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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晌午了，在烟田除草的张成掏

出手机给在家做饭的媳妇打电话：“该

去学校接娃了，路上车多。”

天傍黑时，李大英走到大门口张

望一阵，回屋拿起手机数落还在烟田

施肥的丈夫李建军：“你看不见天黑？

剩下的活儿不能明儿个干？”

晚上，几个烟农坐一块侃大山，侃

着侃着有人提议喝几盅，于是纷纷掏

出手机：“喂，小智，来，来明德这儿猜

几拳！”“随成不是？快过来，明德把老

仰韶都打开啦！”

天刚露白，王五斤给赵六娃打电

话：“听说烟站举办培训班，今儿个咱

去听听！”

…… ……

以上是近日发生在卢氏县偏远农

村的几个再常见不过的生活片段，但

20年前，这些都是奢望。那时候，烟

农但凡手头有些盈余，不是购置生产

生活资料、修建房屋，就是供孩子上

学、给老人看病、攒起来娶媳妇嫁闺

女。若谁买了一部手机，一定会被乡

邻私下里讥讽为“烧包”“败家子”。

经过多年的持续种烟致富，卢氏

烟农如今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乡下老

屋翻盖成了砖瓦房，不少还在城里买

了商品房，家里的农机具、农用车、小

汽车置了个遍，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不

再作难。至于手机，家庭成员人手一

部，年轻人说起手机的牌子、像素、流

量，如数家珍。逢年过节，无论老少打

个电话、发个微信、连个视频，句句问

候祝福似暖流从心头掠过，传递着亲

情乡情。烟农建个群、加个好友，联系

聊天、交流种烟、学习技术方便了许

多，给致富奔小康提供了无限机会。

时下，正是烟叶大田管理的关键

时期，雹灾预警信息、病虫害防治和技

术指导信息通过一部小小手机海量传

递给各个烟农。烟农足不出户，便知

道了预防急救措施，“一部手机种好

烟”已经成为现实。 （叶新波）

作为一名普通烟草职工，我已经

入行12年。我和我家的烟草缘分，让

我受益匪浅，构思许久，适逢河南省

烟草公司成立 40周年，我回归初心，

将其分享给大家。

我的故乡在南阳邓州，著名的

“邓片烟”就产自这里。我的父亲是

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与土地打交

道，种过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也种

过辣椒、烟叶等经济作物，印象最深

刻的，还是他种植烟叶的情形。听父

亲说，爷爷是资深烟农，他跟着爷爷

学会了种烟，又从爷爷手中接过接力

棒，开始了他的烟农生涯，一干就是

20年。

打记事起，一到烟叶收获季节，我

和弟弟也得跟着大人下地劳动。父母

走在前面采摘成熟的烟叶，我和弟弟

跟在后面，负责把一小堆一小堆采摘

下来的烟叶运到地头，当时感觉一趟

一趟的路怎么走也走不完……最讨厌

的还是烟油沾在手上、衣服上，黑乎

乎、黏糊糊的，别提多难受了。

懂事后，我知道，烟叶是家里的

主要经济来源，父母靠种烟供养我和

弟弟上学。那时为了炕烟方便，父亲

自己动手建了一座烤房，从此练就了

一身烘烤本领。记得那是老式的三

层土烤房，上炕很麻烦，特别是最高

层，需要父亲站在第一层或第二层的

横杆上，由母亲把一杆一杆的新鲜烟

叶递给他，他再放到最上面的横杆

上。装烟过程也有些危险，还需要耗

费大量的体力，父亲装一炕烟，中途

往往需要休息两次以上。

烟叶进了烤房，才是最关键的时

候。一炕烟从上炕到出炕需要 5~7

天时间，这期间要时刻留意烤房内的

温度和湿度，灵活把握火炉的火候。

父亲吃住都在烤房，守着烤房寸步不

离，即便被烟熏得眼睛流泪，仍不敢

有丝毫马虎。一炕烟下来，父亲的脸

庞都会明显消瘦一圈。只有等到烤

好的烟叶全部拉到烟站交售结束，忙

碌了大半年的父母乃至全家才会安

下心来。因为我和弟弟的学费和全

家生活费有了着落，父亲的眼睛里渐

渐有了神采，额头和嘴角两旁深深的

皱纹似乎也饱含笑意。

父亲说，他能种好烟、卖好烟，离

不开烟草公司的服务和支持。从选

地育苗、适时移栽、大田管理、病虫害

防治、合理施肥、打顶抹杈到科学烘

烤、合理分级，烟草公司都会安排技

术员上门或者到田间进行指导。到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那个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在我家的陌生人就是烟草

公司的技术员。

当然，有烤房也让我和弟弟享了

口福，因为父亲总是会在炉膛儿里放

些玉米、花生、红薯等，烤熟后吃起来

美味极了，现在想来心头都是甜的。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考试加入了

烟草大家庭。至此，虽然父亲因身体

原因不再种烟，但是我又将我们家与

烟草的缘分接续传承下来了。

工作后，我先后从事了安管员、

审计员等多个工作岗位，也见证了同

事们对烟农的贴心服务。通过举办

现代烟草农业技能培训，提高烟农的

综合素质水平；大力推广应用机械

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增加烟叶生

产的科技含量，减轻烟农的劳动强

度，提升烟叶的品质；及时对烟农进

行产前产后技术扶持、烤房改造、发

放农机具资金补贴等，调动其种烟积

极性……同事们千方百计地熟悉烟

农所思所想、所期所盼，把烟农想办

的事、想解决的问题考虑在前，使他

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从事工程项目审计结算工作

时，我来到了久违的烤房边。如今的

烤房已经是新型电能烤房，与之前父

亲使用的传统燃煤型土烤房相比，具

有节能环保、提质增效、减工降本等

优势，并且能做到智能精控和远程监

控，只需设置好烘烤参数，烤房就能

自动工作，烤烟师傅再也不用像之前

父亲那样日夜守着。电烤房精准稳

定的温湿度控制，使烤制的烟叶成品

率和优质品率大大提升，每亩烟叶又

能给烟民增收400多元。

我们家和烟草的缘分已经持续

了几十年，现在，缘分依然在。未来，

我将信心满满、斗志昂扬，以满腔的

赤子之心，承担社会责任，实现自我

价值，为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孙露露 文/图）

近日召开的 2022年全国商业科

技质量大会，发布了 2020年和 2021

年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第十

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商业联合会服务

业科技创新奖评奖结果，三门峡市烟

草公司主持完成的《豫西烟叶工程化

豆浆灌根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荣

获 2020年度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

术一等奖。

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是

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批

准设立的奖项，旨在表彰在全国商业

行业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推广、

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以此推动商业行业科技

进步。

豫西烟叶豆浆灌根技术项目，于

2016年由三门峡市烟草公司申报，联

合郑州大学和郑州烟草研究院协作

共同完成。

豆 浆 灌 根 的 创 新 点 子 来 源 于

1995年灵宝市朱阳镇麻河村烟农李

新法用发酵发酸的豆浆当烟田肥

料。三门峡市烟草公司项目组围绕

发酵豆浆的土壤学和植物学效应、豆

浆发酵工艺优化、质量控制指标等方

面进行研究，持续攻关，取得系列创

新性成果：明确豆浆灌根对植烟土壤

和烟叶质量提升的作用机理，为技术

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优化了

豆浆发酵工艺，实现豆浆无菌充分发

酵，与传统豆浆相比，生态效益明显、

物料利用效率提升；实现了酵解豆粕

的工程化生产、商品化供应，明显降

低了烟农劳动强度，发挥了减工降本

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三门峡特色的豆

浆灌根绿色生态烟叶生产技术标准

体系，有效推进豆浆灌根技术使用的

科学化、规范化。

（韦风杰常剑波叶新波）

豫西烟叶豆浆灌根技术
获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三门峡市

陕州烟区处于旺长期的烟叶正经受

着连续20余天、近40℃高温的考验。

“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水源、水

桶、浇灌设施的筹备修缮，各烟站组

织好职工、烟农，做好抗旱浇烟工

作！”6月 15日，三门峡市陕州区烟草

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一声令下，陕州烟

区抗旱浇烟工作拉开帷幕。

“宫前马疙瘩村水利设施修缮完

毕，早上已投入使用！”“张茅西坡脑

滴灌设施已准备到位，今天晚上就可

以通水浇烟！”“东凡20个抗旱浇烟水

桶筹备到位，已陆续投入使用！”6月

中下旬，陕州区烟叶生产 QQ群里不

时传出各烟站抗旱浇烟工作的最新

进展。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确保全区

抗旱浇烟工作高效进行，陕州区烟草

分公司将排查修缮水利设施、筹措抗

旱浇烟生产物资作为重中之重。截

至 6月 25日，陕州区烟草分公司以基

层烟叶工作站（点）为单位，组织专人

对辖区 14 所水利设施和 80 余套滴

管、喷灌设施进行全面排查检测，并

筹措水桶、水泵等抗旱浇烟物资30余

套。

“在家打开手机就能收看科学抗

旱的权威课程，真便捷！”为了将抗旱

浇烟效果最佳化、最优化，陕州区烟

草分公司与三门峡市烟草公司烟叶

技术中心共同探讨、集中研究，将烟

农指尖微课堂内容——《高温干旱天

气应对篇》推送到烟农手机客户端，

辖区烟农纷纷点赞。

“在宣传发动抗旱浇烟的同时，

一定要指导烟农抓住早上 5点~7点

的最佳浇烟时间，确保达到最佳浇烟

效果！”6月 25日，刚从烟田回来的陕

州区烟草分公司烟叶主管经理向辖

区6个烟站负责人一再叮嘱。

“大家加把劲儿，早上还能再浇

几亩！”6月 30日，陕州区烟草分公司

机关三支部将主题党日活动开在了

抗旱浇烟的第一线。这已经是该分

公司以党支部为单位，创新开展“助

农浇烟主题党日活动”的第五场次，

一方面帮助烟农打通了浇烟时间、位

置、水量等技术难关，一方面帮助缺

乏劳动力的困难群众缓解了临时性

用工压力。

为了减少老百姓抗旱浇烟的投

入，7月 5日，陕州区烟草分公司出台

《关于做好抗旱浇烟工作的通知》，对

铺设滴灌带进行节水灌溉的烟田每

亩补贴 70元，对人工抽水、拉水灌溉

的烟田每亩补贴50元。

“今年气候如此干旱，田间烟叶

还能长得这么好，多亏了烟草公司出

钱出力的‘保姆式’帮助！”田间绿油

油的烟苗眼瞅着往上长，东凡烟农王

邦虎高兴地说。

目前，陕州烟区第一轮抗旱浇烟

工作已接近尾声，共为辖区 9900 余

亩烟叶缓解了旱情，为今年烟叶的丰

产丰收奠定了基础。（尚苏苏 文/图）

天旱人不懒
三门峡市陕州区烟草分公司抗旱浇烟侧记

陕州区烟草分公司志愿者帮助烟农抗旱浇烟

7月8日，邓州市穰东镇人大主席团成员来到该镇前庄村百亩优质烟田，察看烟田
防汛和夏管情况。 高峰李军 摄

6月20日~7月9日，省职业烟农（烟叶
烘烤师）专项培训会在省烟草职工培训中心
举办，参加烟草栽培技能比武人员集中在许
昌市建安区烟田进行实训。杨帆 摄

研判烟田病虫害

我和烟草40年

普及的手机
别样的生活 明记百货变身记

许昌市建安区文兴路上有一家

明记百货，店铺很小，但生活日用品

一应俱全，装修简单，却充满人间烟

火气，小店常年为附近环卫工人提

供免费茶水，一看店主就是个非常

细心有爱的人。

店主叫乔黎明，今年 50多岁，

但要论与卷烟经营打交道，却已有

40 多年。说起这些年卷烟经营的

变化，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配送方式变化
从“坐商”“行商”到“服务商”

“记事起父亲就搭了个铁皮房

卖烟，凭这个营生我们一家走出农

村来到城市然后慢慢站稳脚跟。没

有大富大贵，但平安健康地养大了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

说起当年，乔黎明打开了话匣

子：“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陪父亲

一起去烟草公司批发部进货，批发

部门口总是挤满了人，那个年代别

说电脑，计算器都没有，算账用算盘，

手工开票，一排队就是好几个小时。

那时候最怕钱丢或者烟拿错，所以

只有领到烟才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后来为方便零售户，烟草行业

进一步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将自身

角色由“坐商”逐渐调整为“行商”，

为卷烟零售户送货上门，全国农村

卷烟销售网络建设自此掀起高潮。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烟草公

司开始实行配送，送货上门，一手交

钱一手交货，虽然烟的品种仍然不

多，但是的确方便了很多。”乔黎明

感慨道。

访销模式变化
从“人工订货”到“电话访

销”再到“网络订货”

2005年，卷烟营销初步形成了

以电话访销、电子结算、统一配送、

现代流通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模式，

构建了覆盖城乡、功能完善、优质高

效、经济实用的卷烟销售网络。

“那时候父亲每周一上午最重

要的事情就是守着电话等订烟，卷

烟品种也越来越多，可以个性化选

择卷烟，因为实行电话访销、访送分

离的营销模式，订货送货都不需要

操心，只要把购烟款存到订烟账户，

就可以坐等送货上门，特别方便。”

乔黎明回忆。

“前些年，父亲年龄大了，我接

手经营这个小店。那时候已经用新

商盟系统订货，每个订烟日我可以

自己登录系统，有什么品牌的烟、各

自价位多少都一目了然。想要什么

品牌的烟、想订多少，轻点几下鼠标

就搞定，方便快捷、时间自由。当年

为了网上订烟，我们家买了第一台

电脑，客户经理上门手把手教我，硬

是把我这个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操

作的人培养成了可以自行下单订烟

的半把刷子。”

“客户经理不光教会我订烟，还

指导我通过系统查询自己的库存、

盈利、动销率，引导我安装扫描软

件，自此店里每天的销售盈利一清

二楚，再也不像以往那么多年是笔

糊涂账。”

说到这里，乔黎明禁不住夸赞

客户经理：“连俺孩子都嫌我年龄

大、学东西慢，懒得教我，李经理很

有耐心，专门制作了一张操作步骤

图，教我一步步学会订烟。”

行业终端变化
从“老破小”到“智慧终端”

“在烟草公司的指导下，我们周

边零售户成立了诚信互助小组，卷

烟市场越来越规范有序。今年，烟

草公司还组织开展‘客户开口讲’

‘金叶探店’等系列活动，引导我们

加盟终端建设，提升店铺形象；定期

通过‘零售云学’平台直播分享店铺

陈列、卷烟经营、品牌培育等知识，

帮助我们实际解决经营上的难题。”

乔黎明感慨道。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乔黎明感

慨万千：“烟草公司一直引导着我成

长进步：网上自主订货让订烟更加

方便快捷；卷烟经营培训让店铺盈

利变得实际、可操作；零售终端建设

提升店铺形象的同时提高动销率；

双屏收银机让店铺管理创新高效。

曾经不规范的卷烟自由批发市场一

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新零售

智慧终端……”

始终如一未变
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

益至上的共同价值观

“时代在变，人的消费习惯在

变，卷烟订货方式在变、支付方式在

变，虽然烟草公司的工作人员换了

一茬又一茬，但烟草公司对咱零售

商户的贴心指导服务始终如一未

变。”乔黎明感慨道，40年来，卷烟

营销的每一次转变都是一次提升，

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回馈社

会大众。

“与烟共济 40年，我对这个行

业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只要身体

条件允许，我会一直带领明记百货

在卷烟经营的路上走下去。”乔黎明

如是说。

40年弹指一挥间，40年沧海变

桑田。回望来路，河南烟草行业的

每一次战略调整、终端建设，都是改

革精神的延续与传承；每一次配送

方式、访销模式转变，都是对“国家

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完美

诠释。

（边亚梦）

我家的烟草缘

因工作需要来到新型电能
烤房群进行工程审计，不由想
起儿时父亲建的土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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