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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新波

“俺村163户烟农种植的2400亩烟

叶再获大丰收，户均种烟收入6.98万

元，亩均种烟收入4741.7元，这是近5

年来种烟收成最好的一年，交售完烟叶

的村民目前正在加紧准备明年的烟叶

生产！”卢氏县东明镇峰云村村支书张

小宝一脸喜气地说。

峰云村位于城乡接合部，是卢氏县

较早发展烟叶生产的专业村之一。据张

小宝介绍，今年他们村之所以取得这么

好的种烟效益，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种烟积极性充足。早年的峰云村

除鳏寡孤独老人和残疾人家庭以外，几

乎家家户户种烟。通过种烟，该村村民

较早摆脱了贫困，家家户户都在县城购

了房、买了车，过上了闲时为城里人、农

忙时为种烟人的幸福生活。高收益、高

回报使村民对种烟情有独钟，不少村民

感慨，这辈子就认定了种烟这一行当。

生产指导服务好。在烟叶种植的

各个环节，烟草部门发放《烟叶生产环

节技术明白纸》，举办生产环节技术培训

会，还邀请专家深入实地把脉问诊，生产

技术人员不间断地巡回指导，使烟农充

分掌握了整地起垄、配方施肥、防病治

虫、大田管护、采烤分级等烟叶种植技

术，切实提高了烟叶生产的科技含量，进

而提高了烟叶质量，保证了烟叶种得好、

收得好、烤得好、分得好、卖得好。

风调雨顺配合妙。峰云村处于黄

土丘陵地带，十年九旱是该村的真实写

照，但今年雨水却比较充足，加上烟草

部门援建的水池、水窖等烟水配套工程

在关键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该村烟叶

长得高、开片好、干物质积累多、油分

足，不仅提高了烟叶产量，而且也提高

了烟叶质量，高产加优质，自然就会产

生高效益。

烘烤分级质量高。近些年，烟草部

门扶持投入为该村建起了160座大密集

炕房，使家家户户在烘烤烟叶时不作

难，保证了烟叶烘烤及时到位。在烤后

烟叶挑拣分级时，烟草部门又及时为该

村派来了烘烤师、质检员，帮助村民把

烟叶充分挑准挑纯，使村民片片烟叶都

能卖个好价钱，避免了因混部混级混色

而造成级差损失。

交售烟叶不犯难。承担峰云村烟

叶收购工作任务的城关烟叶工作站，不

仅把优质服务做到了烟农心坎上，更是

配置了全封闭式自动化收购系统，把烟

农售烟时间准确界定到了几点几分，保

证了烟农随到随卖，减少了烟农在站等

待时间，使烟农把更多时间用到烟叶烘

烤和挑拣分级上。

“今年种烟效益高，俺们烟农乐陶

陶，来年继续种好烟，富裕生活节节

高！”峰云村种烟大户周国富动情地说。

□李建平

从灵宝市朱阳镇出发，沿着蜿蜒崎岖

的山道向西行驶15公里，便是马河口村。

在今年的烟叶收购旺季，作为全省第

一烟叶大镇的烟叶收购点之一，马河口烟

叶收购点自然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马河口村收购点给我们派驻人员最

大的感受就是管理规范、忙而有序，烟叶

收购秩序好、进度稳、质量高。”省烟草局

（公司）派驻第一站长宋光辉说，“尤其是

赵点长，他太让我感动了……”

说到妻子硬汉红了眼眶

赵点长名叫赵辉，今年42岁，中共党

员，在基层烟站工作已有16个年头。今

年8月，单位人事调整后，他从卫家磨收

购点来到了马河口村收购点，同样担任点

长。

9月8日，赵辉回灵宝市烟草局（分公

司）参加烟叶收购推进会。临近结束时，

家里突然打来电话说他的妻子晕倒了，不

省人事，正在送往医院。等赵辉赶到医

院，初步诊断结果已经出来：急性脑梗！

“才40岁呀！好端端的人咋会这样呢？”

慌了神的赵辉有些不敢相信。为了证实

这个诊断结果，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妻子

送往三门峡市中心医院。然而，让他极度

失望甚至有些崩溃的是，诊断结果和初步

诊断一致！

“让我吃惊的是，9月9日下午赵点长

就返回了收购点，而且迅速投入到了工作

中！”宋光辉说。

灵宝市烟草局（分公司）主要领导和

分管领导打电话，要求他安心在医院照料

妻子，不要考虑工作。谁料想，他满口答

应却没有“遵照执行”。为了确保9月22

日如期开磅，赵辉将妻子交给姑姑家的女

儿照顾后，自己就开车回到了收购点。

马河口烟叶收购点今年计划收购

1.65万担。开磅以后，赵辉全身心投入工

作，其间，除了请假一天到医院为妻子送

换洗的衣服外，再也没有回过家。“表妹打

电话说妻子瘦了许多，左侧上肢、下肢没

有知觉……”说到妻子，这个曾经当过兵

的硬汉瞬间红了眼眶，泪水在里面不停地

打转……

三次夜访石破湾

省烟草局（公司）派驻马河口烟叶收

购点的纪检员兰军说：“今年烟叶收购期

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赵点长三次夜访石

破湾，这事儿想想都后怕！”

开磅收购的第六天，石破湾村烟农张

新贵的烟叶因挑拣分级未能达到收购标

准而被退回，心中不服的他就持续拨打灵

宝市烟草局（分公司）设置的局长（经理）

举报热线反映问题。在了解情况后，白天

没空的赵辉就利用晚上时间来到张新贵

家中走访。

通往石破湾的道路全是山路，曲折险

窄，别说晚上行车让人害怕，就连白天也

让人提心吊胆。然而，赵辉第一次走访并

没有说服张新贵。于是，第二天晚上赵辉

再次前往，边讲政策边教他正确分级，这

次张新贵虽然没有了怨气，但并没有提出

“和解”。第三天，赵辉又去走访，不巧的

是天空飘起了小雨，这让本来就不太好走

的山路更加湿滑。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赵

辉干脆步行20多分钟赶到张新贵家里。

“赵点长，我没有按照标准去挑拣，却

怪你们服务不到位。你看，按照你教的挑

拣方法，我这两天挑拣的烟叶纯度高了，

一算账还能多卖300多元呢！唉，这事儿

是我做得不对……”看到眼前衣服全部湿

透了的赵辉，张新贵有些愧疚了。

□白晶晶

“尊敬的烟农朋友，您辛苦啦！感谢

您多年来对南阳烟区的大力支持！我们

为您一直坚持用辛勤汗水追求种烟致富

的梦想点个赞！”11月以来，南阳烟区的

烟农陆续都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

南阳市烟草公司给全市烟农写的这

一封信中，回忆和总结了今年种烟的得

失，详述了当前种烟惠农的政策，展望了

明年种烟的前景。

明年再好好干一年

“种烟虽然是个辛苦活儿，但总会有

满满的收获。在您的汗水浇灌下，小小

的烟苗也会茁壮成长为一片片令人欣喜

的绿叶，经过烘烤后，它们最终变成黄亮

亮的‘金叶子’，实实在在地帮老百姓鼓

起了‘钱袋子’……”唐河县王集乡邱坡

村烟农刘士民读到这里，不禁回想起30

年来与烟草公司结下的情分。为村里打

井、修路、建设烤房……近年来，当地烟

草公司不断改善村里种烟生产条件，持

续提高种烟科技含量。“俺们村1990年开

始种烟，有300多户种烟户，很多人通过

种烟挣钱致富，盖了新房、买了小车。”刘

士民说。

“由于疫情和天气原因，我今年种烟

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困难并没影响刘士

民种烟的信心和积极性，“烟站的人经常

来，疫情期间冒着风险搞育苗，平时手把

手教我们新技术。挣钱多少是一回事，

人家烟草公司对咱老百姓的情谊深，这

俺没啥说的，明年我准备了几十亩红薯

茬地，准备再好好干一年。”

“今年特殊的天气，打顶抹杈时间把

握要求不一样。”社旗县苗店烟农吴辉读

了信，对烟草公司帮助自己做好生产技

术落实记忆犹新，“当时烟草公司生产科

和烟站的同志，在我的烟地里盯了一个

多星期，帮助指导烟株盛花期打顶，帮我

解决了技术难题。”

今年南阳市烟草公司指导烟农落实

“1+4+N”施肥、推广水肥一体化等多项

生产技术。特别是后期，下发告烟农书、

制作动画宣传材料、深入田间地头现场

讲解，帮助烟农落实好病害防治、成熟采

购、烟叶优化等，持续增加烟农的种烟收

入。

烟草公司把咱当成了一家人

“入户指导分级、身份证预约交售、

派驻人员监督，今年烟叶收购让俺更深

地感受到了烟草公司为咱老百姓着想的

情分。”读到来信，邓州市彭桥镇烟农郑

国涛也深有感触。南阳市烟草公司全面

推行专业化分级入户服务，严格收购要

求，收什么等级就调什么等级，把属于烟

农的收益一分不少地给到烟农。

“我们还组织常态化进行收购监督

检查，注重现场检查与指导，统一的质量

标准，平衡县市之间、站点之间、磅线之

间等级质量差异，切实保护烟农利益、提

升南阳烟叶质量信誉。”南阳市烟草公司

烟叶生产科的李鹏说。

“明年我们将更加积极努力为您创

造更好的种烟条件。持续联合纪委监

委、公安加大扫黑除恶力度，依法依规加

强内部管理，保证您应得的收益。往年

有的补贴项目，将继续保持、稳步提高。

加大对煤改电项目的投入补贴，每亩地

可减少烘烤投入200元左右。持续为您

提供贴心的烟叶生产技术服务，修缮闲

置的烟站、库房，优惠出租给你们。利用

烟农培训学校、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方

式，为您送上种烟技术信息。筛选抗病

能力强、单产高的品种，增大推广面积，

新品种亩均收益预计可达6000元左右。”

对于明年种烟扶持措施，信里写得明白，

大伙儿读着也信心倍增。

“烟草公司把咱当成了一家人，我打

算明年多种烟、种好烟。”唐河县少拜寺

镇七台村的王华长预留了90亩烟田，比

往年足足多了30亩。

□李根拴

11月9日，随着东明镇庙洼村一组

烟农郭山青最后一磅上橘二烟叶称重

入库，卢氏县2020年烟叶收购工作落

下帷幕，圆满收官。得到实惠的烟农一

边忙着手中的活计，一边回味着今年的

生产、采烤、收购过程。

地里长出了好坯子

“眼下这种烟呀，要种养结合，以养

为主。”横涧乡马庄村烟农李邦牛是个

“老把式”，一年下来收入在村里老是挑

头冒尖。这天，老李与几个伙计聚在一

块儿说烟事，说到高兴处，老李不由得

发出感慨。

“以前吧，啥烟都收，只要烤出来都

能换俩钱，如今不行了，就连下橘二都

限量收购。”老李的感慨得到了堂兄李

西平的赞同。

“大哥、二哥，那你们快说说，咋样

才能把烟养好？”冯长礼是这两年才发

展起来的新户，效益一直不是很理想，

比起老李弟兄俩总是错一大截儿。

老李点上一支烟，美美地抽了一

口，说道：“这养烟首先要养地，第一条，

要倒茬，一块地不能连着种，隔两年要

倒一次。今年我在前村开了14亩撂荒

地，烟叶无病无灾，卖了7万多块钱。第

二条，要赶在上冻前把烟地深翻一遍，

让土壤充分冻垡。这第三条，要用好粗

粪，这一点最重要。我这些年种烟，每

亩地牛羊粪用量没有下过300公斤！”

“还有两点也很要紧。”李西平接过

话茬说，“第一，基肥要条施，采用条施

法，烟根扎得深，耐旱。要增加钾肥用

量和次数，每亩多用上三四公斤，分别

作基肥、追肥和叶面肥，烤出来的烟叶

货色好。第二，要舍得把下部那几片烟

叶打掉，把节省出来的养分供给中、上

部烟。我今年每棵烟最少打掉5片，收

入不但没有少，还多卖钱了。”

“我今年这十几亩烟叶，块块好，棵

棵好，地里长出了好坯子，多卖钱就是

情理之中的事了！”老李激动地说。

“我有点悟出门道了。”听老李弟兄

两个这么一说，冯长礼似有所悟。

烟炕烤出了好东西

“玉红哥，来，我敬您一杯，今年多

亏您了，我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分类编

杆，分类装炕，烤出来的烟叶就是好，通

杆黄，满炕黄，一炕烟叶总能卖上一两

万块钱！”前两天，在东明镇先峪村，几

个年轻后生聚在樊玉红家，一边喝着小

酒，一边高兴地议论着今年的种烟心

得，开席前，杨留生第一个站起来，郑重

其事地给樊玉红敬了杯酒。

“以前吧，我总是怕耽误功夫，舍不

得花那几个工钱，采回来的烟叶不分青

红皂白，串到一块儿，入到炕房里，点火

就烧，结果费了老大的劲儿，炕出来的

烟叶‘色彩斑斓’，挑拣时费工费时不

说，还卖不上好价钱。今年，我按照玉

红哥教给我的方法，把鲜烟分分类，然

后编杆上炕，烤出来的烟叶一道色，好

挑了，省事了，多卖钱了！”说到高兴处，

杨留生显得有点激动，眼里噙着泪花。

“分类编杆、分类装炕是今年重点

推广应用的烘烤措施。为了把这项措

施落地落细，发挥作用，我们邀请县内

烘烤达人登台现身说法，教方法，说效

果。全县21名烘烤主管、231名GAP

技术员、197名烘烤师总动员，纷纷走进

各自分包村组、分包农户，开展面对面

宣传，点对点交流，将樊玉红、侯建军落

实‘两分’措施操作方法、烘烤效果、心

得体会，在全县微信群里分享，引导全

县烟农跟着学，照着做，2020年全县烟

叶烘烤黄烟率达98%以上。”推广站副

主任农艺师杨芳高兴地说。

烟站收出了好价钱

“种烟要靠技术，卖烟要靠诚信。”

说起卖烟，杜关镇民湾村烟农骆战峰感

触最深，“今年，我在挑拣分级时，按照

‘4333’操作法，去青去杂，去高去低，把

深橘黄、浅橘黄和柠檬黄分开，同一捆

烟叶部位一致、颜色一致、长短一致。

烟叶纯度好了，到烟站卖烟回回没有掉

过级，挑啥等级卖啥等级！”

“咋不是哩，以前吧，在家挑烟时，

总是抱着浑水摸鱼的想法，老想在黄烟

里夹点青烟，在好烟里夹点赖烟，结果到

烟站卖烟时费时费神不说，老是不称心，

总是抱怨烟站压级坑人。”说起诚信卖

烟，同村的来志超也有同感，“今年就大

不一样了，按照烟站指导的方法挑拣分

级，到烟站卖得快，价钱好。我们既然把

种烟当成一种职业，就要把诚实守信放

在前头，再不能干那偷奸耍滑的事了！”

“今年，我们把推进‘4333’分级工

作法作为提升等级质量的抓手，组织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烘烤现场、烟农家中，

做宣传，搞培训，夯实初分基础，制定考

核办法，成立考核小组，加强检查考核，

注重结果应用，烟叶等级纯度提高到了

一个新的水平。烟叶收购进度快、质量

高、烟农增收效果明显！”卢氏县烟草公

司烟叶收购服务部主任王志军说。

本报讯“明年，全县烟叶种植面积力

争在万亩以上，咱烟农要紧抓机遇实现产

区稳定发展，持续增收。”11月16日，全面

推动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消息一经传

开，镇平县各乡镇的烟叶种植合作社“炸

开了锅”。

“烟草产业是助推全县经济发展的重

要产业，是促进农民增收、财政增长、推动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的重要产业，咱烟农要

总结经验，在科学种植上狠下功夫。”镇平

县曲屯镇齐岗村烟叶种植合作社理事长

李进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镇平县烟草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介绍

说，烟叶产业在促农增收、精准扶贫工作

中发挥了产业引导作用。2021年全县将

主导烟田种植面积万亩以上，着力在优化

区域、优化地块、优化农户上狠下功夫，充

分彰显生态优势，实现产区稳定发展，烟

农持续增收。

在优化区域上，该县以工业需求为导

向，突出生态优先、质量优先、特色优先，

做优做强普通县向重点县发展，在2021

年发展1万亩种植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提升种植集中度、宜烟乡镇集中度、

轮作烟田集中度，将7个产烟乡镇种植规

模稳步提升，高端原料示范田占比达40%

以上，实现了典型带动整体推进，示范引

领，确保全县烟叶面积发展。

在优化地块上，为给来年烟株的生长

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对规划的高端原料

示范田取土化验，结合前茬作物、土壤肥

力、绿肥掩青、灌溉条件、病虫害发生情况

进行“优中选优”。重点调整土壤质地较

差、灌溉条件不好、烤房不太充足的烟田，

淘汰氮素含量高、病菌较多的地块。

在优化农户上，各烟站要培养懂技

术、善管理、有经验的职业烟农，综合规

模、技术、诚信等多项指标开展职业烟农

培养和评定，重点是优化100亩以上特

大户，调整5亩以下特小户，剔除不诚信

烟农，重点发展30亩左右的本地职业烟

农，使亩均效益与户均规模实现最优结

合，确保烟农队伍的稳定和整体水平的提

升。 （刘理政李兆中）

一封信里的“金叶情”

烟草人风采让人感动的赵点长

峰云村
今年种烟效益高

烟农把酒话增收

镇平县
“三优化”促烟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陈启
强 焦迎新）11月18日下午5点50分，

漯河市公安局、市烟草局在京港澳高速

漯河站举行欢迎仪式，欢迎“7· 02”专案

组凯旋。

自“围歼二号”卷烟打假专项行动

开展后，漯河市公安局、市烟草局于今

年7月2日，在省内某市成功捣毁1处

卷烟制假生产窝点，并被公安部、国家

烟草专卖局列为部级督办案件。7月

29日，漯河市公安、市烟草局成立专案

组，进一步加大对“7· 02”部督案件的扩

线侦办力度。通过5个多月的科学研

判、深挖细查，11月16日，漯河市公安

局、市烟草局共出动80余人，兵分13

路，对涉及“五省六地”的上游制假犯罪

团伙开展跨省异地收网行动，行动中查

获大量银行卡、手机等涉案物品，主要

犯罪嫌疑人已基本到案，案件取得阶段

性成果。

简单而又隆重的欢迎仪式举行后，

在市烟草局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市公

安局食药环支队栗魁支队长简要汇报

了“7· 02”案件的侦办情况。

漯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喻

全胜传达了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李军信的指示，一是向参战的同志们

表示祝贺，二是扩线侦查，力争战果最

大化，并代表市公安局党委对所有参战

单位的人员表示祝贺和感谢。

省烟草局专卖处调研员朱超杰向

全体参战的公安干警、烟草专卖执法人

员表示祝贺。他说，“7· 02”案发后，漯

河市公安、烟草部门紧密配合、循线追

踪，不断扩大线索，历经5个多月的艰

苦奋战，成功锁定制假上游环节，实施

异地收网，向制假分子展示了漯河力

量。

近年来，漯河市公安、烟草部门在

省公安厅、省烟草局和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持续加大卷烟打假工作力

度，取得了重大战果，多次受到了公安

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通报表彰和贺信

鼓励，为河南卷烟打假贡献了漯河力量

和智慧担当，为全国卷烟打假作出了应

有贡献。

据悉，下一步，漯河市公安、烟草部

门将坚决落实省公安厅、省烟草局部署

和要求，继续发挥联合打假机制作用，守

住自己的家、跨出自己的门，发挥好漯河

卷烟打假的“尖刀利剑”作用，打出漯河、

打出河南，为全省、全国卷烟打假作出新

的贡献，全面做好“7· 02”案件收官工作，

争取办成全国有影响的精品案件。

“7· 02”专案组凯旋

卷烟打假展示漯河力量

“7· 02”专案中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基本到案 姚艳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