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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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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驰骋一生
姚忠林

力津报 荐

推荐理由：本书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权威画传。

袁隆平院士生前对书稿绝大部分内容亲自审定，同意出版。

书稿作者辛业芸担任袁隆平院士学术助手长达25年，毛昌祥是袁隆平院士首任学术助手，王精敏是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专职摄影师。本书以袁隆平院士的成长经历、研究工作为主线，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分16个板块，讲述

他92年不平凡的人生，彰显这位胸怀博大的科学家“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伟大事业追求。全书还收录袁隆平

院士珍贵照片约600帧，使得传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摘自《袁隆平画传》，辛业芸、毛昌祥、王精敏著，人民出

版社2021年9月出版。

袁隆平 永远的追梦人
韩长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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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暴发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既是一次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次“大考”。作
为这次抗疫斗争的见证者，每一个中国人深
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历程艰辛，深知抗
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来之不易。环视
全球，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
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全球
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
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
天这样紧紧相连。

大疫来临，抗疫进展却各国有别。经过
不懈努力，中国的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经济社会发展交出亮眼答卷。为何中国“风
景这边独好”，这是值得思考和发问的。

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中国
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特色”三点。而这
三点又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即“领袖”“制
度”“政党”“文化”“人民”和“未来”等。首先
要明确的是，中国之所以创造了抗疫斗争的
伟大奇迹，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最高统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心系人
民、无我勇毅，统御全局、双战双赢。同时，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
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
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由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社科联、天津社
科院等单位专家牵头的通俗理论读物《疫情
里看懂中国》，在疫情和中国的时空背景下，
通过理论分析，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
国特色”进行了深刻剖析，展现了中国疫情
防控和医疗救治的有效做法，记录了中国人
民历经疫情磨难的感受和体会。同时重点
结合中美等大国在全球疫情防控中的国际
担当对比，结合外国政要学者的不同评价，
有力阐释了西方政党制度在这场战“疫”中
暴露出的诸多弊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有力抨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
妄图借助疫情煽风点火、试图抹黑中国的险
恶用心；有力展示了中国为世界防疫提供智
力、物质和人员支持的大国担当。经此战
“疫”，中国对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更
加坚定，中国愿为国际治理不断贡献力量的
决心愈发强烈。

在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的当下，书中
的说理有力彰显了中国抗疫实践、中国抗疫
智慧为世界有效抗击疫情提供的“稳定器”
作用，展现了疫情之下的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中国效率和中国担当；有助于我们通过
抗疫更好了解自己的国家，也有助于一切关
心中国的外国人士通过抗疫更好看懂中
国。本书值得每一位心怀“国之大者”细心
品鉴，方知为何“风景这边独好”。

为何
“风景这边独好”？

王义桅

分享 读悦

当你面对严重的饥荒时，你会选
择坐以待毙，还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当你面对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
击时，你会选择放弃，还是咬牙坚持？
当你面对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时，你
会选择打退堂鼓，还是迎难而上？当
你面对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时，你会
选择见好就收，还是继续攀登另一座
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峰？

这些问题，在“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袁隆平身上都可以找到答案。

找准方向的重要性

18岁高中毕业时，父亲询问袁隆
平未来的志向是什么，他干脆而响亮
地回答：“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一
个农业科学家。”随后，袁隆平进入重
庆相辉学院农学系主修遗传育种
学。毕业后，袁隆平来到了湖南省最
偏僻的湘西安江农校担任一名教
师。他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还经
常带领学生们下田参加生产劳动、搞

实验；他和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充
分认识到农民对水稻的实际种植需
求。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
害带来的大饥荒之后，他下定决心要
为中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具有
充分理论知识基础的袁隆平在实践
之后，终于确认了自己的科研方向，
那就是坚定地从事杂交水稻事业。

面对打击，永不轻言放弃

袁隆平的科研之路，充满了许多打
击——有些打击甚至是毁灭性的。一开
始他尝试用红薯进行“无性杂交”，但最终
发现这个方向是错误的；“文革”中，他和
妻子邓哲花费了几年时间辛苦经营的杂
交水稻秧苗几乎被人毁坏殆尽；他的“水
稻雄性不育”课题好不容易正式列入湖南

省省级科研项目，用于课题研究的实验秧
苗又被人拔了个精光……面对种种打击，
袁隆平展示了自己强大和从容的内心。

心中有信仰，就不觉得苦

很多科研工作者可能都会遇到
各种各样艰苦的条件，作为一名农业
科研人员，袁隆平所经历的艰难更是
许多人无法想象的。

首先是许多科研工作者都可能
会面临的理论困境，袁隆平以他执
着、勇敢的科学精神，在这条充满困
难和挑战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其次
是物质条件上的艰苦。为了做好科
研工作，30多年来，袁隆平和助手们
每年冬天都要到海南培育一季水稻，
次年4月间返回湖南再育两季。那时

候从安江到海南，要火车、汽车加渡
轮，单程七天。到海南之后，袁隆平
和助手们住在荒野里，为了防止蚊虫
叮咬，他只有用盖稻秧的薄膜把全身
裹得严严实实，薄膜不透气，又会闷
出一身热疮。试验田稻种将要成熟
的时候，他们又要睡在田里，防止田
鼠偷吃稻种……这样的日子，袁隆平
一过就是三十年。因为心中有信仰，
袁隆平在研制杂交水稻的征途中所
遭受的磨难，他都觉得不算什么。

在成功的道路上，始终保持初心

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制定了
“三系法”杂交水稻的理论设计和行动
方案，并经过了数年的艰苦奋斗和科
学实验之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迎来
了巨大的成功。但科技发展永无止
境，“三系法”刚刚震惊世界，袁隆平又
提出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的研究战略构
想——这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
些难题的攻克，不仅让中国在水稻研
究这一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更让整
个世界都收获了宝贵的启发和教益。
《袁隆平的故事》详细介绍了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平实而不平凡的
一生：从1930年在北平呱呱坠地，到
2021 年在长沙与世长辞，他从一个
“笨手笨脚”的儿童，逐渐成长为一名
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最终成为一
位为世界、为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无
双国士。此刻他已经成为天上的星
星，但依然闪闪发光，为地上的行人
照亮前路。

《田间逐梦：共和国功勋袁隆平》
一书从1953年夏天袁隆平大学毕业、
赴安江农校任教一直写到了2020年6
月底，时间跨度67年。并专门辟出《中
国海水稻》一章，这也是迄今以来对中
国海水稻的首次文学书写。

2017年初，袁隆平院士发布杂
交水稻三大重点工程，向每公顷产
量17吨的超级稻新纪录攻关。10
月15日，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
交稻品种“湘两优900（超优千号）”
在河北省硅谷农科院超级杂交稻示
范基地通过了该省科技厅组织的测
产验收，平均亩产1149.02公斤（每
公顷17.2吨），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
的最新最高纪录。同时，中国科学
院等单位评测专家对袁隆平海水稻
研发团队在青岛白泥地试验基地的
海水稻进行了测产，在灌溉用水盐
度达到6‰的重盐碱地，最高亩产
620.95公斤。这也是创历史纪录的。

2018年，袁隆平海水稻研发团队
总计在全国推广海水稻10万亩，并布
局千万亩盐碱地改造项目。另与阿
联酋签订“绿色迪拜”合作项目，经来
自印度、埃及、阿联酋等五国的专家对

马尔莫姆沙漠耐盐碱水稻基地进行现
场测产，最高单产为每公顷7.8041吨
（约合亩产520公斤），这是全球第一次
在热带沙漠试验种植水稻取得成功。
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
会堂召开了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
表彰了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
的人员，袁隆平被授予“改革先锋”称
号。此外，袁隆平还获得了“2018未来
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袁隆
平荣获“共和国勋章”。这年，由袁隆平
院士倡议发起成立的“国家耐盐碱水稻
技术创新中心”，经李克强总理批示并
责成科技部等有关部门抓紧落实，于
11月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建。全国
海水稻试种面积扩大到10万亩。

2020年，袁隆平已年过九旬，他说：
“我还想再活十年，十年后，第三代杂交
水稻一定能夺得每公顷20吨的高产纪
录，海水稻肯定能推广到1亿亩，中国人

一定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肯定！”他一向是不说满话的，但这次他
说的是“肯定”。事实上，他早已不是在
向世界挑战，而是在向自己挑战。

2020年12月，袁老一如既往奔赴
海南三亚南繁育种基地开展科研工
作。刚到三亚，袁老不顾旅途疲劳，就
主持召开了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亩产
3000斤攻关目标项目启动会。袁老从
来不说一句空话，一开口就是：“我们
在这个会议上把任务落实下来。”袁老
很干脆，他带出来的团队也很干脆，大
伙儿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好！”

第二天一早，大伙儿就踏着晨曦和
露水下田了。以前，袁老身体状况好的
时候，也和大伙儿一样天天下田。这次
到三亚，大伙儿看他腿脚不便，都拦着
不让他下田，他就在住所拿着高倍放大
镜，一边观察第三代杂交水稻种子，一
边做详细记录，再和从田里归来的助手
们交流。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老

人家呆在家里，比下田还操劳，每天吃
饭、散步，一直到临睡时，都在思考如何
进一步挖掘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增产潜
力，怎么才能改良米质。

2021年3月10日，袁老在南繁育种
基地摔了一跤，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
经过20多天的治疗，一直不见好转，于4
月7日转到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袁
老躺在病榻上，思维一直很清晰。

袁隆平先生一生很少进医院，这还
是他第一次住这么长时间的医院。而
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稻田
里的禾苗。每天，他都要询问医务人

员：“外面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
度？”有一次，护士告诉他是28摄氏度，
他一下子急眼了，说：“这对第三季杂交
稻成熟有影响！”袁老急，医务人员也
急，他们担心焦虑会影响袁老的病情，
“他自己身体那么不好了，还在时时刻
刻关心他的稻子长得好不好”。

5月22日上午，袁老的生命体征
又一次出现危急情况。经全力抢救，
一度有所转机，但到了中午时分，袁老
又一次进入了昏迷状态。为了唤醒老
人，家人在床边唱他喜欢的《红莓花儿
开》，这是袁老从大学时代起就情有独
钟的俄罗斯经典名曲，家人期盼他能
在这深情的歌声中睁开紧闭的双眼，
但最终还是没能迎来奇迹。13时 07
分，那跳动得越来越微弱的心电图变
成了一条直线。这个笑称自己是“90
后”的老人，就这样平静地走了。

世上没有永生之人，但有永恒的追
求。迄今还没有谁像袁隆平这样，通过
一粒种子把数以亿计的苍生从饥饿中
拯救出来，他所创造的财富和价值是无
与伦比、难以估量的，对于今天以及未
来的世界和人类，他的名字和他所做的
一切，必将成为人类最永恒的价值。

说到科学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贡
献，人们首先会想到袁隆平院士。2020
年，全球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些国
家禁止粮食出口，一些国家增加粮食进
口和储备，有人担心我国也会发生粮食
危机。袁老在媒体上发声：中国不会出
现“粮荒”，大家不要担心。作为一位有
影响力的科学家，这样回答有他的底气
和信心。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是
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
粮食安全标准线，稻谷、小麦库存够全国
人民吃一年。米面无忧，饭碗端稳，这离
不开袁老等一大批农业科学家的贡献。

众所周知，水稻是我国第一大口粮，
全国有六成人以大米为主食。在水稻
中，杂交稻占了“半壁江山”，每年种植面
积超过两亿亩。如果没有杂交稻，中国
的水稻是不够吃的。袁老作为“杂交水
稻之父”，开创了我国杂交水稻事业，帮
中国人端牢了饭碗。袁老非常自豪地
说：“杂交稻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每
年增产的粮食可多养活7000万人。”我
印象最深的是袁老三次给我讲他的“小
目标”。第一次是在2010年8月。我到
湖南考察晚稻生产，专门去拜访袁老。
这是我们深交的开始。他当时已经81
岁高龄，还在水稻田间奔走。他说，他现
在进入“80后”，有个“小目标”，就是用超
级杂交稻技术，力争三亩地产出现有四
亩地的粮食。这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超级
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我作为农业部
部长，支持粮食生产责无旁贷，当即表示

农业部会大力支持，把“种三产四”丰产
工程纳入水稻高产创建工作。这个工程
已经在湖南省实施了十几年，每年平均
能多产二十来亿斤水稻，相当于多出来
一个产粮大县。

第二次是在2013年4月。我去位
于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看望袁
老，他开心地拉着我的手走上田埂，
带我看他的团队培育的超级稻“种子
选手”，和我共同宣布第四期超级稻
高产攻关开始。那是一个艳阳高照
的中午，他在太阳下抚摸着稻穗跟我
说：“我们科研团队制定的时间表是
用5年左右实现单产1000公斤，力争
3年内取得重大突破，我有九成五的
信心。”要知道，当时超级稻刚刚突破
单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已经很

不容易了，而袁老又马不停蹄地开始
奔向下一个新目标。我说：“袁院士
您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高点强
攻’难度大，农业部会大力支持第四
期超级稻攻关研究。”我回京后，让部
里为此作了特别安排。两年后，第四
期超级稻百亩片平均亩产达到1026.7
公斤，提前实现目标。

正是由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卓越贡
献，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袁老被授
予“共和国勋章”。当时，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现场
盛况空前，气氛热烈庄重，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为袁老戴上了这枚沉甸甸的勋章。
我也参加了颁授仪式，感到心里热乎乎
的。粮食是国之重器，“共和国勋章”这
个国家最高荣誉，袁老受之无愧。

我想，这是人民共和国对袁老为代
表的农业科学家所作贡献的肯定，也体现
了党和国家对粮食与农业的高度重视。
2019年年底前，我在海南开“南繁硅谷”建
设会，专门到南繁育种基地看望袁老，
祝贺他获得“共和国勋章”。袁老回忆
起习近平总书记给他颁授“共和国勋章”
的细节。总书记问他，超级稻又有什么
新进展？他回答说，现在正向18吨（每
公顷）冲刺。总书记说，好！他说，这是
总书记对他的鼓舞和鞭策。他要发扬老
骥伏枥的精神，让超级稻取得预期结果。

这是袁老第三次跟我说到他的
新目标了。袁老刚刚过了90岁生日，
精神矍铄。我开玩笑说，他从“80后”
进入“90后”，越活越年轻了，90岁还
下田，了不起。袁老看我跟他开玩

笑，更来了精神：“5年前我们共同启
动的超级稻第四期又有新突破了，试
验片亩产上了1200公斤，品质和口感
也更好了。”我祝袁老健康、成功，和他
相约来年一起去收获超级稻。

很多人都知道，袁老有个“禾下乘凉
梦”：“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
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我和同
事们工作累了，可以在稻下乘凉……”我
理解，这是袁老的“中国梦”：不停地追求
粮食高产、更高产、超高产和高品质，让
饥饿永久远离中国人，也造福全世界那
些还吃不饱饭的人们。这其中蕴含着农
业科学家胸怀天下的担当精神。

袁老的杰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
而且影响了世界。中国杂交稻已经种
植到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诸国和非
洲等地，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

2021年1月份，我到海南出差，还
专程去三亚育种基地看望了他老人
家。袁老向我介绍他和团队的最新研
究成果，我认真听着并感受着他的那
份成就和喜悦。我跟袁老还约定，下
次见面一定一起去田间看看。没想
到，几个月后，袁老竟和我们永别了。

看着书中每一幅图片、每一段文
字，仿佛袁老在给我讲着，讲着他的不
凡经历和奋斗人生，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我想，无论多么优美的词语
都很难叙述袁老的成就和贡献，也很
难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情。

作者为农业农村部原党组书记、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