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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烟

草公司成立40周年，为回顾发展历程、

总结历史经验、增强发展信心，本版拟

推出“我和烟草40年”专栏。有关征稿

内容通知如下：

征稿主题：以“我和烟草40年”为

主题，讲述个人、集体与河南烟草发展

同呼吸、共命运的感人故事。稿件可结

合单位、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节

点，展现40年间的变化；可结合自身，

提供缩影式、形象化的故事；可结合岗

位，表述令人欣慰的发展；也可结合生

活，反映家庭的变迁等。

征稿对象：全省烟草系统干部职工、

离退休干部职工，烟农、卷烟零售客户。

征稿要求：1.主题突出，导向正确，

材料真实，故事感人。

2.题目自拟，文字作品1000字以

内，配图要求文图相符。图片拍摄技术

运用得当，感染力强；除数码单反相机

拍摄的照片外，老照片、翻拍照片、彩色

扫描件图片均可，尽量提供原版或高质

量版本，JPG或TIFF格式均可；照片附带

文字说明，准确描述素材内容的时间节

点、人物、事件等。

征稿时间：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2年11月30日止。

投稿方式：所有来稿均以电子稿形

式，发至邮箱ncbxdyc@126.com，注明作

者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

汪坟村的种烟接力

我和烟草40年

征稿啦

6月23日，

镇平县烟草分公司

联系洒水车开进遮

山镇苏庄村烟田，

组织多名党员志愿

者帮助烟农浇水保

丰收。

刘理政李兆中摄

6月24日上

午，社旗县烟草专

卖局机关中心支

部、烟叶支部联合

下洼烟站支部党

员志愿者，带着洒

水罐车来到下洼镇

高庄村烟农郭顺可

的50亩连片烟田，

帮助浇水。

张举摄

▲

▲

“汪坟村发展烟叶40年，如今，全村

耕地除了零星种植些小麦、辣椒等农作

物外，其余全是种的烟叶。”6月23日，在

烟田劳作的李勤学老人告诉笔者。

现年72岁的李勤学家住渑池县坡

头乡汪坟村，他经历了汪坟村烟叶产业

发展的“前世今生”，见证了一茬又一茬

烟草人在汪坟村白纸泼墨绘就40年的

产业蓝图。

老支书留下的话

汪坟村处于深山区，祖祖辈辈靠种

植小麦、玉米两样农作物为生，缺衣少

食，清贫的苦日子像日出日落一样恒

定。啥时候能熬到头？汪坟村人一次次

在心中呐喊。

1982年，时任汪坟村党支部书记的

康石英带领几名村民出山考察烟叶，当

年第一粒烟叶种子播撒在汪坟村肥沃的

红土地，也播进了汪坟村群众的心田。

这一年，汪坟村烟农4户，种烟不足

10亩，烟叶烤后由渑池县各乡级供销合

作社代为收购，这几户烟农常常是赶着

牛、拉着车在崎岖狭窄的山路行走几十

公里才能到达烟叶交售点。

一季下来一算账，一亩烟叶收入高

达一百四五十元，足足比种小麦、玉米多

收近百元，汪坟村“炸开了锅”。

李勤学是当年汪坟村种烟第一人。

据他回忆，当时他家一年的家庭收入满

打满算也就二三百元。要是能种上几亩

烟，还不富得流油？消息很快在村里传

开，汪坟村热闹得胜似过节。

老支书康石英组织召开群众会，细

算产业收入账，挑灯夜战学习烟叶种植

技术，跑遍青山规划烟田，苦心经营群众

发展大计。

汪坟村沟深坡陡、山多地少，康石英

盘算着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让巴

掌大的地块铺展开来：以不占青山为原

则，动员群众在原有地块边沿实施扩面

筑田，让荒坡变良田，增加汪坟村的耕地

面积。

“现在汪坟村耕地面积4500亩，人均

3亩，近1/3是老支书那个年代带领群众

开垦的土地。”现任村委委员、汪坟村第二

代烟农康八周说。

有了充足的土地，在村干部的带领

下，汪坟村种植烟叶的劲头更足了。

“咱汪坟村只有走种植烟叶这条路，

才能摆脱苦日子。咱村若能种上千亩烟

叶，那日子就好着呢！”这是一个充满希

望的蓝图，老支书康石英的话犹在耳畔。

散枝开叶为青山着色

1984年，渑池县烟草公司成立，烟

叶产业开始按计划组织生产、收购工作。

烤烟的醇香飘散在汪坟村的角角落

落，在县烟草公司的推动下，汪坟村的种

烟面积骤增。

1985年，渑池县烟草公司在汪坟村

设立烟叶流动收购点，尽力兑现“定时定

点，能收尽收”的服务承诺，实现了群众

卖烟不出村。

1987年，渑池县烟草公司向汪坟村

派驻工作服务队，仅有的3名队员走村

入户宣传烟叶政策，下烟田传授生产技

术，火热的劳动场面让汪坟村再次沸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化肥紧缺的

年代，针对烟叶烟片薄、产量低的问题，

工作服务队组织群众开展积土肥、攒牛

粪，以此提升烟田肥力，提高烟叶产量。

“工作服务队解决了烟叶生产技术

上的问题，烟叶产量由最初的六七十斤

提高到120斤左右。”李勤学回忆说。

1993年，渑池县烟草公司在汪坟村

设立烟叶收购点，喜庆的鞭炮声在汪坟

村青山峡谷中久久回响。

散枝开叶。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

90年代初的10年间，汪坟村的种烟户从

最初的4户发展到370余户，烟叶面积

从不足10亩发展到800余亩，全村近七

成农户端上了烟叶的“金饭碗”。

20世纪90年代，汪坟村依靠种烟有

了建新房的资本和底气，一座座砖瓦房

舍拔地而起，祖祖辈辈蜗居在石头垒砌

起来的破房舍时代就此结束。

乘上“复兴号”快车

进入21世纪，汪坟村烟叶种植面积

突破千亩。

“汪坟村村委干部换了一拨又一拨，

但每届村委都把烟叶视为当家产业来

抓。”康八周说。

像康八周一样的“烟二代”还有陆先

涛、杜海勤、席永华、陈爱卫……他们接

过父辈的“如椽大笔”，在汪坟村烟叶产

业发展蓝图上挥毫泼墨。

“烟站生产员经常来村子里给俺们

讲政策、教技术，他们都是好人呀！”李勤

学说自己年老健忘，但对历任烟草公司

领导和烟站站长、包村烟技员到汪坟村

做的事却忘不掉。

2013年以来，更名后的渑池县烟草

分公司在汪坟村修产业路、建密集式烤

房，推广烟叶井窖式移栽、揭膜培土、豆

浆灌根等生产技术。在政策支撑、科技

驱动、深度指导的催化作用下，烟叶质量

得到大幅提升，汪坟村烟叶产业发展乘

上了“复兴号”快车。

“2021 年汪坟村烟叶收入 512 万

元，今年烟叶种植面积达到1858亩，较

去年增加638亩。未来，汪坟村有信心

实现烟叶收入千万元。”康八周说。

40年初心不变，40年耕耘不辍。如

今的汪坟村烟农不仅家家户户有轿车，

绝大多数还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县城

两套住房，两个儿子一人一套，冬季俺全

家回县城居住。”笑起来的李勤学眼睛眯

成了一条线。

日前，渑池县烟草分公司新一届党

组就烟叶产业发展工作进行系统谋划，

坚持将烟叶产业布局、基础配套设施等

资源要素向质量特色突出、生态条件优

良等区域转移，以“二次创业”的精神推

动烟叶产业由稳转增。

消息传来，汪坟村再次“炸开了锅”，

接力绘就40年的烟叶产业蓝图将再涂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赵红朝席新超）

正值烟叶旺长期正值烟叶旺长期，，为保证科研项目为保证科研项目

试验数据真实可靠试验数据真实可靠，，平顶山市烟草公平顶山市烟草公

司烟叶生产技术中心的科研团队顶司烟叶生产技术中心的科研团队顶

着烈日着烈日，，到试验田开展农艺性状到试验田开展农艺性状、、病病

虫害发生情况调查虫害发生情况调查。。

66月月2626日日，，该中心副主任该中心副主任、、

博士常栋查看烟株有效叶片博士常栋查看烟株有效叶片。。

66月月2626日日，，该中心农艺师该中心农艺师、、博博

士阎海涛士阎海涛（（右右））和许跃奇和许跃奇（（左左））挖取烟株挖取烟株

样品样品。。 何晓冰何晓冰摄摄

“顾老板，新店开张一段时间了，生

意怎么样？”6月25日，卫辉市烟草分公

司副经理陈院庆和客服部主任边晓珂

来到顾玉良的门店。见到他们又来了，

顾玉良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快步迎了上

去：“说实话，我挺舍不得老店，毕竟那

儿都是老主顾。不过迁到这新店，咱也

有底气！”

既然对老店有感情，那为什么还要

迁新店呢？这事还得从20多天前说起。

5月30日下午两点，陈院庆和边晓

珂正在唐庄镇郝庄村走访客户，突然，一

阵急促的脚步声中断了他们的谈话，顾

玉良的求救声随之传来——“起火了，快

来人啊……”一听说着火了，周围一片慌

乱，陈院庆和边晓珂没有丝毫犹豫，一把

抄起近旁的灭火器就赶往火灾现场。

此时，顾玉良的烟酒门店已是明火

升腾、浓烟滚滚，边晓珂迅速拔出灭火

器保险销，紧握喷嘴对准火焰根部喷了

起来。考虑到顾玉良的门店紧挨自建

住房，房里有不少易燃物品，一旦烧起

来，火势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陈

院庆一边报警，一边指挥周围群众有序

撤离。之后消防车陆续到位，20分钟后

现场明火终于完全被扑灭。

“都怪我，这老化电路一直没检修

过。店里十几万元的货物，这下全毁

了。”看着满屋狼藉，顾玉良伤心地哭诉

道。当时室外气温已达32℃，加上刚刚

经历过火灾，顾玉良门店周边的温度更

高。陈院庆和边晓珂顾不上弥漫的烟

尘和混乱的现场，边轻声安抚着顾玉

良，边一趟趟地将货架上未受损的货物

搬出店铺。顾玉良看着满头大汗的两

个人，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的过程中，卫辉市烟草分公司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党员联户

“1+N”模式相结合，着力解决卷烟零售

客户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根据

实际情况，顾玉良被列为重点帮扶对

象。6月1日一早，陈院庆带领帮扶小

组再次来到顾玉良的门店，送上毛毯、

夏凉被等生活物资，并动员周围零售客

户按照货物的受损程度各自帮忙打折

销售，将顾玉良的损失降到最低。

尽管非常不舍，但出于安全考虑，

顾玉良还是决定对店址进行迁移。在

帮扶小组的协调下，工作人员开展上门

办证服务，一周内完成了审批发证。为

了新店顺利开业，帮扶小组积极协调银

企为顾玉良提供贷款金融服务，委派优

秀客户经理对他开展“小灶式”培训，并

将其经营动态纳入日常走访的重点工

作之中。

“患难见真情，这次火灾经历让我

体会到烟草公司确实把我们零售客户

装在了心里。所以，这新店我迁得有底

气！”顾玉良由衷地说。 （胡剑兰）

6 月 25 日早上

6：30，许昌市烟草

公司技术中心的

“许烟卫士”小

课堂视频在襄

城县紫云镇烟

田录制。烟

农通过手机

就可以视频

连线接受云上

技术指导。

何冰摄

6月24日，桐柏

县烟草部门和市场

监管局联合开展卷

烟市场专项执法检

查，严厉打击销售假

冒、走私非法渠道卷

烟违法行为。

杨贵成王万保摄

抗
旱
保
烟
促
丰
收

6月25日，襄城县库庄镇关帝庙村，种烟大户赵松锋

期待已久的大雨还是没有下。不过，他并没有特别失望，

虽然高温干旱天气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但好在他的烟田

里铺设有滴灌设施。

“搞现代烟草农业，不能靠老天爷，得把水肥调控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保证烟叶在生长关键期‘吃饱喝足’。”

赵松锋是许昌烟区第一批试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并尝

到甜头的烟农，使用滴灌已经成为他多年的习惯。

春争日，夏争时。连日来，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给农业

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烟叶作为许昌市重要农作物之一，

能否稳产稳收直接影响地方财政和农民收入。能否做好

抗旱保烟工作，成为当地面临的一场大“烤”。

各种各种““神器神器””尽锐出战显神通尽锐出战显神通

在襄城县、禹州市平原烟区，烟草部门近年来援建的

机井和大力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派上了用场，有

了这些基础设施和新式技术，不但水源不愁，浇烟过程还

省时省工，灌溉效果也是其他灌溉方式的好几倍。少部

分没有铺设滴灌但附近水源充足的烟田，烟农自己买来

喷灌设备用沟灌的方式灌溉，也能取得较好的灌溉效

果。在禹州西部缺水地区，白沙水库已于6月9日20：00

开闸放水，流域附近烟田抗旱用水得以解决。

“根据不同地区烟田的地形地貌和水源条件，精准分

类施策，绝大部分烟田都能应浇尽浇。”许昌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烟叶生产科负责人蒲团卫说。

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强指导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强指导

根据许昌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安排，全市各烟站

职工把抗旱浇烟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载体，全员下沉到辖区烟田

地块，指导烟农抗旱浇烟，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对

旱情严重的区域、地块集中力量进行帮扶，对烟农出现的悲观、消极情绪及

时给予疏导，与烟农同劳作、共进退，鼓励他们积极开展自救，坚定生产信心。

“去年汛情那么严重，烟草公司都没有放弃我，今年这点旱情，我心里

更不怕了。”禹州市朱阁镇烟农刘书义说。

各级领导深入一线慰问督战各级领导深入一线慰问督战

6月22日，在禹州市张得镇石王村烟田里，前来调研抗旱浇烟情况的

许昌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主要领导郑杰刚走进烟田就踩了两脚泥，众人无

措之时，他却笑着说：“好！这说明这块地是真浇透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旱情伊始，许昌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把抗旱保烟作为当前烟叶生产

的头等大事来抓，各级领导及烟叶生产部门人员经常冒着酷暑深入各烟

区开展调研，把脉问诊、摸清旱情，提出对策、解决问题。机关各党支部把

深入烟田送清凉作为主题党日活动的重要内容，组织党员干部向抗旱保

烟的基层同志和部分烟农送去防暑慰问物品，体现了全市上下一心、携

手共进的优良作风。

截至目前，全市96.8%的烟田已浇灌两次以上，最大限度地降

低了干旱对烟株生长的不利影响。 （姜昊楠）

烟叶增收 科研先行

“许烟卫士”小课堂开播了

迁新店，咱有底气！

烟田飘动烟田飘动

志愿红志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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