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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7年多来，她一直奋斗
在登封市烟草营销一线。

她承担着部门零售客户数量
最多的访销线路，负责线路卷烟销
量占部门总销量的近四成。她不
仅是零售客户眼中的“百事通”、
同事口中的“多面手”，而且是人
人佩服的全省烟草行业技术能手，
2021年被评为全省十佳优秀卷烟
客户经理。她就是登封市烟草分公

司客户经理杨亚晗（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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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暑假来临，漯河市郾城区

税务局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走进漯

河小学，开展“税法进课堂”主题实践

活动。

该局志愿者以税收知识普及、知

识问答和趣味游戏的形式，为60余名

小学生讲了一节妙趣横生的税法

课。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会军代

表局党委给同学们送去节假日的美

好祝福。

税务人员带领小学生一起诵读

了朗朗上口、简明易懂的《税收三字

经》，激发了同学们对税收故事的兴

趣，开阔了同学们学习的视野。活

动结束后，志愿者向每个学生发放

了由该局编印的《2022 减税降费新

政合集》，请他们做小小的税收宣传

员，将当天学到的税收知识与自己

的家人分享，把减税降费宣传册带

给有需要的人，达到了“教育一个学

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的目的。

漯河小学副校长石潺湲说：“这

个有趣新颖的第二课堂很受学生们

欢迎。希望接下来还能合作开展更

多丰富的税收知识宣传活动，从小培

养学生们依法诚信纳税的意识。”

（万涛魏宇飞）

在安阳县善应邮政支局，有一位

乡邮投递员，名叫李志刚。自 2003

年上班以来，他以“优质服务、用户满

意”为己任，20年如一日做好投递工

作，每日投递往返山区里程180公里，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迹，诠释了新时代“绿衣使者”人民邮

政为人民的含义。

每年投送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八、

九月份，是乡邮投递工作最为艰辛的

时候。数以百计的高考通知书几乎

同一时间如潮水般涌向支局，李志刚

早来晚走，精心点数，严格把关，慎重

投递，决不因包裹量大、时间紧而降

低服务标准和工作质量。

2021年，他投送高考录取通知书

达820余件。其中一份由南京大学邮

寄来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收件地址写

得不详细，收件人手机关机，李志刚

连夜进山在村子里排查，一个人一个

人打听，直到夜里 11：30才终于找到

了收件人。望着酷暑中满头大汗的

李志刚，收件人感激得不知说什么

好，热情地拿出礼品以表谢意，他婉

言谢绝，匆匆离去。

投递员常年奔波在外，风里来雨

里去，工作量大，质量安全这根弦更

要时刻紧绷。李志刚无论自身压力

有多大，带给用户的永远是微笑，心

里装着的永远是用户的需求，赢得了

用户的交口称赞，保持着多年来包裹

邮件妥投率100%、用户满意率100%

的双百纪录。

（王川）

我从业 30多年，脚步从未离开过

烟田，亲身经历着烟区基础设施建设带

给农村的巨大变化，也真实感受着烘烤

设施的每一次变革带给烟农的诸多喜

悦。

灵宝大兴烟叶始于 20世纪 80 年

代，烤房清一色的土坯围墙，上置三尺

长排湿口，老百姓称之为“老虎大张嘴”

式烤房，一座烤房可以满足5亩烟叶的

烘烤需求。当时，燃料多以烟秆、柴草

为主，每到采烤季节，家家户户烟雾缭

绕，烤烟人个个灰头土脸，凭这“扮相”

断定他是烟农无疑。

那时，烤烟有三难：

——燃料难。烧煤是好，但得花

钱，多数烟农靠平时积攒柴火备下全年

烤烟用的燃料。

——烧火难。自一开烤便开始了

人不离炕的作业模式，一家一户在自家

烟炕边搭个简易窝棚住人，24小时扒

火燎炕，侍弄烟火。

——烘烤难。全凭眼观手摸，以烟

叶变黄程度来决定火势和湿球温度，用

现在的话说这叫“核心技术”。当时能

否把烟叶烤黄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入烟

草行、吃上烟草这碗饭。

这种烤房持续使用到了 20 世纪

90年代末期。其间虽有改进，但仅限

于天窗变化和上排湿、下排湿通风环节

的改造，仍然没有摆脱农耕模式的烘烤

体验，在改善烘烤质量上作用也较为有

限。我清楚地记得，每到伏天烟农进入

备烤季节，家家晒土坯，请师傅盘火龙，

烟草公司则组织各种大型烘烤技术培

训会，人山人海的场面经常出现在各个

乡镇。

新的烤房革命始于 1999年，灵宝

烟草行业和当地政府开始大规模建造

以热风循环炕为标志的标准化烤房，在

诸多方面带给烟农新

的体验。

—— 通 过 强 制 循

环通风增加烤房容量，先

是小密集烤房，再后来变为

大密集烤房，使一座烤房的容量

从8亩递增到15亩。

——与此同时，烘烤作业引入自动

化设备。先是小型自动烘烤仪用在小

型烤房，到后来更为智能的烘烤设备普

及到大大小小的密集烤房。借助人工

智能，烟农再也不用如影随形盯在烤房

身边看火烧炕，到了转火升温时刻，会

有蜂鸣音提示“主人，开始加煤了”，老

百姓称之为“傻瓜炕”。

——这一时期，积极探索新的添煤

方式，从煤饼到蜂窝煤，从分次添煤到

集中供煤，大大减少了烘烤环节的人工

投入。

——供热方式的变革，用锅炉替代

火龙，那种因为火龙坍塌或烟叶跌杆造

成火灾事故的现象一去不复返。

截至 2011年，灵宝烟草行业共投

入 5200 余万元为全

市（1996年灵宝撤县

设市）3000 余户烟农

建起了新式烤房。

在这期间，烤房布局不

断调整，由一户一炕改为连片建

设，小到10座一群，大到 20座一片，再

到建设烘烤工场，为烘烤专业化提供运

行环境。由此也带来烟农队伍新的分

工——那些有烘烤专长的人员，专门从

事代烤加工业务；种烟有经验的人员，

专门从事规模化种植，加上同期推进的

专业育苗工场，在农业领域走出了专业

化生产新模式，烟区面积稳中有增。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环境问题越来

越受到全社会关注，建设生态宜居社会

主义新农村成为时代主题。立足新发

展阶段，烟草行业主动承担起了治理烤

烟污染的社会责任。从 2015年起，灵

宝市率先在种烟大乡建设电加热烤

房。积累成熟经验后，2020年全市电

烤房建设驶入快车道。截至今年7月，

灵宝市将有 1500 余座电烤房投入使

用。今后3年内，电烤房覆盖率将达区

域面积的9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建设电烤房过程

中集合现代通信成果，主动引入物联网

技术，坐在家里即可使用手机远程操作

控制一个乃至数十个烤房的温湿度，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现代化烘

烤。2021年，灵宝市烟草分公司电烤

房建设被灵宝市政府评为“群众最满意

十大实事”项目之一。

有数据表明，“电代煤”后，单炕燃

料成本从 1800元降到 800元左右；人

工成本从每炕 300 多元降到不足 100

元；由于精准控温控湿，烤后黄烟率提

升 8~10个百分点，亩均提高收益 300

余元；二氧化碳由有排放降为零排放，

彻底告别了烟熏火燎的小农作业模式。

在今年市里举行的炕房建设座谈

会上，烟农应邀评价近些年来的炕房变

革，都纷纷表示有话说。苏村乡宋玉村

66岁的杨启超说：“原来种烟难、种烟

累，现在有了新式烤房，轻松多了。我

再种烟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朱阳镇庄里村 47岁的张海潮说：

“刚走出校门时老父亲叫我跟他学种

烟，光是熬夜烧炕这一项，就受不了，不

如外出打工。现在犁地用机械，育苗有

工场，炕烟用上了电烤房，好多像我一

样的烟二代重新回乡种烟叶了。”

烤房改革也带来了另外的效应，那

就是为了适配炕房容量，户均种烟规模

都整合到了15亩以上。

（张文康）

技术“百事通”

“小杨来啦！快看看我的电脑系

统出啥问题了，咋看不到销售分析

呢？”杨亚晗刚来到晓红烟酒店门口，

就被店主叫住。

“哦，您的电脑这一块设置错了，

我帮您弄好，以后应该就不会出现这

种问题了。”

“大学生就是不一样！我之前鼓

捣了大半天也没整好。自从你教会

我使用金叶通，现在再也不用每天对

账，太谢谢了！”

杨亚晗刚接手晓红烟酒店所在

的这条线路时，店主对她的态度可不

是现在这样。当初看到店铺整体实

力还不错，杨亚晗想鼓励老板使用扫

码系统，实现店面数字化升级，为经

营算账、库存管理提供帮助。可是店

主一直以年龄大、电脑操作学不会等

原因搪塞。为此，杨亚晗多次上门讲

理论、摆实例，一次次打消顾虑。为

了解决操作问题，杨亚晗将扫码步

骤、使用教程制作成一个浅显易懂的

短视频。所有顾虑被各个击破后，店

主的态度也从抵触转为积极配合。

除了录播小视频，杨亚晗还通过

制作温馨提示小卡片等多种喜闻乐

见的形式，将营销政策、品牌知识、经

营技巧传达给客户，大幅度提高了辖

区客户的经营技能。她因人而异的

服务受到辖区客户的一致好评。

工作“多面手”

“亚晗，这个表格怎么做？”

“亚晗，这新软件咋用啊？”

…… ……

同事们遇到问题都喜欢问她。

因为在大家眼中，杨亚晗积极好学、

知识面广，遇到问题总有思路。

“别看她话不多，活干得可不

少。她分析各项销售数据，查找部门

经营短板，对部门工作改善帮助很

大。她的营销知识很扎实，单位各种

活动也积极参加，是个实打实的‘多

面手’。”部门主任如此评价杨亚晗。

最新的营销政策、品牌知识、工

作技能，她都第一时间学习掌握，手

把手传授给同事和零售客户，每年开

展营销人员或零售客户培训 10次以

上，被评为省烟草专卖局师资库内训

师。

走出大学校门多年，但杨亚晗仍

保持谦虚“空杯”的心态，每天在做好

本职工作之余不放松学习行业政策

和卷烟营销知识，寻求工作改善提高

之策。为了更上一层楼，她自学考取

了在职研究生。

为单位荣誉而战，是杨亚晗作为

一名党员对自己的要求。参加工作

以来，她先后两次参加全省烟草制品

购销职业技能竞赛，分别取得第二

名、第六名的好成绩，获得“河南省技

术能手”“烟草行业技术能手”“河南

省烟草专卖商业系统技术能手”“郑

州市技术状元”等荣誉称号。此外，

她还是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 （牛芳明 文/图）

烤房飞出欢笑声 树基层典范
向“十佳”学习

杨亚晗 有才又有艺

山区乡邮投递员李志刚的为民情怀

漯河市郾城区税务局
开展“税法进课堂”主题活动

烟田响起掌声

①①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你们来得太及时了！”！”看着十多人看着十多人

““从天而降从天而降””来给他的烟苗浇灌豆浆来给他的烟苗浇灌豆浆，，坡头乡坡头乡

烟农黄春峰感激地说道烟农黄春峰感激地说道。。

烟苗期用豆浆灌根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技术烟苗期用豆浆灌根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技术，，能能

够有效改善后期烟叶品质够有效改善后期烟叶品质，，提高烟叶可用性提高烟叶可用性。。渑池县烟渑池县烟

草专卖局草专卖局、、江苏中烟公司原料部和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江苏中烟公司原料部和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

院一行人到坡头乡西川村院一行人到坡头乡西川村，，了解到烟农黄春峰豆浆灌了解到烟农黄春峰豆浆灌

根面临用工难题根面临用工难题，，便立即决定将主题党日活动搬便立即决定将主题党日活动搬

到黄春峰的烟田里到黄春峰的烟田里。。两人一组两人一组，，一人打孔一人打孔、、一一

人灌浆人灌浆，，从田头到田尾从田头到田尾，，尽是党员们劳作尽是党员们劳作

的身影的身影，，切实解了黄春峰的燃眉之切实解了黄春峰的燃眉之

急急，，也将致富的希望带给了他也将致富的希望带给了他。。

最深的感谢——
“太及时了”

最大的肯定——
“我认识你”

②②

“这不是南京的张经理吗？我认

识你！”6月 28日，当英豪镇英西村烟农乔

建军一大早看到江苏中烟原料部的张金召来到

他的烟田给烟苗培土时，激动地上前握着他的手说。

自 2012年江苏中烟公司在渑池县建立基地单元以

来，江苏中烟原料部的各个成员每年都和渑池县烟草专卖

局的干部职工一道，针对烟叶生产各个环节，对烟农进

行集中技术培训，早已和这里的烟农打成一片，成

为一家人。

“烟农的一句‘我认识你’是对我们工

作最大的肯定。”提起到这里的工作感

受，张金召说道。

“今天听了黄老师、耿老师和江苏

中烟技术员讲的课，顿时感觉今后种烟有

方向了。”坡头乡的年轻烟农上官凯说道。

主题党日活动召开的当天下午，河南农业大学

烟草学院教授黄五星、耿月华对当下烟田病虫害发生、发

展的趋势及防治的方法进行了现场讲解和示范，江苏中烟

技术人员对当地烟农种植的“秦烟96”田间管理及工业

需求进行了集中培训，并与烟农展开互动交流。

“主题党日活动结束了，但我们服务的脚步

永远不停。”听到江苏中烟公司渑池片区经

理许志强的郑重承诺，烟田里顿时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徐鑫文/图）

最好的指导最好的指导——
““有方向了有方向了””

近日，渑池县烟草专卖局党支
部携手江苏中烟原料供应第三党支
部和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党支
部，在渑池县英豪镇、坡头乡开展了
“技术服务到烟田党员先锋冲在前”
联合主题党日及志愿服务活动。

图① 党员志愿者帮助烟农黄春峰给烟
苗豆浆灌根

图② 烟草专家现场讲解烟田病虫害发
生、发展趋势及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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