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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在汝阳县三屯镇南保村现代化烟叶育苗中心，当地村民不恋春节忙春耕，开始烟叶漂浮育苗，为今年烟叶提质增效打

下良好基础。 康红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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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降低烟叶根茎

类病害发生所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促进烟叶高质量发

展，近年来，许昌市烟草专

卖局（公司）联合福建三炬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炬生物”）开展科

研攻关，探索实践“基质拌

菌”技术。

“小辉啊，你有空来育苗大棚转转，你不来瞅瞅，俺不放心。”2月3日，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烟叶育苗户远远看到曾凡辉，就和他打起了招呼。

“好嘞，我这就去看看。”参加工作以来，曾凡辉27年如一日在唐河县

烟草分公司王集烟站从事烟叶技术服务工作，平时走村入户习以为常，他

早就和当地的烟农成了一家人，当地烟农们都亲切地喊他“小辉”。

2月4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也就是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牛年“小年”。当天下

午4点半钟，卢氏县烟草分公司办公楼

前来了一拨特殊的客人。他们一边紧

紧握着该公司领导同志的手，一边双手

奉上一面写着“情系烟农惠民生，助农致

富奔小康”的锦旗，并连声说着“感谢”二

字，引来了不少过路群众围观。

原来，他们是卢氏县官道口镇耿家

村、新坪村、庄科村的村干部和群众代

表，他们来烟草分公司送锦旗，主要是为

了感谢过去一年里烟草分公司支持和

帮助他们村发展烟叶生产、带动村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

“俺村原来是省定贫困村，2016年9

月入户对接时，尚有56户123人处于贫困

线内未脱贫。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下，有40

余户村民陆续通过种烟实现了脱贫摘帽，

还有不少村民依靠种植烟叶步入了小

康。村民手中有了余钱，先后买了车买了

房，过上了与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去年，

烟叶收购一结束，不少村民提议要给烟草

分公司送一面锦旗，聊表谢意。这不，前

一阵子忙着换届选举给耽搁了，直到现在

才腾出手送来。小小锦旗，表达的可是村

民们的一片感激之情啊！”在会议室落座

后，耿家村村支书裴留章首先发言。

“咋不是哩，俺们新坪村与耿家村

相连，也是省定贫困村，如今依靠种烟实

现了整村脱贫摘帽，村民们提议让俺们

村干部用传统的感谢方式表达大家伙

儿的一片心意！”新坪村村支书鲁彦玲动

情地说。

“俺们庄科村通过发展烟叶也成功

实现了脱贫摘帽，村民们的感激之情也

是真诚和迫切的，希望公司收下村民们

的一片心意！”庄科村村支书李明周紧接

着说。

“发展烟叶生产、助推脱贫攻坚是

我们应尽的职责。只要村民们乐意种

烟，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大

家只要踏实肯干，通过科学种烟，日子一

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听罢村干部们的

发言，该县烟草分公司有关领导也作了

简单讲话。

“哗哗哗！哗哗哗！……”一阵阵

热烈的掌声久久飘荡在会议室里。

（叶新波）

基质拌菌 源头防病
许昌市科研攻关探索烟叶根茎类病害防治技术显成效

送面锦旗表谢意

省烟草公司“十佳烟叶收购员”

曾凡辉的“金叶人生”
为了确保“基质拌菌”技术得到更好

的落实落地，许昌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及三炬生物的技术人员多次为育苗工场

操作人员和烟农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累积培训达400人（次）。下一步，要做

好“基质拌菌”育苗技术的数据记录工

作，依据多年多点研究示范的显著成效，

将其纳入全市绿色防控综合技术体系，

着力提高烟叶生产实用技术到位率，助

推全市烟叶生产提质增效，助力打造绿

色烟草新名片。 （李建华孙晓伟）

“刚开始我不懂种烟技术，只怕种

烟出了问题。”家住王集镇街上的烟农蔡

九伟前年承包了100亩地种烟，作为新

手心中一直很忐忑。

“没事儿，有我呢，种烟技术我教

你。”曾凡辉没有过多的言语，但用行动

给新种烟的烟农信心。蔡九伟种烟，他

全程跟踪、精细服务。

“我记得很清，起垄施肥时小辉找

到我确认前茬作物和土地肥力，确定施

肥量；移栽烟苗时，他手把手教我挖大

穴、浇足水并确定每亩栽烟株数……”

蔡九伟想起刚开始的艰难，特别感激自

己的种烟“向导”曾凡辉。

那一年，在烘烤关键阶段，曾凡辉

与蔡九伟同吃同住，手把手教他合理装

炕、科学烘烤，一待就是半个月。

“当时就想着不能让咱服务的烟农

吃了技术的亏，受了技术的损失。”曾凡

辉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说，“对孩子和家

庭多少还是有点亏欠的。”

“小辉哥，我没种过烟，心里没底

儿。”王集镇罗庄村30多岁的新烟农

刘超顿了顿说，“我今年承包了 120

多亩地种烟，不光是今年种烟政策

好，关键是你是我的客户经理，我相

信你！”

2021年曾凡辉又服务了6户种烟

大户，有他的服务指导，大伙儿心里就像

吃了“定心丸”，干劲儿十足。（白晶晶）

“小辉，这烟炕起来怎么有点不一

样？”半夜里，烘烤师傅刘士强给曾凡辉

打电话询问情况。

“刘师傅，你别急，我这就去看看什

么情况。”烟农辛苦了一年，万一炕烟炕

坏了，那损失多大啊，毫不迟疑，曾凡辉

快速下床赶过去。“这个烟叶是旱天烟，

相对特殊一点的烟叶，就各有各的炕

法。”看了烤房，查看了烟叶，分析了问

题，曾凡辉给刘士强讲了看法和技术要

领，“这种烟要注意保持水分，要保湿变

黄炕，才能不出问题。”

“小辉，俺家的田里烟叶叶片上长

了斑点，你快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小辉，这冬耕的时候都注意点什

么呀？”

“小辉，我这烟刚出炕，你帮我弄个

样品吧。”

……

20多年来，镇上的烟农有什么问

题，都习惯性地想到曾凡辉。只要大伙

儿有事情找，曾凡辉也总会放下自己手

头的事情，第一时间赶到帮着解决问题，

俨然成了大家的“金叶医生”。

“老师，这个烟叶分级样品我有点

不明白，您能不能再给我讲讲。”每次

在烟叶分级技术培训班，曾凡辉总有

很多问题。有时候下课了，甚至到了

半夜，只要培训场地不关门，曾凡辉都

舍不得走。

“他是最刻苦、问题最多、爱琢磨，

也是学烟叶分级技术最好的基层同志。”

提及曾凡辉，南阳市烟草公司烟叶分级

技术总监丁新洁印象深刻。

每年，曾凡辉都会与县烟草分公司

的技术员们一起做烟叶样品，从烟农家

取样、讨论分析到最终确定样品往往得

半个月。

“小辉是个十分认真的人。”唐河县烟

草分公司生产科技术主管杨金健说，“有

时候两把烟叶等级界限不是很明显，比如

中桔四和下桔二，他就不厌其烦地与大家

一起分析讨论，观察得非常仔细。”

“作为一名烟叶技术员，尤其是当

了主检验级员，烟叶等级就得搞准确，不

能亏了烟农，也不能亏了单位。”抱着这

样的朴实想法，曾凡辉在学习烟叶分级

技术上总是精益求精。

正是有了这种“金叶工匠”精神，曾

凡辉进步很快。连续3年，他获得南阳

市烟叶评级竞赛第一名，2019年获得南

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全市烟叶

优秀生产收购员，2020年被省烟草公司

评为全省“十佳烟叶收购员”。

为了让更多育苗工场利用“基质拌

菌”这项新技术，在2020年，许昌市烟草

专卖局（公司）在襄城县汾陈乡、王洛镇、

紫云镇，禹州市小吕乡、范坡镇、张得镇等

主要植烟乡镇选取了9家有代表性的育

苗工场进行小面积的示范推广，全市共繁

育烟苗1.1万盘，累计推广2000亩烟田，

成效显著。

“李主任，这个‘基质拌菌’育出的烟

苗非常好，种下去烟根病明显少了。这

种烟苗我们还能用上吗？”襄城县大磨张

育苗工场负责人王坤向襄城县技术推广

站主任李洪亮问道。“这是个好技术，放

心，只要广大烟农朋友认可，我们烟草公

司肯定会大力支持，会让大家都用上

的。”听到李洪亮肯定的答复，王坤放心

了很多。
“这个池子的烟苗好！龚老板，我

要这个池子里的烟苗啊！”

“龚老板，我也要这个池子的苗！

我进来第一眼就相中了。”

“我也要啊！”……

在襄城县双楼张育苗工场里，一群

烟农围在一个育苗池旁边激烈地争论

着。“大家先别急，这个池子里的苗是市烟

草公司试验用的烟苗，是‘基质拌菌’繁育

的烟苗，量比较少，试验用剩下的才能卖

给大家。”育苗工场负责人龚社妮安抚众

人道。这一幕已经连续两年发生在襄城

县“基质拌菌”试验的育苗大棚中，“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基质拌菌’育出来

的苗这么受欢迎！”龚社妮笑着说。

“我们当地育苗前期气温低，出苗

慢，但‘基质拌菌’的苗差不多能提前两

天出苗，而且出的苗大、苗壮，间苗都很

省事。”禹州市西南王育苗工场负责人

刘自修兴致勃勃地说道。

“为确保‘基质拌菌’的科学性、安

全性以及实效性，我们进行了多年多个

试点试验。从这两年试点的情况来看，

育苗场和烟农朋友已经切身感受到了

‘基质拌菌’技术在烟苗繁育上带来的

新变化。”许昌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技术

中心姚健介绍道，利用“基质拌菌”育苗

技术繁育的烟苗跟踪效果显示，“基质拌

菌”烟苗比常规烟苗出苗时间提前两天；

出苗整齐度高；出苗率高，达98%以上；

间定苗省工，平均每200盘降低一个用

工；成苗根系发达，整盘烟苗利用率提高

20%左右；烟株中后期抗根部病害（黑胫

病、根黑腐病）效果较常规处理有所提

升。“可以肯定，‘基质拌菌’是一项源头

性防控根茎类病害的有效技术。”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攻关团队通过实地走访、座谈、调研、

取样、化验分析、查阅历史资料，对许昌主

要种烟乡镇，累计两万余亩烟田的病害发

生、烤烟种植、土壤状况、肥水施用等情况

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梳理分析，准确掌握

了当地病害发生的人为因素和生态因

素。最终明确，土壤微生态失衡和烟苗自

身抗性偏弱是根茎类病害频发的主要因

素，为“基质拌菌”这一源头防控技术的攻

关与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为因地制宜做好微生物菌剂新配方

的工作，攻关团队对当地烟田、烟株连续

多年采样并进行致病菌和拮抗菌筛选鉴

定，发现当地病原菌15株、优势致病病原

菌两株、优势拮抗菌3株，形成复配配方5

种，通过“盆栽+大田”试验模式，对烟株施

用5种配方后的抗病性、土壤菌群分布、

拮抗菌在土壤中的定殖能力等进行评价

分析，最终确定适宜当地的拮抗菌菌株，

并研发出相应的微生物菌剂配方。

试点先行B

示范推广C

科技引领D

禹州市西南王育苗工场“基质拌菌”烟苗长势喜人 姚健摄

牛年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商丘市福彩中心
便迎来一位幸运彩民，独中刮刮乐“辛丑牛”100万
元大奖，由于在派送活动期间，中100万元送100万
元，共计中得奖金200万元。

据介绍，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五)，该彩民和家
人外出游玩时，路过位于睢县水口路附近的
41640609投注站，得知“辛丑牛”正在开展“中多少
送多少”派送活动，便萌生念头趁着牛年春节的喜庆
日子试试运气。不料想，在和爱人刮到第十三张刮
刮乐时，好运从天而降，3 个相同图符之后的
1000000元数字赫然醒目，百万大奖就这样降临
了，而且还是双倍好运。

“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中了大奖，太开心了。”
领奖现场，该彩民心情依然激动，连连表示以后一定
继续支持福彩事业，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去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豫福文/图)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辛丑牛”双倍惊喜
商丘彩民“刮”出200万元大奖

“妈，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今年过

年我就不回家了，在这边也挺好的，您放

心……”

年前腊月二十六，许昌市建安区烟草

专卖局（分公司）五女店市场部职工李朋

选择在许昌过年，提前给家里打电话报平

安、送祝福，“我老家在山东省济宁市，去

年也没有回去过年，爸妈都理解。”

为了让类似李朋这样的职工安心就

地过年，建安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开展

了节前走访慰问活动，为他们就地过年提

供保障。“李朋，没事了来俺家吃饺子吧，

尝尝恁姐的手艺！”单位的热心大姐郑艳

艳时常记挂着这个和自己儿子年龄差不

多的孩子，尤其是在过年团聚期间。这份

热情让想家又不愿说出来的李朋湿了眼

眶，他就像吃了那盘热腾腾的饺子一样心

里热乎乎的。

“志敏哥，过年不回去了？”

“不回啦，就地过年，免得给国家添麻

烦。”

“哈哈哈……老中。”

老家在河北省邯郸市的商户左志敏

在许昌市利民路从事卷烟零售已数十年，

基本每年都会带着老婆孩子回家过年的

他，这也是第二年受疫情影响没有回去看

望年迈的父母。“趁着春节多卖点烟多赚

些钱，心里也不慌。”左志敏说。去年突如

其来的疫情让许多零售商户都措手不及，

今年春节，面对一年当中难得的销售黄金

期，“烟草公司和俺们都提前做好了准备，

年前都备足了货。”左志敏表示。春节正

是高端烟消费的高峰期，充足的供货量既

保证了高端烟的销售，同时也保障了零售

商户的利润，许多零售户收获了“开门

红”。“就地过年也很暖心嘛，我准备给爸

妈买一个按摩椅当作新春礼物，他们也不

用老是念叨着腰疼了。”左志敏信心满满，

有了春节的精彩开局，他期待2021年全

年的好收成。 （胡莉娜）

回家过年，是多少

人难以割舍的浓烈情

怀。今年春节，面对依

然严峻的疫情形势，大

家都积极响应“就地过

年”的号召，浓浓中国年

里每一个就地过年背后

都有一份朴实、令人动

容的深沉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