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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加紧干，这几天是播种育
苗的关键期。”近日，在涪陵区武陵
山乡金子山村的烟苗大棚里，烟草
公司金子山村育苗点负责人王春
禄正拿着一个人工播种盘往营养
基质中播种烟草种子。虽然这个
播种盘看似简单，却十分高效精
准，比起播种机强了不少，引得周
围观看的烟农啧啧称奇。

“洋机器”播种，烟
农有喜也有愁

武陵山乡金子山村是我市的传
统烟叶种植区域，从育苗到栽植、从
管护到烘烤，该村都有一套十分完
整的技术体系，并且还在不断升级。

王春禄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在
十多年前，烟草播种与传统农业播
种方式相同，就是由烟农将一颗颗
种子撒播到地里，分散育苗，不仅
耗时耗力，而且效率低下、成本高。

后来，烟草公司在金子山村建
起集中育苗的大棚，提高了播种育
苗的质量和效率；最近几年，又引
进播种机，大幅提高了大棚播种育
苗的效率。

“但几年使用下来，我们发现
播种机并不完美。”王春禄说，由于
烟草种子只有米粒大小，播种机在
播种时，无法准确地将一颗种子送
入到一个营养窝里。时常出现一
个营养窝没有种子，而另一个营养
窝却有几颗种子的情况，造成烟苗
生长参差不齐。在后期移栽时，合
格苗和壮苗率往往只有70%左右，
使得烟农还要进行两三次补栽，严
重影响了烟苗的生长和统一收割。

“本来种烟就需要投入大量劳
力，如果从播种育苗开始就反复折
腾，真有点让人受不了。”对于播种
的“洋机器”，当地烟农并不满意。

引入播种盘，“土办
法”战胜了“洋机器”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替代

播种机的播种方式呢？
这两年，我市出现了一种精准

的烟苗播种盘，虽说是人工操作，
但其效率和精准度却比播种机高
了不少。今年，金子山村就首次引
入了这种播种盘，进行播种育苗。

“这个播种盘，一次可以播种
4轮。”重庆日报记者在播种育苗
示范现场看到，播种盘和一个标准
的营养窝大小相仿，上面几十组孔
洞整齐排列着，每组孔洞有四个
孔，由于播种盘上横板的遮挡，播
种时每组孔洞仅有一个同位置的
孔洞会掉落种子。

“更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播种
方式，每个营养窝里都只会出现一
颗种子，不用后期进行补栽。”王春
禄说，原本用播种机时，播种1亩
地大概要使用3000颗种子，才能
基本保证每个营养窝中都有种子；
而现在，由于播种盘的精准播种，
只需要1400颗种子就能完成一亩
地的播种，节约了一半以上的种子
成本。

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播种的烟
苗，生长情况都基本相同，合格苗
和壮苗的比例是大幅提高，能达到
95%以上，这也使得烟苗的移栽存
活率提高到了90%左右。

壮苗比例高，烟农
收入再看涨

“这种播种方式，壮苗比例这
么高，今年种出来的烟叶肯定质量
要好不少。”蔡国发是当地的烟叶
种植大户，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去年他种了11亩烟叶，在烟叶播
种育苗时段，就进行了两次补栽，
使得烟叶生长参差不齐；到了大部
分烟叶收获时，一些烟叶还没有成
熟，影响了收入。

他说，今年采用这种新的播种
方式，壮苗比例高，而且生长时间基
本相同，预计烟叶质量也要好不少，
11亩烟叶可望增收3300元左右。

“我还听说，重庆烟草公司新
推出的‘渝金香’香烟，将全部使用
重庆烟叶；要是烟叶收购价再提高
一点，那就更不得了。”蔡国发高兴
地说。

涪陵金子山村因地制宜改良烟草播种方式

用人工播种盘 种子成本节约一半
本报记者 王翔

本报讯 （记者 戴娟）4月9
日，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餐饮商
会向全市所有餐饮企业发出倡议，
号召大家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倡议是在一年一度的餐饮商会
年会上发出的，来自全市各地300余
家餐饮企业参会。会上，全国政协委
员、重庆餐饮商会会长严琦传达了全
国两会精神，并宣读了餐饮行业积极
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倡议书。

餐饮业是与“三农”契合度极
高的行业，能够与生态旅游很好地
结合，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带动
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根据倡议，市
餐饮商会将从遴选一批具有一定发
展基础的乡镇，重点建设一批农业
产业化核心示范小镇，选择一批实

力强、有意愿、有品牌的餐饮龙头企
业，开展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
餐饮、人力资源培训、科研等全方位
示范，并围绕这些示范小镇生产、加
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优质高效
的物资、技术、物流、信息等全方位
服务。

年会上，市餐饮商会还与巴
南区龙洲湾街道盘龙村民委员
会、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工商
联签署了《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餐饮商会将选择
盘龙村作为示范基地、选择酉阳
作为产业基地，实施产业扶贫对
接帮扶，并对部分农特产品实行
订单收购，对部分贫困户种养业
给予订单产业扶持。

餐饮商会倡议餐饮企业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朱宏波向记者展示厚度为5毫米的钢制护林宣传牌被盗猎
者打出二十几个枪眼。 记者 齐岚森 摄

虽有疑虑，但侥幸心理和对猎物的渴望占据了上
风，这些盗猎者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瓮中之鳖。

夜里，不时传来“啪啪”的枪声。盗猎者并没有丢
弃作案工具，反而还在沿途猎杀。

熄灭车灯，邓承涛等人驾驶着森林防火车小心翼
翼地跟着盗猎者。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野生动物丧生
在盗猎者枪下，但每一声枪响，似乎都有一颗子弹击中
了邓承涛、朱宏波和干警们的心房……

5时19分，眼见盗猎者即将到达张家垭子，刘修荣
立即通知了110指挥中心。

张家垭子急弯后面，两辆警车一字排开，将公路完

全堵死。几名武警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车过张家垭子，眼见警车堵路，驾车的盗猎者刘某

急忙刹车。车上的金某、钟某和刘某某还未及反应，黑
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自己。

在盗猎者的越野车上搜出了帐篷、睡袋若干，两把
大口径气枪以及250几发子弹，还有金某等4名盗猎者
在石棱坎及前进湾附近猎杀的野兔尸体两具。

证据确凿，金某等4人对自己的盗猎行为供认不讳。

原来4人均是巫溪县城马镇坝的居民，闲来无事
便相约进山打猎。几天前，4人花两万多元购买了气枪
和子弹，并在8月15日夜里从宁厂镇双河口进入官山
林场盗猎。

4人不曾想到，一夜奔波仅射杀了两只野兔，自己
反而成了警民联合追击的“猎物”。

从8月15日21时37分到16日5时19分，不到8
小时里，巫溪警民联手上演了一部追击盗猎者、阻止杀
戮的精彩“影片”!

一切如电影般扣人心弦，也如电影般结尾：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坏人终将难逃法律的制裁！

抓捕

巫溪警民联手
深夜奔波8小时抓获盗猎者

本报记者 陈维灯 隆梅

一切如电影剧情般紧张曲折，却曾真实发生。

当金某等4人近日被送上被告席，故事的结局也
如电影般演绎：罪犯终将被绳之于法，正义一定会得
到伸张。

其实“电影”的开始，平淡无奇。
2017年8月15日21时37分，海拔2100多米的阴

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官山林场管护站的这个夜晚，
和所有高山的夜一样，寒冷而寂静。

漆黑的夜里，一点昏黄的灯光，从管护站一楼的窗
户散出。

灯下，管护员邓承涛手托腮帮，苦想着应从何落笔
半年工作总结。

远处，茫茫林海里不时有娃娃鸡（当地对红腹角雉
的俗称）如婴儿啼哭般的叫声传来。

邓承涛倾听着风声、娃娃鸡的叫声和偶尔一两声
其它动物的叫声。多年的管护员工作，让他对这些动
物的叫声了如指掌。

忽然，一道强光一闪而过。紧接着，似乎有车辆疾
驰而过。

“探照灯！盗猎者？”邓承涛双眼圆睁，抓过椅背上
的棉衣，冲出管护站的大门。

漆黑的夜里，两盏红色的汽车尾灯正向着官山林
场扎肉潭子的方向移动，越来越远。

驶离管护站200米左右时，强光灯亮起。
这4道光线，正是刚才晃过邓承涛双眼的光亮。
“夜里进山，探照灯，过管护站时熄灭灯光……”反

常的行为，让邓承涛确定是盗猎者进山了。

职责所在，来不及多想，邓承涛立即朝着扎肉潭子
的方向摸去。

3公里多的机耕道，漆黑的夜里，邓承涛凭着对地
形的熟悉，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扎肉潭子。

一辆军绿色的越野车停在路边，车顶上两盏大功
率探照灯将山野照得一片雪白。

在确定盗猎者已经离车进山搜寻猎物后，邓承涛
小心翼翼地靠近越野车查看：帐篷、睡袋、还有子弹！

邓承涛立即返回管护站，叫醒了另外一名值班管
护员朱宏波：“盗猎的，一辆越野车，至少有3个人。有
子弹、有枪，赶紧报警……”

强光

22时34分，巫溪县森林公安局东部派出所，急促
的电话铃声响起。副所长刘修荣隐隐有预感：“这么晚
打电话，一定有事情。”

果不其然，官山林场发现持枪盗猎者！
随后，巫溪县公安局宁厂派出所也接到了辖区内

官山林场的报警电话。
可是，上官山的路太烂，东部派出所和宁厂派出所

的两辆警车都抛锚了。
不得已，刘修荣和宁厂派出所副所长徐昌静各带

一名干警转乘邓承涛驾驶的官山林场森林防火车。23
时49分，他们到达官山林场管护站。

但是此时盗猎者身在何处？
不时射向天空的两束光线，暴露了盗猎者的位置，

他们已经到达官山林场野猪坪。

那里是官山林场野猪和红腹锦鸡最多的地方！
刻不容缓！4名干警、两名护林员兵分两路对盗猎

者进行合围。
朱宏波驾驶着仅有的一辆森林防火车，带着徐昌

静和一名干警经杠口向野猪坪靠近。邓承涛则带着刘
修荣和一名干警步行经扎肉潭子向野猪坪追击。

漆黑的夜里，熟悉地形的邓承涛快速地行进着，不
知不觉与两名干警拉开了距离。

赶至黄竹耳包附近，邓承涛发现，4束光线竟朝着
自己的方向快速移动。

来不及思考，邓承涛立即躲进黄竹耳包的黄竹丛

中。待盗猎者的越野车驶过后，邓承涛才爬出黄竹丛，
继续朝着盗猎者离开的方向赶去。

过百草坝，盗猎者向山下巫溪县双阳乡七龙村移
动。百草坝是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野猪坪，一条路通
向七龙村，该如何给后面的队友指明方向？

当过兵的邓承涛很快想出办法：他将棉衣脱下，摆
放在岔路口上，将棉衣其它部分折叠，仅留一只袖子指
向山下。刚做好路标，山下石棱坎附近传来“啪啪啪”
的枪声。枪声密集，却似乎是打在了金属板上。

两路人马很快汇合，并驱车接上邓承涛。这回换
成熟悉路况的邓承涛开车，继续向山下追击。

过石棱坎时，借着车灯的光亮，刘修荣发现，两块5
毫米厚的钢制护林防火宣传牌，被盗猎者打出了二十
几个枪眼！

合围

这二十几个枪眼，让追击的6个人意识到：盗猎者
手里的武器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需要立即向县110指
挥中心通报情况，增加援手。

很快，巫溪县110指挥中心指示：把人跟紧，绝不
能跟丢；不能跟得太近，防止盗猎者发现后销毁证据；
更不能贸然出击，以防盗猎者情急下持枪伤人；县公安
局将协同通城派出所，在张家垭子急弯处武装设卡。

虽说双阳乡通往山外，除了翻越官山林场外就只
有走双阳乡至通城镇的公路这一条路，可在双阳乡里，
不仅岔路多，而且弯多弯急，如何才能即不跟丢又不被
发现呢？

刘修荣想到，在双阳乡政府的坝子上，一眼就能看

清官山至七龙村盘山公路的情形。只要找个人在坝子
上盯着，不就能随时知道前面的车到哪儿了？

16日3时16分，接到刘修荣的电话后，双阳乡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张怀春搬了个小凳子，坐在了乡政府
的坝子上。

忽然，盗猎者关闭了所有的灯光。漆黑的夜里，盗
猎者的越野车似乎凭空消失了一般。

“难道暴露了？盗猎者会不会将作案工具丢弃，销
毁证据？”森林防火车上的所有人心头一紧。

“徐家屋场那个岔路口，车拐进去熄了灯。”电话
里，张怀春指示着方位。

“看来盗猎对我们这辆车产生了怀疑，在试探
我们。”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将计就计，将车往白果
林场方向开，制造只是途经徐家屋场，前往白果林
场的假象。

驶过徐家屋场，翻过山梁后，邓承涛将车调头，熄
灭所有车灯，在夜色掩护下，借着坡势，缓缓向徐家屋
场靠近，并在离徐家屋场还有三四个弯道时停车熄火。

盗猎者果然上当！他们将车驶出徐家屋场岔路口
不远后，在七龙村前进湾附近又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探
照灯，沿途搜寻着猎物。

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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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邓承涛在追捕盗猎者现场向记者再现当时隐匿
在黄竹丛里躲过盗猎者探照灯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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