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灵宝市透山烟区被列为国

家级“烟区产业综合体”试点，当地政府

及烟草部门以朱阳镇透山烟叶示范区为

中心，覆盖透山、新店两个行政村，规划

建设基本烟田3000亩，种烟面积1500

亩。综合体内配备各类机械100余台、

育苗大棚28个、烘烤工场两处共60座

烤房（包含热泵电烤房20座）、蚜茧蜂繁

育基地1处。在稳定核心烟区的基础

上，“多点开花”带领烟农增收，打造乡村

振兴“新样板”。

启动绿色发展“双循环”

“俺既是综合体的烟叶种植户，也是

苹果种植户。苹果地里施的是自家烟秆

回收制成的有机肥，‘金叶子’加‘红果

子’，收入不少于20万元呢！”12月17

日，灵宝市朱阳镇透山村村民任宝丽笑

得合不拢嘴。

任宝丽常年种烟20余亩，另外还有

5亩苹果园。往年让他无从下手的烟

秆，在烟草部门的悉心指导下成为苹果

丰收的“金钥匙”，助其开启致富的“密码

锁”。利用烟秆钾含量高的特性，经过统

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推广后的秸秆化

身有机肥，“透山-朝阳苹果有机肥”品

牌成了烟区产业综合体的“金名片”。今

年以来共回收秸秆1000亩，沤制肥料

150吨，375亩果园受益，带动贫困户务

工收入3万元。下一步将与果汁厂开展

合作，利用苹果渣和菌菇袋料加工烟叶

有机肥，持续丰富“透山-朝阳有机肥”

系列产品，进一步完善资源综合利用闭

环。

积极与塑料品生产厂家合作，合作

社统一地膜回收，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生

产再生塑料产品；积极对接烟草行业需

求，帮助企业解决产品销售问题，形成良

性循环。地膜回收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

地膜污染问题，也为烟农增收致富开辟

了新渠道。2020年，回收地膜100余

吨，生产塑料颗粒20余吨，产值30万

元，利润10余万元。

赋能专业化服务“强引擎”

“我们通过整合现有职业烟农，提供

专业化服务，解决‘谁来种烟’‘如何种好

烟’的问题。”提起烟农“队伍转型”，透山村

鑫源烟叶合作社负责人任金禄信心满满。

稳定优质核心烟区、稳定烟农队伍

是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今

年，鑫源烟叶合作社不断拓展服务职能，

形成了“5+4+N”延伸项目服务新体系

——育苗、机耕、植保、采烤、分级等5个

环节的专业化服务，物资配送、设施管

护、技术推广、信息服务等4项拓展服

务，以及辅导员聘任管理、示范园区建设

等N项服务职能。

持续培育生产经营主体，分类整合

现有烟农，一支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规模化程度高的职业烟农队伍成为透山

烟叶种植“主力军”，实现了稳定烟区与

烟农增收的双赢格局。

烘烤师活跃在田间地头，穿梭于座

座烤房之间；分拣案台上，金灿灿的烟叶

在分拣员的指尖灵活跳动……烟叶烘烤

质量的“采烤一体化”工程及专分散收让

灵宝烟叶烙上了“满足工业需求”的特色

印记。今年，鑫源烟叶合作社为周边群

众提供就业岗位256个，助农增收128

万余元，点燃就业“强引擎”。

提升产业综合体“新动能”

利用闲置育苗棚配合现代技术种出

有机西红柿等蔬菜，利用轮作土地种植

中药材天南星、油葵、小麦……多元化产

业照亮了透山烟叶产业综合体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

“产业综合体主打有机绿色农产品，

让闲置的育苗棚及轮作土地真正发挥作

用，将多元化增收产品做出口碑、做强透

山品牌。”新店烟叶工作站站长孙鹏说。

共享行业人员、设施、技术、理念，实

现非烟产业基地化、绿色化、集约化、现

代化、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带动烟农多点

受益正是综合体的价值所在。

2019年，透山村闲置的16个育苗

大棚以出租方式种植蔬菜，实现农户增

收5万余元，带动就业6人。鑫源烟叶

合作社积极开展订单生产，与大型商超

固定合作，烟农收入进一步得到了保障，

2020年，出租育苗大棚28座，通过果蔬

种植品牌化管理，在实现租金收入1.6万

元的基础上，助农增收15万元，带动就

业10~20人。

“我们将以综合体建设为契机，不断

深化烟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叫响

灵宝烟叶特色品牌，助推乡村振兴，为当

地县域经济发展贡献烟草力量。”灵宝市

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李致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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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齐大村

“永见”和“明浩”开启致富路

崔会强“黄金叶”里掘金忙
灵宝市

烟区产业综合体
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张昉张学新

12月16日，走进新安县南李村镇森

洼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虽然天气寒冷，

但合作社负责人崔会强却忙得汗流浃背，

他正和工人们在烟地里冬耕犁地，为来年

烟叶丰收做准备。“这烟叶可是货真价实

的‘黄金叶’，今年光靠种烟卖烟，收入就

达110多万元，明年规模更大，还会更

好！”崔会强喜滋滋地说。

2013年，由于养殖市场不景气，崔会

强关掉自己的养猪场，进入森洼烟叶种植

专业合作社打工。在合作社从事管理工

作5年后，他不仅学会了各种种植、管理

技术，也看到了烟草市场的前景。2018

年，得知合作社要转让的消息，他二话不

说正式接手合作社，从南洼村流转了210

亩土地，开始走上种烟致富路。

第一次自主种植烟叶，他心里没底，

在前往洛宁、渑池等地走访考察后，还是

有些顾虑。县烟草专卖局了解情况后，及

时伸出援手，为他推荐了抗病、抗倒伏的

烟叶品种，并安排技术员进行一对一指

导。此外，县烟草专卖局每年还会安排

2~3次的烟叶种植培训课，培训烟叶种植

技术、标准化生产等。

“种植管理过程中，起垄、整地、施肥、打

顶、抹杈、采摘、烘烤等都是有讲究的。比如

烘烤时，温度达到 39摄氏度时可以开

始排湿……”经过不断摸索和学习，崔会强

掌握了烟叶种植管理、烘烤技术。去年，森洼

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收入就达近100万元。

合作社的发展赶上了好时候。近年

来，县烟草专卖局为合作社配套修建了可覆

盖200多亩烟地的滴灌设备，两座200立方

米的烟田蓄水池以及3台烤烟机、40座烟

炕。同时，种植烟叶还能享受半价购买肥料

的优惠和水利设施、工艺深耕等各种补贴。

种植烟叶致富以后，崔会强还惦记着

周边的村民，优先面向贫困老人用工，常

年在这里务工的村民有20多名。年近70

岁的赵秀英已经在这里干了五六年，她

说：“村里很多老人年纪大了，又没有收

入，农活儿干起来不累，也不少挣钱，每年

种烟、收烟，我都会过来打工，一天能挣

6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将近2000元。”

经过两年的经营，崔会强的烟叶合作

社已经走上正轨。“今年村里又组织流转

了100亩地，准备进行烟叶种植。我要做

个带头人，带领村民一起种植烟叶，让我

们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崔会强信心满

满地说。

柘城县洪恩乡齐大村距安徽省亳

州市较近，素有种植药材的传统，但是

多年来主要为散户零星种植，无法形

成规模。

王春华是柘城县烟草专卖局驻齐

大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他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重点引导群众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种植和养殖业，带动群众脱

贫致富、稳定增收。

针对齐大村外出人口较多、留守

人员多为老幼体弱群体这一特点，

2017年，王春华联系了起台镇张国民

农业种植合作社，在该村流转土地260

亩，先后种上了苍术、白术、丹参、菊花

等中药材，既解决了部分农户劳动力

不足这一难题，又为贫困户提供了就

业岗位。合作社生产高峰期日均用

工50人左右，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

上。受其影响，该村村民齐永见流转

土地80余亩，成立了永见农业种植合

作社，种植辣椒、大蒜等经济作物，同

样带动了村民持续增收。

王春华还积极扶持有条件的村民发

展养殖业。村民齐广全家中人口和土地

较少，王春华就利用齐广全有饲养经验

这一有利条件，动员齐广全的儿子从外

地返乡，并协助他们成立了明浩养殖合

作社，发展肉牛养殖。2017年和2019

年，王春华两次协调为齐广全办理贴息

贷款各5万元，用于扩大生产经营。从

2017年两头肉牛起步，截至2020年

秋，合作社存栏肉牛已达27头，齐广全

家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专业户，被柘城

县洪恩乡命名为“科技脱贫示范户”。

如今，齐大村已拥有肉牛专业养

殖户4户，山羊养殖户16户，存栏牛、

羊、猪200头以上。

立冬刚过，风吹在身上也明显觉得凉了，

叶县常村镇文集村贫困户黄士峰刚吃过早饭，

打算把过冬的厚衣裳收拾出来。

“叔，在家里吧？”有人拍打着院门。

“在！”一听这声音，黄士峰高兴得像个孩

子一样赶紧去开门，“俺小峰来了。”

来的是一名身材偏瘦的中年男子，个头不

高，两只手都提着鼓鼓囊囊的大袋子，他熟门

熟路地走进里屋，把袋子里的棉被掏出来放在

了床上，又把米和油拿到了厨房。这个叫“小

峰”的就是来自叶县烟草专卖局的帮扶责任人

赵小峰，黄士峰是他对口帮扶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

见赵小峰又带了一堆东西过来，黄士峰慌

忙拦着：“你咋又带这么多东西来了，上次你买

的新衣服我还穿着哩，家里的米、面、油还多着

哩，你别再往家里送了。”

“这两天冷了，给你买了个棉袄，你试试看

合适不？”赵小峰掏出棉袄，帮黄士峰套上。

黄士峰现年72岁，患有眩晕病，无儿无

女，2013年因病致贫，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常年跟93岁的老母亲靠一点低保生活，日子

过得很艰难。三年前，叶县烟草专卖局将黄士

峰定为精准帮扶对象，赵小峰和其他四个同事

就成了黄士峰家里的常客，扶贫日没空就周末

过去，周末没空就趁中午、晚上下班过去，就这

样一跑就是三年。

“我也是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里穷，很早

就下地干活儿了，下过烟地，割过麦子，拉过架

子车，掰过玉米穗，我知道农村生活不易。看

到黄叔的家庭情况，我就想起小时候自己的父

母，咱能做的也不多，能帮一把是一把吧。”赵

小峰说。

就这样，院子脏了乱了“帮一把”，收粮食

时“帮一把”，缺吃少穿了“帮一把”，身体病了

“帮一把”，帮着帮着，黄士峰的日子就离幸福

更近了一点。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赵小峰还帮

黄士峰申请了“六改一增”，不仅把家里住了三

十年的破旧平房里里外外粉刷了一遍，院内也

搭建了防雨防晒的棚子，改建了厨房和厕所，

窗外大雨屋内小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现在住的、吃

的、穿的、用的、花的，都是小峰给我的，小峰就

跟我的亲孩子一样。”黄士峰说着抹起了眼泪，

“小峰还跟我说，现在国家扶贫政策好，贷款利

率低，还有合作医疗，党和政府这么努力想让

俺们过上好日子，俺也不能光等着别人帮。”

就这样，黄士峰开始在家门口找点零工做

做，既方便照顾老母亲，又增加了收入，再加上

赵小峰隔三岔五的补贴，家庭生活质量明显提

升。2018年，经人介绍，黄士峰重新组建了家

庭，爱人是个爱说爱笑、踏实勤劳的人，日子过

着越来越有劲了。

帮一把，改变了黄士峰孤苦贫困的日子；

帮一把，激起了黄士峰发家致富的信心。今

年，在赵小峰的帮助下，黄士峰向村委会提交

了贫困户小额无息贷款申请，他准备买几头牛

在家搞养殖，响应号召为国家“减负”。

“我还不老，还能干，我得靠自己双手致

富。”双手揣在新棉袄的兜里，黄士峰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收购一结束，渑池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就围绕冬季烟叶生产工作打稳

“地”基 ，用行动托起烟农致富新希望。

瞄准“好坯子”
脚印留在田地里

“终于把西川350亩好地规划在烟片

了！”渑池县坡头烟站生产员陈建华心中

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西川村这样的连片地对于地处山区

的坡头乡来说并不多见。土地平整，土质

厚实，道路畅通，远离村庄，新建电烤房离

此不远，新钻机井满足田地浇灌，种烟优

势突出，用老陈的话说：“这片地是生产上

等烟的‘好坯子’”。

这两年，渑池烟区个别地块由于连作

烟叶病虫害严重，这样下去烟农种烟效益

无法保证，烟区发展无法保证。

“不能简单地把预留耕地当作明年预

留烟田，坚决杜绝‘捡到篮子就是菜’的思

想，要做好甄别筛选，优中选优，真正实现

让好田地种上烟！”渑池县烟草专卖局（分

公司）主要负责人汪孝国说道。

该分公司各站点生产员对分包区域

预留耕地进行“地毯式”摸排，看土质土

层、作物茬口、生态环境，一块块宜烟耕地

面积在每周生产统计报表上不断增加。

同时，该分公司加大产业政策宣传攻势，

争取多发展一户是一户，多发展一亩是一

亩，稳定种植规模。目前，全县落实烟田

面积3.1万亩，其中轮作倒茬面积7752

亩，新开发烟田面积1578亩。

增施有机肥
烟地“吃”上“营养餐”

“我下手快，在附近宜阳县孔昌村牛

场以每立方米60元购买了100立方米牛

粪，50亩烟田全‘吃’上农家肥！”渑池县

桐树沟烟农鲁向阳说。

“今年我们从生产第一步就鼓励农户

增施有机肥，全面推广烟田冬深翻高起垄

工作。”该分公司主管烟叶的副经理赵建

立说道。同时，出台增施有机肥、机耕起

垄、示范片建设等方案，减轻烟农负担。

据统计，目前全县烟农大田施用有机

肥1781吨20970立方米，其中腐熟牛羊

粪15090立方米，土杂肥5880立方米，饼

肥467.15吨，商品化有机肥1314.7吨，覆

盖面积2.64万亩，预计90%以上烟田将

“吃”上有机肥。冬季深耕烟田面积达

2.86万亩，预计12月底前全面完成烟田

深耕工作，示范片起垄面积达到100%。

练好“基本功”
撑起致富新希望

“这辈子能登台亮相，多亏烟站给了

俺这个机会。”曾荣获2019年行业第一届

全国烟农增收创富大赛银奖的李合年与

烟农分享了种烟经验。

“这种培训听后很受教，说的全是‘干

货’，老李（李合年）把秦烟96品种品性摸

准了，哪个环节咋管理、烟叶长到啥颜色

再采收，把烟地里的活讲得真清楚！”烟农

崔成军搓着双手有种急于试一试的冲动。

在渑池烟农队伍中不乏种烟能手，如

何让他们在烟农中发挥“领头雁”作用？

如何实现好经验共享、好做法共用、思维

合拍共鸣呢？

“我们的做法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培

训方式上由‘说教型’向‘交流型’转变；二

是在培训方法上由‘单一型’向‘多样型’

转变；三是在培训方向上由‘技术讲述’向

‘问题解决’转变。”该分公司烟叶生产收

购服务部赵红朝介绍说。

初冬时节，在卢氏县杜关镇杜荆河

畔的草店、桑树沟、荆彰、显众、民湾5个

种烟村，鑫叶烟叶合作社理事长常青超

指挥着6台拔秆机、6台深耕机械在辖区

烟田内轮番作业。机械过处，一排排烟

秆应声倒下，一块块泥土泛着金光。

今年45岁的常青超是一个铁杆烟

农，种烟已有20年历史，是远近闻名的

种烟能手，也是新技术的率先实践者。

过去，常青超和其他烟农一样，种烟一

直靠牛犁人扛，种烟效益低不说，还累

得够呛。2003年，常青超购置了一台大

型拖拉机，通过机械耕作，种烟效率大

为提高，从那时起，他就对机械种烟情

有独钟。

2013年，卢氏县在常青超家乡所在

的荆彰村成立了鑫叶烟叶合作社，常青

超被推选为合作社理事长。在烟草部

门的倾力帮扶下，鑫叶烟叶合作社先后

配备了6台拔秆机、6台大型拖拉机、6

台旋耕犁、6台盖膜机、22台中耕除草

机，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和调配使用，服

务5个村4000余亩烟田。

为使机械充分发挥作用，常青超经

过长时间摸索，探索出了申请、立卡、派

单、监管和回笼“5步工作法”，按照先来

后到、远近结合、先易后难、由表及里等

科学调配方式调配使用这些机械，避免

了窝工和人为的机械损耗。

为使机械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常

青超向书本学、向电脑学、向行家里手

学、向专家学，成了机械操作方面的能

手，随时随地就可以解决机械故障。为

了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常青超早

出晚归，急为烟农所急，想为烟农所想，

尽全力保证整地起垄质量，满足了烟叶

生产所需。

“俺2021年预留烟田230亩，目前

拔秆整地已接近尾声，多亏了合作社的

这些烟草机械，让俺在种烟致富奔小康

的路上走得更快……”站在烟田边观看

机械操作的种烟大户杨伟方说。

“俺这几年种植的百十亩烟叶之所

以获得成功，合作社的烟草机械功不可

没。今后，俺还要继续多种烟、种好烟，

在致富奔小康路上步子迈得再大些、再

快些。”种烟大户杨占营附和说。

“省工就是省钱。俺这几年每年种

烟都保持在六七十亩，收入一直保持在

30万元上下，多亏了合作社的烟草机

械，没有这些机械助力，俺就不会有这

么多收入。”种烟大户呼延小鸽说。

现代烟草农业是烟叶生产的发展方

向，而机械耕作更是实现轻松种烟、愉快

种烟和科学种烟的必由之路。愿常青超

的烟草机械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种烟故事

烟草扶贫渑池县

打稳“地”基
托起烟农致富新希望

□席新超

□张艺童 陈越

卢氏县

轻松种烟 有“机”可成
□叶新波

黄士峰（右）和爱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刘恩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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