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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村版

冬闲人不闲 来年有奔头

烟故事

“玉志，上次我说的那个肥料你进

了没有？”“进了进了，明天就到货，到

时候来找我啊！”玉志是谁？“他可是延

津县王楼镇张街村的‘斜杠青年’。”延

津县烟草专卖局驻张街村第一书记冯

星介绍说。

玉志全名张玉志，小时候一次意

外触电，导致双手截肢，只能用左手仅

存的20厘米残肢和双脚应付日常的

吃饭、穿衣，几年之后父母相继离世，

让张玉志丧失了生活的全部希望，他

也一度成为村里的贫困户。

“这个农资超市是冯书记帮俺开

的，没有冯书记，这个事情可不敢想。”

张玉志说罢嘿嘿地笑着。

张玉志的家位于村中心，还有门

面房。冯书记在村里走访、摸排情况

后为他制定了“个性化”扶贫计划，建

议他开一家农资超市，一来他身体不

便但头脑灵光，比较适合搞经营，二来

利用自家房子，也方便进货卖货。为

了解除张玉志的后顾之忧，冯书记为

他申请了2万元政府贴息贷款，张玉

志这才大胆干了起来。由于人勤快，

加上货真价实，张玉志的农资超市经

营得红红火火，2019年，年收入1.1万

多元。

张玉志有了固定收入，摘掉了贫

困帽子，今年2月，他又开始捣鼓起了

直播、短视频。“平时直播就给大家唱

唱戏、唱唱歌。这套设备就是我和冯

书记一起商量购买的。你看，评论都

是给我加油的。”张玉志滔滔不绝地

说，他的短视频号则主要记录自己平

时的生活以及帮助村民劳作的场景，

收获了不少粉丝。

冯星说：“张玉志积极生活的心态

鼓舞激励了不少张街村的村民，对弘

扬正能量、培育良好乡风、助力乡村振

兴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魏文喆）

“老张，你看这茬香菇的品相又提

升了不少，俺今年挣八九万块钱肯定没

问题啦！”12月8日，在泌阳县双庙街乡

沟李村菇香源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脱贫

户赵成贤一边忙着采摘香菇，一边跟该

合作社理事长张明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是啊！咱们能有今天，多亏了牛

书记！”望着一筐筐新鲜采摘的香菇，

张明附和道。

今年48岁的张明大学毕业后在

上海经营菌棒出口贸易，经过十几年

的打拼奋斗，外贸生意做得有声有

色。让他“回家来”“留下来”“干起来”

的人，正是他口中的“牛书记”——驻

马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驻该村第一

书记牛明巍。

时间回到2017年10月，牛明巍

受组织委派来到沟李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当时的沟李村村集体经济长期处

于“空白状态”，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在摸清村内整体情况后，牛明巍意识

到必须走“产业兴村”的路子，发展特

色产业带动全村整体致富。

“牛书记联系并动员我把资源带

回家，返乡创业。说实话，一开始我比

较犹豫，毕竟种植加工是上游生产环

节，隔行如隔山。”张明回忆道，“牛书

记了解了我的想法后，又是给我寄理

论书籍，又是找技术专家、种菇大户给

我打电话介绍情况，最终一步一步打

消了我的顾虑。”2018年6月，张明返

乡创办了泌阳县沟李村菇香源食用菌

专业合作社。

“引凤回巢”只是第一步，牛明巍

把视线放在了改善村内基础设施上，

“只有这样，才能真的拴住人、留住

心”。通过广泛征集村民意见，牛明巍

会同村委定下了道路硬化、村庄亮化、

环境美化三大工程。通过牛明巍的协

调争取，2018年至今驻马店市烟草专

卖局共投入帮扶资金132万元，帮助

沟李村安装太阳能路灯127盏，铺设

硬化路面5公里，还对村部及党群活

动中心进行修整翻新，为农村基层党

组织打造了红色阵地。

合作社成立后，各项工作步入正

轨。但受限于粗加工的产业特点，产业

规模始终未能发展壮大。正当张明一筹

莫展之际，牛明巍送来了“破题妙招”。

“香菇根部加工成饲料，柄部剪断

切丁后供应给县里的香菇酱厂当原料，

菇盖进行烘焙制成干货。”张明回忆道，

“采用牛书记的锦囊妙计，‘一菇三用’变

废为宝，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的规模。”

目前，该合作社有香菇大棚63

座，羊肚菌大棚 14座，年产值超过

300万元，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

余万元。生产季节能够带动农村富余

劳动力70余人就业，人均年增收近两

万元。 （纪仲岩）

12月12日，暖阳普照、人心向暖，

三门峡市陕州区各个种烟乡镇的田间

地头人头攒动，有忙着撒施粗肥的，有

忙着将绿肥掩青的，伴着机器的阵阵

轰鸣，一派冬闲养地忙的景象。

“近期天气好，得抓住时机做好烟

田冬耕！”11月底，为了让烟农更加精

准地掌握冬耕养地的技巧，三门峡市

陕州区烟草分公司将冬季烟叶生产技

术培训会开在田间地头。

陕州区种烟主体较为固定，加之

烟田资源有限，养好烟田成为保障辖

区烟农持续增收致富的关键。近几

年，陕州区烟草分公司将绿肥掩青、增

施有机肥作为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

高土壤肥力的养地小妙招在辖区各个

种烟村组推广开来。

“施用粗肥的烟田，土壤较为疏

松、肥力适中，烟株也很少生病！”说起

粗肥养地的诸多好处，张茅乡永新烟

叶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永新有说不完的

话，“农家腐熟的牛粪适合冬耕前在大

田撒施；购买的腐熟牛羊粪、饼肥，在

大田起垄前条施效果更好；有机肥每

亩施200公斤，饼肥每亩施30公斤。”

在烟草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张永

新总结了一套适合自家烟田的粗肥施

用方法。

油菜根系较为发达，且叶茎组织

鲜嫩，翻压后腐熟分解快，提高土壤通

透性、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效果明显。

陕州区烟草分公司根据当地的土壤特

性、气候特征选取油菜用于绿肥掩青。

“在烟站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去年

8月初，我按照每亩1公斤的标准在烟

垄中间撒播油菜种子，冬耕掩青后，今

年烟叶成熟期落黄较好，烤后色泽橘

黄、品质好，亩均收益增加近10%！”观

音堂镇窑院村任伟伟尝到绿肥掩青的

甜头后，今年当起了免费宣传员。为

了让更多烟农尝到增施粗肥、绿肥掩

青养地增收的甜头，陕州区烟草分公

司成立技术指导专项工作组，制订补

贴验收方案，确保两项技术在落实比

例、落实质量上的最大化、最优化。

“增施粗肥和油菜掩青两项技术

是实实在在造福烟农的好技术，操作

验收合格后还能获补贴，烟农接受度

普遍较高！”说起推广情况，宫前烟站

站长潘强表示。截至12月7日，三门

峡市陕州区烟田冬耕养地工作已完成

60%以上。 （尚苏苏）

12月 5日，仲冬时节，万木凋

零，宜阳县高村镇石村育苗大棚内，

工人们正在忙着清理植株残体，平

整土地，为来年烟叶育苗做准备。

一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热

火朝天的景象，在一片绿油油的

海洋里，一朵接一朵的西蓝花在

工人们手中“起舞”，采收、传递、

装筐、搬运，最后摆到各大超市的

货架上。

“西蓝花试种非常成功，也有销

路。今年积累了经验，明年就可以

推广种植了，这里的大棚一个都不

叫它闲置！”说话的是高村镇石村村

烟农尹卫东。说起尹卫东，十里八

乡人人皆知，他不仅是职业烟农，还

是蔬菜大棚的“棚主”，多年来靠着

“烟叶+多元产业”种植模式在高村

镇蹚出一条致富路，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

10年前，在外四处打零工的尹

卫东回到家乡开始种烟，从最初的8

亩慢慢发展到100多亩，年收入从

几万元增加到如今的20多万元。

家里不仅买了汽车，在县城买了房

子，还供出了两个大学生。

越干越起劲的尹卫东把目光瞄

向了闲置大棚。石村育苗基地有六

连栋大棚4座，每年育烟苗只利用4

个月，剩下时间都在闲置。近几年，

宜阳县烟草部门积极探索以烟为

主、物尽其用的设施综合利用之路，

尹卫东积极响应，烟叶育苗期一结

束就在这些大棚里种起了西蓝花、

西瓜和红薯。“西蓝花耐寒性强，病

害少；红薯好管理，用工少。种薯卖

给高校育苗用，品种薯、西瓜、西蓝

花卖到各大超市。通过这几年的摸

索，平均一个大棚育苗闲置期能收

入8000多元，一年下来多收入好几

万元，就算是遇上烟叶歉年也不

怕。”尹卫东笑得合不拢嘴。

由于烟叶移栽、烟田管理、采收

烘烤和大棚种植都需要人工，仅尹

卫东一家就吸纳石村周边就业人员

30多名。“平时我就在这里打零工，

一个月下来有千把块钱收入，烘烤

季忙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两三千块

钱。前后脚就能到家，照顾孩子赚

钱两不误！”正在忙着给西蓝花装车

的女工笑呵呵地说。“明年我再把西

蓝花扩大几个棚，让大家都来这里

干活！”尹卫东指着这片大棚踌躇满

志。 （王艺绘）

12月7日，卢氏县沙河乡

桐树岭烟田示范方里人头攒

动，机器轰鸣，拔烟秆、整烟

地、深耕田，一派繁忙的烟叶

生产景象，正在寒气逼人的旷

野里呈现。

像桐树岭那样鏖战冬寒

忙冬耕的烟区，在卢氏县各

个产烟乡镇比比皆是。为了

引领广大烟农干劲冲天的这

股热潮，切实打牢2022年烟

叶生产根基，该县烟草部门

主动作为，因势利导，采取

“四个强化”措施，为推进烟

田腾茬整地、冬耕深翻进程

提供技术支持、机械帮助和

物资供应。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冬耕

氛围。通过烟草职工群和烟

农微信工作群发布加快推进

冬季烟叶生产工作通知，面向

烟农发放各环节工作技术明

白纸，组织烟站包村职工入户

面对面动员，告知开展冬季烟

田腾茬整地、冬耕深翻在蓄水

保墒、杀灭病虫害等方面的好

处，提高烟农主动投入工作的

积极性。

强化示范引领，树立标杆

效应。由烟叶收购站点召集

辖区烟农分别召开冬季烟叶

生产工作现场会，依托合作社机耕队在

集中连片示范区域开展冬耕深翻服务，

通过示范引领和典型带动，引导烟农严

格落实冬耕深翻烟田技术规程。

强化技术指导，提升冬耕质量。发

挥县指导乡镇、乡镇指导村组、村组指导

种烟户的层级技术推广网络功效，组织

生产技术人员深入一线，通过点对点、面

对面技术指导，严格落实腾茬整地、冬耕

深翻技术标准和生产规范，不断提高科

技应用水平。

强化监督考核，加快冬耕进程。成

立专项督查考核小组，充分利用质量管

控机制，定期对冬季腾茬整地、冬耕深翻

等烟叶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在

规定时间段内高质量完成冬季烟叶生产

工作任务。 （叶新波）

位于汝阳县刘店镇沙坪村的6座四连栋育苗大棚，由汝阳县烟草分公司建造于2006年，占地面积20亩，由当地村民

史书林承包。今年5月底烟叶育苗结束后，史书林利用空档种植西红杮、黄瓜、青椒、芹菜、蒜苗、菠菜和香菜等各种蔬菜。

截至目前，仅卖蔬菜的毛收益就达8万余元。图为史书林的家人正在挑拣整理收割好的芹菜。 路晶晶摄

□本报记者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

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

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略有回落。上周全省肉类

零售均价为63.31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0.38%。其中，猪肉（后腿肉）零售均

价为 30.66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16%，较上年同期下降46.39%；牛腿肉

零售均价为79.8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1.69%，较上年同期上涨3.31%；羊腿

肉零售均价为79.39元/公斤，较前一周

下降0.69%，较上年同期上涨4.16%。冬

季猪肉刚需消费增加，但生猪市场供应

宽松的局面仍然持续。预计近期猪肉价

格仍将在现有价位窄幅波动。

鸡蛋价格持续下行。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为9.91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69%；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84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1.77%。由于前期鸡

蛋价格涨幅较大，高蛋价抑制鸡蛋消费，

上周蛋价延续下降态势。随着元旦临

近，预计鸡蛋价格或将止跌回稳。

粮油价格稳中略涨。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为5.09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59%。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88

元/升，较前一周上涨0.84%。目前我省

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购销平稳。预计后

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蔬菜价格继续回落。上周全省蔬菜

零售均价为6.66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62%。近期我省天气有利于蔬菜生

长，加之蔬菜产地衔接正常，本地菜和外

调菜同时进入市场，供应量增加，价格持

续回落，预计近期菜价仍有回落的空间。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水

产品零售均价为27.34元/公斤，较前一

周下降0.07%。冬季水产品捕捞受限，

鲜活类水产品上市量有所减少。预计近

期水产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较大。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猪肉价格略有回落 鸡蛋价格持续下行
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稳为主

民权县住建局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

近日来，民权县住建局开展工程建设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成立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健全监管机制，明确

目标任务及整治要求。二是积极整治落

实。局党组负责人要及时调度工作进

展，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相关职能部门

形成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良好态势。三

是建立长效机制。做到专项整治与完善

长效机制相结合。将专项整治中的好做

法、好经验提炼固化为制度，促进市场环

境持续优化的长效机制。 (刘传忠)

烟田养地有妙招 油菜掩青施粗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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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大棚综合用
育苗大棚综合用

育完烟苗把菜种

育苗大棚不闲置 多元产业稳增收

张街村的“斜杠青年”

“牛书记”的产业兴村“三部曲”

鹤壁市鹤山区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

实施党支部书记“头雁”建设工程，选优配强

基层党组织书记，全部实现了“一肩挑”，村

“两委”班子结构全面优化，党支部书记平均

年龄44岁。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起

坚强堡垒，提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在乡村振

兴一线，选优配强乡村振兴班子，探索构建

全区组织力提升工作体系，充分调动各级党

员干部的积极性，凝聚起方方面面的力量，

真正做到以乡村人才振兴推动形成乡村全

面振兴。

（张俊妮）

近日，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鹤壁市

淇滨区上峪乡“四步走”扎实推进灾后危房

改造。一是精准摸排。按照“细致深入、应

改尽改、应建尽建”的原则，进村入户、逐户

核查，并配合房屋鉴定公司进行初步筛定。

二是申报核实。实行“户申请、村评议、乡把

关”的申请程序，确保危房灾后重建。经审

核已初步确定131户进行危房改造，其中重

建23户，修缮108户。三是加快改造。工

作小组牵头，乡督查室定期督查各村、各户

改造情况，确保10月底前完成危房修缮，12

月底前完成危房重建，全力保障群众住房安

全。四是长期管护。出台危房改造管护方

案，做到“完成一批、验收一批、管护一批”，

保障改造成效。 （郭付毅）

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在脱贫

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

乘势而上，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来抓，坚持责任不松动、力度不减

弱、政策不断档，按照“四个不摘”

的总体要求，紧盯责任落实不放

松，保持现有的帮扶力量总体稳

定。在巩固成效上，紧紧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等主要

指标，常态化做好排查工作。针

对全镇因灾造成住房产生安全隐

患的158户农户，逐户核实并纳入

灾后重建计划，实现危房动态清

零；针对因灾造成饮水安全出现

问题的村，一村一策，并全部解决

到位，确保全镇群众饮水安全；加

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保障情

况动态监测，目前全镇脱贫户和

监测户中无失学辍学情况；强化

医疗保障，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大病救治率、慢病签约率、随

访率均为100%。 （刘波）

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12月10日，平顶山市卫东区党外知识

分子联谊会走进五一路小学举办“送书法进

校园”活动。

平顶山市卫东区知联会的书法名家走

上该校的书法讲堂，为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学好书写汉字的现实意义以及硬笔、软

笔书法的书写技巧，对活动的展示作品进行

指导、点评，鼓励孩同学们多练习、写好字，

同时还开展交流互动，大大提升了同学们学

习书法的热情。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挥毫泼

墨，进行了书法创作。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发挥统战成员在校

园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营造校园师生热

爱国粹、热爱书法艺术的浓厚氛围，提高学

生对书法的认识水平，深化素质教育，增强

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心中扎根发芽。

平顶山市卫东区知联会自2014年12

月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协商民主、民主监督、

建言资政、服务社会、举荐人才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义写春联活动已成为知联

会一项深受群众欢迎的文化品牌，近几年

来，共现场书写春联3000余副；多次组织

知联会医疗专家开展“同心助暖”义诊活

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接受义

诊服务2000余人次；开展送文化下乡服

务，捐赠图书1000余册，书写赠送书法作品

500余幅。

平顶山市卫东区知联会将继续发挥优

势，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卫统战）

“四步走”扎实推进灾后危房改造

平顶山市卫东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举办“送书法进校园”活动

鹤壁钜桥镇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提升队伍建设 实施人才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