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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无人机飞进了烟农“心田”

6月25日，卢氏县显众村村民王

铁梁的烟田里热闹非凡，大家你一句、

我一嘴地议论着……

“这飞机还能洒农药？真稀奇！”

“这能有咱亲手洒药强？看着就

是表面功夫！”

“那可不一定，听说好多地方都用

这个呢！”

王铁梁眉头紧锁，顾不得乡亲们

的言语，目光紧紧聚焦在一架四翼无

人机上。来自三门峡市烟草局的驻

村第一书记张玉林熟练地将一小瓶

农药倒入无人机药箱，拿起搅棍快速

搅拌，接着将药箱装入无人机，拿起

遥控手杆。随着旋翼的高速运转，无

人机在烟田上空展翅盘旋，所过之处

烟叶翻腾、药雾弥漫，阳光下一道彩

虹在雾中架起……王铁梁紧锁的眉

头渐渐舒展，心情也如彩虹般明媚了

起来。

王铁梁的苦恼要回到几天前。

随着烟叶进入团棵期，病虫害防

治已经成为当前的生产重点。但由于

村里很多村民外出务工，他很难找到

帮手。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好消息上

了门！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乡村振兴，落实“为民办实事”的要求，

三门峡市烟草局决定向定点帮扶的显

众村捐赠一架植保无人机，为烟叶生

产和其他大农业提供高效的飞防服

务，增加村集体收入。

无人机刚到，张玉林就联系了王

铁梁。起初，王铁梁也像大多数烟农

一样，对这个新鲜玩意儿持怀疑态

度，可眼瞅短短几十分钟，36亩烟田

的农药已全部喷施完毕，并且无人机

的雾化程度更高、喷施得更均匀，王

铁梁立马化身成了头号粉丝，赞不绝

口：“无人机真中！可解了我的燃眉

之急！”

“无人机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100

亩，效率是人工作业的40~60倍，并且

能够定速、定高飞行和定量喷洒，高效

作业的同时还节约用药量。另外，采

用无人机作业还可以根据各烟区地形

地貌，有针对性地选用自动控制模式，

减少人为操作失误，轻松防治病害。”

张玉林介绍道。

当天，无人机就在显众村烟田里

作业了300余亩。

随着烟叶农残管控愈加严格，无

人机植保也表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无人机雾化程度比喷雾器精细很多，

且无人机螺旋桨产生的风力可以掀开

烟叶，让农药喷到植物叶面背部和底

部，施用药物量较传统方式大大减少，

对降低烟叶农残有着积极意义。”辖区

杜关烟站负责人说道。

“我已经预约了后天的无人机植

保，往年背机打药不仅劳累，而且存在

着药物中毒和中暑的风险。多亏了烟

草局，今年我再也不用受罪了！”烟农

郝苏平兴奋地说道。

据悉，显众村“两委”已经成立了

专业化植保飞防服务队，不仅服务本

村的烟叶植保，还将按每亩8~10元的

价格向周边乡村烟田出售服务。无人

机植保作业服务不仅助力村民走上致

富路，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受到了村

民们的赞誉和青睐。

正可谓：村里来了无人机，高效作

业解人急。广办实事获赞誉，飞进烟

农“心田”里。 （姚谆文/图）

无人机植保作业，提高了作业效率、减少了人工成本、增强了防治效果，更重要的是——

6月26日，在宜阳县高村乡平原村，

清晨的阳光透出几许温柔，绿油油的烟田

一派安静祥和。

40多岁的烟农张金菊却有点紧张，

时不时张望着远处路口，频频向身旁的石

村烟站站长裴明波发问：“裴站长，他们快

到了吧？”话音儿刚落，一辆小客车就驶入

视野，十几名“红马甲”鱼贯而入，带着大

箱小箱，肩上还搭着白大褂。

“各位田长，可把你们盼来啦！”张金

菊热情地迎上去。

“田长”是个什么“长”？“白大褂”又是

咋回事儿？

原来，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洛阳

市烟草系统选派了一批责任心强、技术过

硬的行业精英深入田间地头，积极为烟农

办实事，这些同志因此成了“田长”。他们

中既有市县两级的烟叶技术人员，也有烟

草部门党员。6月正是烟叶旺长期，烟田

生产管理十分关键。“田长”们日走访、周

碰头、月沟通、定期研判，围绕党建、业务、

服务三个方面创新开展工作，将好政策落

实到了一片片烟田中。

脱下志愿者的红马甲，穿上植保队的

白大褂，这回的“田长”有点不一样。只见

他们小心翼翼打开带来的箱子，一阵凉意

扑面而来。

“还好，小家伙儿们都活蹦乱跳的。”

箱子里，就是令张金菊既紧张又期待的

“活动主角”——害虫的天敌蚜茧蜂、赤眼

蜂（卵）、异色瓢虫（卵）、东亚小花蝽和蠋

蝽。入夏以来，全市总计有超过5000万

头的蚜茧蜂、赤眼蜂、蠋蝽等害虫天敌奔

赴“战场”，向蚜虫、鳞翅目害虫等数十种

害虫发起猛攻。

据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烟叶生

产技术中心主任赵世民介绍，这项技术

2014年开始就在洛阳市烟区应用，最初

在2万多亩烟田里撑起“保护伞”，2016年

实现洛阳烟区全覆盖，同年开始积极辐射

大农业。“不管是烟叶还是其他作物，要防

病害，非常讲究对周边环境的治理，大家

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赵世民

说。8年时间，此项技术累计在洛阳烟叶

和果树、蔬菜等大农业推广超90万亩，为

当地农民节约成本约600万元，取得良好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对像张金菊一样的农民来说，绿色

防控、生态农业，曾经是个遥远的概念，

而今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她给

大家算了一笔“绿色账”：2016年开始种

烟，当时还是旧思路，大水大肥侍弄，一

遇病害就想着用药，不仅影响产量和质

量，部分土壤还出现了板结。自2018年

起，她的烟田引入绿色防控体系，通过天

敌防控、微生态治理、理化诱控等，每年

省了不少人工等费用。并且，通过烟草

部门的测土配方定肥，缺啥补啥，让烟叶

吃上了“营养套餐”。在当地烟站的技术

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科学种植、精细管

理，烤出的烟叶品质好、等级高，亩均增

收200多元，算上减少投入成本及人工

成本40元，这一减一加，一年下来一亩

地增收240元左右。

“过去地里梆梆硬，现在地里很容

易都能起垄了，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张

金菊说，这些年靠着种烟，家里买了车、

房，置了很多大件儿，去年净挣了十几

万元，今年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种

了近80亩的玉米、小麦等作物，“一边

种地一边养地，务必让土壤休养生息、

厚积薄发。”

绿色，是美好乡村的底色和“保护

色”；坚持绿色发展、守护绿水青山，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烟草

人的初心使命。“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坚

持‘烟草+大农业’的绿色防控协同机制，

努力为广大农民减负增效，让农民丰收

增产的底气更足。”赵世民说。

（蔡璐 马君红）

“早上烟田里来了几个穿白

大褂的人，也不知道弄啥哩，咱们

瞅瞅去……”7月 2日，邓州市张

村镇河西村张国勤家的烟田比往

常多了几分热闹，附近正在农作

的乡亲们都异常兴奋地赶过来看

新鲜（上图）。

“乡亲们好，我们是省农科院

烟草研究所和南阳市烟草公司烟

叶生产技术中心的，今天来给烟田

投放害虫天敌蠋蝽和东亚小花

蝽。”南阳市烟草公司烟叶生产技

术中心李倩博士介绍说，蚜虫、烟

青虫和棉铃虫是烟田的主要害虫，

多年来，采用化学方法防治效果不

理想，还容易造成生态污染。为了

解决防治烟田害虫难题，科研人员

想出了“以虫治虫”的好办法。

据南阳市烟草公司生产技术

中心人员程玉渊介绍，蠋蝽和东亚

小花蝽是蚜虫、烟青虫和棉铃虫的

捕食性天敌，从2015年开始在烟

田释放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已

经很成熟，蠋蝽和东亚小花蝽是正

在研究的烟草天敌，较蚜茧蜂而

言，防治的害虫靶标更多样，特别

是东亚小花蝽是河南的优势害虫

天敌，值得研究、开发和应用。程

玉渊说，在烟田无翅蚜虫始发期和

烟青虫、棉铃虫成虫高发期释放蠋

蝽和东亚小花蝽，蠋蝽每亩释放

30~50 头，东亚小花蝽每亩释放

200头，释放2~3次，对蚜虫的平均

防效达60%以上，对烟青虫和棉铃

虫的平均防效达40%以上。

“种烟最让人头疼的事情之一

就是防治腻虫和青虫。这下好了，

天敌一放，问题轻松解决。”说着，

烟农张国勤脸上笑开了花。

（牛莉莉白晶晶文/图）

6月26日晚7时30分，晚风习

习，万籁俱寂。但卢氏县杜关镇显

众村村委办公室内却灯火通明，一

堂由三门峡市烟草公司驻村工作

队、卢氏县烟草分公司杜关烟叶工

作站和显众村委联合举办的第四期

烟农夜校大讲堂正在开讲，热烈的

讨论声划破了夜的宁静（下图）。

显众村曾是三门峡市烟草公司

定点帮扶的省定深度贫困村，按照

包村扶贫工作部署，该公司向村里

派了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进行

了发展烟叶生产、对接帮扶等措施，

一举扭转了贫困面貌，2018年年底

顺利脱贫摘帽。为了推动该村烟叶

生产高质量发展，确保烟农种植效

益节节攀升，不久前，在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班子和杜关烟叶工作

站的共同努力下，显众村职业烟农

夜校如期开讲。

当晚的夜校培训是烟叶生产技

术的第三讲，烟站负责人王留性讲

解了当前烟叶生产形势和烟叶移栽

后大田管理的有关要求，三门峡市

烟草公司派驻显众村第一书记就怎

样成为一名高素质职业烟农提出了

专业性建议，烟农热情高涨，讨论热

烈。在自由发言和问答交流环节，

烟农王铁梁、任英超、郝苏平等表示

对今年的病虫害绿色防治很感兴

趣，提了几个热点问题和关键性技

术，烟站生产员宁随明、包村技术员

付东民、村烟叶专干姚书武等一一

作了回答。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过去了两

个小时，而室内的热烈讨论似乎没

有停下来的意思。

（张玉林叶新波文/图）

“这第二期‘微课堂’比第一期还

好！不管是小苗偏管、病虫害防治还是

豆浆灌根、揭膜培土，从时间、作用到操

作要领、注意事项，真细致、真实用！”7月

2日，看到三门峡市陕州区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烟叶生产技术推广站技术人员

郭书华，宫前乡烟农蔺建伟忍不住连连

称赞。郭书华接茬道：“6月主推的是烟

田中前期管理技术，7月、8月、9月要推

出中后期管理、成熟采收、烟叶分级等系

列课程，都是大家当即需要的！”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陕州区烟草专

卖局（分公司）以“红领金”党建品牌为引

领，以“学党史办实事”系列活动为主题，

开设烟叶技术云服务微视系列课堂，分

阶段破解烟叶生产阶段技术难点，通过

烟农微信群、QQ群、企业微信等平台推

送到陕州区的600余户烟农手中，得到

辖区烟农的纷纷称赞。

“有了‘微课堂’，给工人培训也方

便多了，视频发给大家，操作要领一看

就懂，技术培训的时间少了，作业标准

化程度却高了！”张茅乡永新烟叶家庭

农场场主张永新的脸上满是喜悦。

“以前开过现场会，有很多烟农得手

把手教才行；现在现场会还没开，不少烟

农就行动起来了，你不放心去地里看看

吧，人家还都干得挺好。咱这‘微课堂’可

带来了技术服务的大变革呀！”东凡烟站

站长张爱军对“微课堂”的好如数家珍。

如今，线上“微课堂”+线下现场培

训会的技术服务模式，在降低培训难

度、提高作业效率、提升烟区标准化程

度上收效明显。据统计，今年陕州区主

推的揭膜培土技术已在辖区1.1万亩烟

田大面积推广开来。 （尚苏苏）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迅

“让农民从烟叶种植中获得收益，

让烟农付出的辛勤劳动能换回丰收的

喜悦。”6月28日，泌阳县烟草局盘古烟

站站长魏祖琪眼望着绿油油的烟田，面

带微笑地对记者说。

2020年，魏祖琪到盘古烟站任站

长。在走访烟农过程中她了解到，烟农

陈强上有年迈的父母和三位孤寡伯父

需要赡养，下有6个年幼的子女需要抚

养，主要依靠种植烟叶来维持家庭开支，

但陈强烟叶种植水平不高，每年的种烟

收入有限。

此后，魏祖琪每一次下乡走访烟农、

进行技术指导，都不会忘记去陈强家的

烟田，给他讲解每个生产时期的技术措

施，带领技术员帮助陈强开展田间作业，

减少陈强的种烟投入。

今年4月，魏祖琪从保险公司了解

到，其他烟农都及时购买了烟叶种植保

险，唯独陈强没有买。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老陈家一定

又遇到困难了。到他家中一看才知道，老

陈的妻子和孩子突发疾病，光住院治疗导

致这一家人又欠了3万多元的外债。”魏

祖琪说，“越是这种情况，越不能让陈强在

烟叶种植上有任何闪失，回到站里，我就

自掏腰包及时替他买了烟叶种植保险。”

“魏站长不但风里来雨里去地教俺

种植技术，还经常帮俺解决生活难题，

时刻把俺的难处记心上。俺只有好好

种烟，保质保量完成合同任务来回报她

的一片好心。”陈强说。

绿色防控进烟田 三门峡市陕州区烟草专卖局

烟技“微课堂”服务大变革

烟人物泌阳县盘古烟站站长魏祖琪

烟农冷暖她先知

烟田来了“白大褂”

烟农夜校听课去

烟
区
见
闻

图为技术人员在田间地头讲解蠋蝽、东亚小花蝽防治烟田害虫技术

烟农夜校

无人机进行烟田植保无人机进行烟田植保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田秀忠 徐汝平

“感谢烟草公司给我送来了致富门

路，给我派来了这么好的技术员儿。”7

月1日，郏县安良镇西安良村烟农文松

杰手拉着郏县烟草分公司负责人梁少

锋的手感激地说。

文松杰口中称赞的技术员叫王瑞

祺。2018年，郏县烟草分公司的王瑞祺

加入西安良村驻村工作队，成为战斗在

第一线的扶贫队员。通过走访，他了解

到文松杰是一个既无资金又无技术的

老农民，一家三口要么弱小要么病残。

但由于其种植、烘烤技术不熟练，走

了不少弯路，第一年反而亏损。

“叔，只要你相信我，我教你种烟。”

得知这一情况后，王瑞祺就对文松杰进

行技术指导，每当单位和烟站组织技术

培训，他总会陪着文松杰一起参加。

通过王瑞祺的贴心帮扶，也通过自

身的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文松杰逐渐掌

握了烟叶种植、烘烤技术。在王瑞祺的

努力下，郏县烟草分公司免费赠送给文

松杰一套烤房自动化控制设备。这样一

来，文松杰就实现了在家门口一边烘烤

烟叶，一边照顾孩子的愿望，使其收入达

到脱贫标准，于 2019 年顺利脱贫。

2020年，文松杰种植烟叶16亩，纯收入

4万余元。2021年，为了保证文松杰稳

定脱贫，收入得到持续增长，郏县烟草分

公司决定今年再赠送其一套烟叶烘烤设

备。

“没想到土里刨食的我也会靠种烟

脱贫，以前人前矮半截儿，现在终于扬

眉吐气了。”文松杰说，“今年我种烟26

亩，县烟草分公司又给我送来了烤烟设

备，我致富有门了。”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连萌王迅

“现在的人真能，这些防蚜蜂朝烟

田里一放，烟叶上的蚜虫就没了，花叶

病也减轻了，不但给俺省下了打药的

钱，今年烟叶的产量也肯定低不了。”7

月1日，确山县石滚河烟农张宾竖起大

拇指，对前来查看烟叶生长情况的驻马

店市烟草局工作人员连连称谢。

据驻马店市烟草局生产科王汝生

介绍，针对烟叶种植虫害，该局采取全

额补贴的形式推广烟蚜茧蜂防治蚜虫

技术，深入田间帮助烟农放蜂5000亩，

有效遏制烟田蚜虫的发生。

烟叶移栽是个劳动密集型的活，农

村劳力大都外出打工，每年4月中旬，一

到烟苗移植季节，烟农就为用工发愁。

烟农的事就是天大的事，为了解决

烟农用工问题，今年4月该局先后组织

70多名党员干部，把党旗插到烟田，把

“工人”送到地头，先后帮助用工困难的

烟农移栽烟苗近2000亩。

“家里孩子都在外边打工，我在家侍

弄14亩烟田，烟苗移栽时我傻眼啦，承诺

每天现钱结算工资都找不到人。”泌阳县

盘古镇烟农齐文占说，“正当我一筹莫展

时，市烟草局生产科的同志组织16名党

员来给俺移栽烟苗，最让我赶到过意不去

的是，帮俺家移栽14亩烟苗，俺想请他们

吃顿饭，都不给机会……”

郏县烟农文松杰

从“人前矮半截”到“扬眉吐气”

驻马店市烟草局

烟农的事就是最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