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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4月20日，是农历谷雨节气，这天早

晨7时许，卢氏县杜关镇荆彰村种烟脱贫

户任志君就早早起床，一边准备好当天下

烟田覆盖的地膜，一边从箱底取出叠放整

齐的国旗，快步来到门前的旗杆下，在十

余名乡亲恭恭敬敬的注目礼下，伴着雄壮

的国歌声，缓缓地把国旗升到了旗杆顶

上。随即，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

今年59岁的任志君是荆彰村3组

的一名普通群众，平常靠打零工勉强维

持生计，2016年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自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在乡

村干部和驻村工作人员的对口帮扶下，

任志君从种烟开始，经过试种、扩大规模

和巩固发展等阶段的不懈努力，从“门外

汉”变成了种烟行家里手，从小打小闹变

成了“种烟大户”，如今他家种烟20余亩，

年种烟收益超10万元。随着家庭收入的

增加，任志君家的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他不仅还清了外债，摆脱

了贫困，还盖起了做梦也不敢想的宽敞

明亮的新房子。为了确保他家稳定脱

贫，村里给他分配了公益岗，让他当上了

护林员，使他在种烟之余还多了一份稳

定收入。他自己也信心十足，干劲满满，

做到种烟和护林两不误。通过不懈努

力，2018年10月，任志君家光荣脱贫。

脱贫攻坚好政策给村里和自家带来

的新变化，让任志君时时感怀于心。这几

年，村里新修了公路，安装了路灯，新建了

幼儿园，还发展了烟叶、连翘、核桃、玉露

香梨等致富产业。符合条件的贫困群众

都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日子越过越

红火。看到这些变化，任志君琢磨着用什

么方式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

2019年国庆节后，他躺在床上辗转

反侧时，突然想到在搬迁房所在的小区

门口建升旗台，架旗杆升起五星红旗。

在咨询村干部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

任志君自费购买了10米长的旗杆，在小

区门口修建了升旗台。他的做法让村

里人颇为钦佩，也纷纷加入升国旗仪式

中来。从此后，每年“五一”“十一”两个

节日前夕，他都会举办隆重的升国旗仪

式。每次升国旗，村里都像过节一样热

闹，大家穿上干净的衣服，自发地来到小

区门口与他一道升国旗。仪式虽然简

单，但同样庄严肃穆。在任志君和众多

小区居民的注目下，一面鲜艳的五星红

旗伴随着国歌声在朝霞中冉冉升起。许

多从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村民在家门口

看到了升国旗，感到既新鲜又激动。新

鲜的是，足不出村就能看到肃穆而庄严

的升国旗仪式，把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的

画面还原到现实生活中来，了解到了许

多升国旗知识，增强了爱国旗、护国旗的

神圣使命感和自豪感。激动的是，通过

种植烟叶，他与乡亲们一道实现了脱贫

摘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今年的升国旗仪式比以往来得要

早一些。任志君说，他今年已早早把烟

叶生产整地起垄农活干完了，目前万事

俱备只待移栽。为了表达搬进新楼房

的喜悦之情，他要提前隆重举办一次升

国旗仪式，让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伴随

他和乡亲们在脱贫致富奔小康路上走

得再快些、再稳些。

参加升国旗仪式的村民骆伟国也

激动地说：“看到升国旗，感到非常骄傲

和自豪。祖国越来越强大，脱贫户享受

到党和国家很多好政策，俺们一定要铭

记这份恩情！” （莫绍辉叶新波）

世界读书日，党史学习时。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渑池县烟草专卖局（分公

司）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读书活动，旨在让干部职工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力量。 徐鑫摄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王培钦高瞻

“说实话，刚开始我不看好建终端店。可

高经理一趟趟来，反复给我做工作，我终于同

意了。开工第一天，高经理直接拉着玻璃来

了，手里还拿着电钻，亲自动手给我装。真没

想到，一个文弱小姑娘这活儿都能干！终端店

建成后，我的生意真的比以前好多了！”4月12

日，烟草零售商魏朝阳提起许昌市烟草公司建

安分公司的客户经理高静雅，口中满是称赞。

工作中，高静雅秉承“国家利益至上、消

费者利益至上”的烟草价值观，坚守在服务卷

烟零售客户的第一线，用贴心的服务、专业的

指导、无私的付出，赢得了广大客户一致称赞

和同事们的高度信任，客户满意度连续多年

位居许昌市前列。2020年，她被评为“河南

省烟草商业系统十佳客户经理”。

高静雅把提升客户盈利水平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终端建设、自

律互助小组建设，还是“金叶通”管理平台的

推广，只要是对商户有利的，她都会不厌其

烦、耐心地把经验做法分享给更多商户。

据了解，2020年，由于工作业绩突出，高

静雅从综合客户经理转任专职信息经理。面

对新的工作岗位，她利用工作之余主动学习统

计学、计算机、Python编程等知识，提升自己

数据采集、分析、运用能力。为扩大自动采集

客户样本量，她在全市率先以线上直播的方式

开展“金叶通”使用方法培训，引导客户通过扫

码分析优化品类组合，同时摸索出了“一抽、二

验、三盘”的工作方法，带领许昌市建安区烟草

专卖系统在信息采集工作中走在全市前列。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一名党员，

高静雅主动担任疫情防控志愿者、宣传员。

在得知卷烟配送人员紧张，她主动请战，承担

了为确诊病例所在乡送货的任务，送货的同

时还不忘向客户宣传防疫小知识，为客户送

去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疾风知劲草，细微见真情。高静雅用忠

诚与信念、爱与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

“烟草人”的精彩。

□本报记者李萌萌

“李书记能再次来驻村是俺村老百姓的福

气。”4月19日，淇县黄洞乡鱼泉村正在领红薯苗

的冯然英高兴地告诉记者，每年免费领红薯苗成

了鱼泉村村民的福利之一。

2015年9月，鹤壁市烟草局职工李献国受组

织选派到黄洞乡鱼泉村任驻村第一书记，2018年

2月任职期满回单位。2020年3月，在群众中“扎

根”的李献国再次回到鱼泉村任职，得到老百姓的

阵阵欢呼。

鱼泉村位于淇县深山区，下辖4个自然村，共

有262户、980人，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户185

户、632人。李献国驻村后，2017年鱼泉村就顺

利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群众满意度达100%。

这个李献国到底有啥“能耐”？

记者走在鱼泉村硬化的街道上，发现街面整

洁，垃圾桶摆放有序，农户栽种的香椿树绽放着新

叶，散发出阵阵清香。

“我们鱼泉村是个靠天吃饭的穷山沟，以前因

为浇地，村民能打个你死我活。李书记上任后一个

月，就帮俺们打下了这眼期盼了几十年的水井，救

活了俺村人的命。”84岁的王玉林握住记者的手，

一个劲地感谢这个“李书记”。这也是李献国驻村

后“首战”，从此村民有了凝聚力，也有了信心。

李献国是个“抠门”书记，也是个大方书记。

预算上百万元的村服务中心项目、自来水改造项

目，他发动群众“自扫门前雪”，几十万元拿了下

来；争取环保资金建了公厕，争取党建资金建了村

卫生室，争取扶贫资金建了文化活动广场，在他的

精打细算下，多个项目有条不紊地推进完成。

沿着水泥路走进鱼泉小学，一名年轻的女教

师正在给一名学生补课。教室北墙书柜里满满的

书籍，是李献国号召鹤壁市烟草局的同事们自发

捐资购买的。组织曾奖励3000元，他分文未动给

鱼泉村的贫困学生每人购买了一套品牌运动服。

李献国是个热心书记，也是个“搭钱”书记。

2018年1月28日，新乡第二监狱给李献国寄来一

封信。这源于2012年鱼泉村村民金喜的儿子因

命案被判了死缓，老两口在村里抬不起头，孙子也

因此患上自闭症。2016年4月，李献国开车带着

金喜老两口头一次去监狱探视，并向金喜的儿子

承诺，只要好好改造，每减刑一次就带老人去看他

一次，家里的孩子只要好好学习，村里会帮忙完成

学业。自此，李献国常常收到来自监狱的信件，他

也一封封回复给予鼓励。

50岁的李献国把金喜的孙子当成自己的孩

子。经过家人同意，放假期间李献国带着孩子回

自己家住，给他洗澡、买衣服，带他逛公园、看电

影，给他讲做人的道理……“我们都成了亲戚，即

使不驻村我也常去看他们。少吃一顿饭，少穿一

件衣，能帮扶到更多人，我觉得值。”李献国说。

李献国是个“不怕死”的书记，也是一个守承诺

的书记。2020年4月21日，村里70多岁的脱贫户

冯水英家突然着火，正在为群众办理养老保险的李

献国听到消息赶忙跑去，看着已蹿起两层楼高的火

苗，李献国二话不说跳墙过去，打开水龙头接满一

盆盆的水往火上浇，群众闻讯也来帮忙，2个小时

的救援后李献国成了“黑人”，头发也被烤焦了。

村里的脱贫户栗黑蛋曾是村里出了名的“硬

茬”，一度与村里闹得很僵。儿子得了白血病，他

又被查出食道癌，李献国得知后主动去沟通。强

硬的栗黑蛋只提了一个要求，给父子俩凑两口棺

材钱。李献国二话不说自掏腰包放下800元，第

二天又凑了2400元给他送去，3个月之内父子俩

相继去世，李献国又帮栗黑蛋的妻女申请了异地

搬迁，安排了公益性岗位。

“有困难就找李书记，过不了年，看不了病……

都可以找我。”这是李献国给村民的承诺，也是他任

驻村第一书记给自己的承诺。

4月19日，在宜阳县盐镇乡耿沟烟叶

育苗基地内，技术员李联合正穿梭在20

个烟叶育苗大棚之间——眼看要下雨，他

得进入各个大棚测试温度和湿度，查看烟

苗生长情况。

烟叶育苗大棚看似与普通大棚无异，

但其中的科技含量不可小觑，“秘密”就藏

在地上的一个个漂盘里，这是漂浮育苗技

术的关键工具。漂盘呈长方形，内部有很

多小格子，装有深褐色的基质。

耿沟烟叶育苗基地隶属石陵烟站，该

站站长张世万介绍，基质实际上是一种成

分特殊的土壤，有利于烟苗集中培育。这

项技术是洛阳市烟草部门和河南科技大

学等院校联合攻关的科技成果之一。

漂浮育苗技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

育苗前，技术人员对大棚和漂盘进行熏蒸

消毒，设置脚底消毒池和防虫网。然后，

在大棚地面铺上塑料布，注水后将种有烟

苗的漂盘放在水上，使其“漂浮”，便于及

时增减水量。育苗过程中，技术人员要及

时调整大棚的通风和保温状况，防止烧

苗、冻害等情况发生。一般来说，一个大

棚能放置1000个漂盘，所育烟苗可供

150亩烟田使用，一盘成熟烟苗售价只有

5元。目前洛阳市共有79个育苗点，拥有

1184个育苗大棚，能够满足辖区所有烟

农用苗需求。

漂浮育苗技术不仅给烟农带来实惠，

还给育苗户带来很大收益。耿沟烟叶育

苗基地自2012年建成投用后，当地人周

会志开始承包大棚育苗。育苗期结束后，

他把成熟的烟苗卖给烟农，再利用大棚种

植其他经济作物，实现无缝衔接。目前，

洛阳市的烟叶育苗产业模式已经成熟：烟

草部门投资建设育苗基地后移交给地方

政府，并为基地提供烟苗和技术服务；育

苗户承包基地后，负责育苗期的日常管

理。

小漂盘托起大产业，科技富农未来可

期。据悉，每年2月底至4月底是烟叶育

苗期。近年，洛阳市烟草部门大力推广漂

浮育苗技术，既保障了烟农的切身利益，

又带富了一方群众。（赵硕志辉蔡璐）

“王李楼烟区产业综合体硬件建设

已经全面启动，项目建成后将为堂街镇

的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

力。”近日，在郏县堂街镇关庄村，镇长

李新阳看着热火朝天的测绘工地兴奋

地说。

据介绍，郏县堂街镇因自然资源

好、烟叶质量优、产业有特色，入选全国

第一批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试点单位，

同时享受郏县政府强农惠农政策和平

顶山市烟草公司帮扶政策。

“以前王李楼、关庄附近没有育苗

设施，移栽时烟农需要跑到几里外的育

苗工场，增加了烟农劳动量。今年烟草

公司在综合体内配套建设20座钢骨架

育苗大棚，50座新能源烤房，近千平方

米的烟叶挑拣场所，近千平方米的农机

存放场所及70多台（套）机械，使周边

40多户烟农不出村就能享受到这些设

施装备带来的便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

率。”堂街镇烟草办公室主任马迎亮介

绍。

“关庄村产的优质烟叶是卷烟企业

的抢手货，去年全村群众靠烟叶种植实

现了增收。”关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宏伟

介绍，和其他农产品相比，烟叶价格稳

定，扶持力度大，烟农收益有保障，尤其

是产业综合体“两场”的建设，为烟叶产

业发展提供了高效设施保障。

赵宏伟表示，下一步该村将把“一

村一品”的洋葱产业和产业综合体有机

融合起来，形成以优质烟叶为主体，二

红洋葱和商品红薯为两翼的发展格局，

建基地、育产业、做品牌、拓市场，为关

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吃下“定

心丸”。

“我是去年加入伟科合作社的，光

收购环节的挑拣分级服务就收入了

8000多元，今年合作社安排我负责综合

体内青贮玉米的业务，我们已经和镇政

府谈好了定向供应计划，就是通过这

200亩的青贮玉米为镇上正在建设的现

代红牛保种育种场的饲料储备打个‘提

前量’。”关庄村农民张红阳说，“只要有

技术、肯吃苦，跟着合作社一年四季有

活干，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勤劳致富，我

对咱合作社的发展充满信心。”

“2021年产业综合体以堂街镇伟科

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平台，统一流转

1500多亩农田，通过‘村两委+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开展‘烟叶+特色农

产品’产业的循环种植，确保农民获得

承包土地流转金、就地务工收入、村集

体经济收益分配、合作社盈利二次分红

等多项收益，全力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平顶山市烟

草局生产科科长李俊营介绍。

（陈旭初）

小漂盘托起烟叶育苗大产业
漂浮育苗技术为宜阳县烟农带来实惠

搬迁房前国旗升

郏县堂街镇发展烟区产业综合体

产业融合拓宽烟农致富路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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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记来驻村是俺们的福气”
——记鹤壁市烟草局驻村第一书记李献国

烟故事

眼下，正是春耕备播的黄金时期，整地施肥、起垄覆膜……烟农们忙碌的身影与一排排起垄整齐的烟田交相辉映，勾

勒出一幅人勤春光美的图景。

图① 近年来逐渐成熟的小苗膜下移栽技术为汝阳县烟农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4月17日，该县城关镇杨庄社区海

德家庭农场员工在移栽烟苗的农田覆盖地膜。 康红军何向姗摄

图② 4月14日，在西峡县田关镇的烟叶育苗大棚内，技术人员正对烟苗进行剪叶处理，以促进烟苗根部发育、生长整

齐，为即将进行的大田移栽做好准备。 王玉贵赵征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