的情

况下，紧急发动干部职工捐款4300余

元。

与此同时，卢氏县东明镇政府、卢

氏县民政局等单位，也向朱书红伸出了

救援之手，或看望，或慰问，或安抚，都

通过不同渠道，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

给了朱书红。

先前遇到“糟心事”，现在迎来“暖

心事”，朱书红信心倍增，躺在病床上的

他正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目前病情大为

好转。朱书红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政

府以及烟草部门的关心爱护，早日战胜

伤病，重返烟叶生产岗位。

柘城县烟草局（分公司）志愿服务队助力“智慧课堂”，为该县洪恩二中的贫困学生捐

赠了六台智能手机。图为7月3日，志愿者张明明（右一）、刘士杰（左一）在教学生如何使

用手机。 牛靖华摄

在我省烟区，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返

乡种烟，成为新时代烟农。回乡种烟的

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些困难，自身

如何应对这些困难？一是要转变心态，

回乡后可能面临一些舆论、心理压力，且

烟叶生产周期较长，要做好充分的思想

准备，坚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

念。二是要吃透政策，烟叶生产政策性

强、涉及面广，要积极与烟草部门联系，

吃透相关政策，做到“胸有成竹、积极配

合”。三是要保证资金充足，烟叶生产需

投入一定的资金，包括田租、物资、聘工

及专业化服务等费用，资金不足的要积

极寻求支持，保证“资金充足、不误生

产”。四是要学好技术，积极参与烟草部

门组织的技术培训，向有经验的老烟农

请教，掌握关键适用技术，做到“优质适

产、科技兴烟”。

大学毕业生回乡种烟，还离不开各

方的积极扶持和帮助。盘活、用好新时

代烟农这支队伍，要取其长，以“线上+

线下”的互动方式，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

性，把他们打造成拓展新视野、吸收新知

识、运用新技术、尝试新方法的创新者；

励其志，用身边的典型事例鼓励他们成

为善于思考、敢于转变、勤于努力的新型

创业者，立足烟草种植，放眼新农村建

设，用知识和智慧投身现代烟草农业建

设；增其能，鼓励他们把专业知识与烟叶

种植、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知识

和信息资源，生产高知识含量和高附加

值的特色农产品，带动烟农发掘增收新

渠道；磨其心，动员他们加入合作社、服

务队等烟农组织，通过对市场探索不断

增强产业资源后期利用，把他们打造成

新型实业家。

当地政府或者烟草公司可以牵头

成立大学生创业联盟，配套一些扶持政

策，也便于他们互帮互助、加强交流沟

通，让他们身心有归属感，有利于他们

扎根创业。一是要帮助他们做好土地

流转，让土地的优势和价值真正发挥出

来。二是要努力做好技术培训，激活农

业科技要素，通过委派专家、选派骨干

烟技员等方式，对其创业加强指导和培

训，提高其创业积极性和种烟管理水

平，帮助其尽快积累生产管理方面的知

识和经验，并积极主动了解他们在创业

中存在的困难，做好各方面持续性支

持。

此外，各方还要勤沟通多引导，帮新

时代烟农打消顾虑、树立信心。受传统

观念影响，不少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可

能会担心他人带着“有色眼镜”看自己。

被寄予厚望的大学毕业生，回到家乡从

事父辈的工作，大学生光环与烟农身份

可能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也成为不

少回乡创业大学生面临的第一道心理障

碍，需要各方重视，积极给予引导和帮

助。 （辛严）

□李根栓

烟草人观察大学生返乡种烟
还需多帮扶

烟农朱书红的“暖心事”

□叶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