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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从深海视频技术实验室走出

来后，一边向中科院深海所负责人了解
科研情况，一边走向综合楼一楼大厅，守
候在大厅的科研人员们早已按捺不住内
心喜悦，目光齐刷刷望向总书记，激动地
鼓掌，以最诚挚的方式，欢迎这位始终为
改革创新者、科研人员提供强有力支持
的国家领导人。

掌声雷动，持久不息。从实验室到
大厅，这10多米的路程，是那样快，却又
是那样的慢——

总书记一边考察，一边关切询问，是
那样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在场的科研人
员们多么希望“时间再慢点、再慢点”，他
们的目光热切期盼着能与习总书记相
逢，将这段难忘的、激动的时光深藏于
心，成为最珍贵的回忆；

奋战在祖国南端的科研人员们，心
怀感恩、感慨、感动，总书记提出的“坚
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他
们投身于深海科研事业提供了源源不
竭的强大动力与精神支撑！他们有好
多好多的话，迫不及待地想与习总书记
诉说，表达对祖国、对科研事业的那份
执着热爱……

队伍中，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科院
深海所实验室钳工周皓站在第一排、第
一个位置，他是探着脑袋，看着习总书
记一步步走到他跟前的。周皓感慨颇
深，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劳动模
范颁奖典礼、党的十九大时，曾远远地
见过习总书记。而这次，总书记近在
咫尺。

“这位是来自我们中科院深海所的
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科院深海所负责人
向总书记介绍周皓。

“总书记好！”周皓握住了总书记的
手，温暖、厚实，“握了5、6秒”。

同事们都说，周皓那天是“盛装
出席”。他特意穿了一件崭新的、没
沾到机油的灰色工服，胸前特意佩戴
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
范”等7枚奖章，奖章被擦得锃亮。

这引起了总书记的关注：“你获得了
不少荣誉啊！干得不错！”

“我会继续努力的！请总书记放
心！”这份认可，令周皓心潮澎湃，当场在
总书记面前立下决心。

“干得不错！”简短的话语，情真意
切，鼓舞人心。作为一名在深海科研领
域奋战的普通技术工人，周皓勤勤恳恳，
参与并见证了“探索一号”搭载的高科技
深海探测装备，成功潜入万米深海，完成
了多项重大深渊科考任务。

国家深海战略的步伐，正是在这一
代代科研工作者的艰苦付出中，更加铿
锵有力。

总书记还勉励大家，要献身祖国科
技研发事业，努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研究出更多更好成果，推动科研同实际
应用相衔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更
大力量。

离开前，总书记与科研人员一一握
手、交流，并主动提出要和大家合影。“其
实大家心里都想和总书记拍照，但都没
好意思提出来。”周皓说。

4月12日，15时30分许，在中科院
深海所一楼大厅，相机“咔嚓”一声，总书
记与70余名科研人员的灿烂笑容刻录
在了影像里。

照片中，背景墙上印着的那行文字
醒目、清晰——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
发的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
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
关键技术。——习近平”

发挥优势 建成“南繁硅谷”
第三站：4月12日下午，三亚，国家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精彩回放：海南热带农业资源十分
丰富、十分宝贵。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一
定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
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
繁硅谷”。 ——习近平

4月12日下午4时许，三亚阳光炽
烈。位于三亚海棠湾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内，风吹稻叶百花香，大片绿汪汪的
水稻整齐丰茂，稻穗籽粒膨大，长势喜人。

这里，每年冬春季节，数以千计的国
内外南繁科研工作者聚集，培育、优选、
展示着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在这里，屡
屡创下世界水稻单产纪录。这不仅是中
国人的南繁“硅谷”，亦是世界水稻种业
发展的风向标。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健步在稻
田间行走，听取国家南繁育制种基地（海
南）建设规划，查看南繁优质品种样品，
一路看、一路与袁隆平院士等农业科研
技术专家交谈，了解“超优千号”超级杂
交水稻和南繁优质水稻的产量、口感和
推广情况。它关系着中国乃至世界的饭
碗，也是习总书记始终牵挂的事情。

端起“中国饭碗”的大国自信

“习总书记看到我，跟我握手，第
一句就问，你身体还很硬朗啊！”中国
工程院院士、“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
站在田头，手抚摸着绒绿的稻叶和嫩
黄的稻穗，笑呵呵回忆起 1 个小时前
的场景，脸上有种“老友相见”的宽慰
神情。

习总书记和袁隆平院士的两双手紧
紧握在了一起。5年前，2013年4月28
日，习总书记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
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曾向袁隆平说起
一段往事：1998年他就曾到湖南见过袁
隆平，“我那时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主
管农业，十分关心种业问题。杂交稻育
种，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要继续抓好。”

总书记的话语深刻印在了袁隆平院
士的心间。“谢谢总书记。看看我们的超
级稻吧，很好看嘞！”袁隆平爽朗一笑，指
指身后100亩的超级杂交水稻展示田，
盛情邀请总书记下田走走。

袁隆平所指的，是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三亚南繁综合试验基
地，大家通常叫它另外一个名字，“袁隆
平基地”。这片水田里，种着国家杂交水
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最新成果“超优
千号”，预计亩产达1000公斤。

总书记沿着田埂走进了水稻田。柔
软稻叶环绕着总书记和袁隆平。走走停
停，总书记低着头仔细查看超级稻的长
势，时而指点，时而侧脸与袁隆平交流。
一句句提问，切中关键，一次次答复，怀
揣“南繁硅谷”的自信。

“水稻品质怎么样？”“超级稻是高产
优质，不以牺牲品质为代价，我们接下来
要向亩产1200公斤攻关，向党的一百周
岁献礼！”

“海水稻现在怎么样了？”“估计还有两
三年，海水稻就可以大面积生产和推广。”

……
听到我国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屡

创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取得喜人成
果，总书记十分高兴，频频点头。他说：

“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
情。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
关键的作用。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

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
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汇报中，袁隆平还想起了一个关于
“超优千号”的趣闻。“有一次，我拿这种
米给日本水稻专家品尝，他们说，口感可
以媲美日本高级水稻品种‘越光’，我说，

‘越光’亩产 800 市斤，我们是 800 公
斤！这么好的稻子，印度专家看了都流
连忘返！”说到这里，袁隆平笑了，总书记
神情亦十分欣慰。

就这样，总书记一路问，一路从袁隆
平基地走向毗邻的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
研究院水稻新品种展示基地。来自18
个省、70家单位的500个水稻品种，种满
了这里150亩的水田。

一边是超级水稻，一边是南繁院水
稻，两片稻田毗邻而居，好似同在一个
擂台，那它们的产量有什么区别？习总
书记好奇地发问，他指了指南繁院水稻
田问道：“这些水稻产量多少？”陪同调
研的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柯用春告诉总书记：“亩产是 1200 到
1500斤。”

听罢，习总书记一笑：“还是袁老师
的水稻产量高呀。”此时，气氛十分轻松，
大家笑开了，柯用春还介绍了三亚南繁
的近期工作计划：“我们今年要在这里开
个水稻论坛大会，由袁院士牵头。”“是国
际性的大会。”站在习总书记旁的袁隆平
接着补充了一点。

“那好啊！”总书记点点头，十分认可
论坛的举办。同时又问道：“有多少种子
走出去？”袁隆平自豪地说：“我们走出去
的杂交水稻种子，可种600万公顷，就是
9000万亩。”

一边交谈，总书记一边快步走着，很
快就来到了三亚南繁水稻新品种展示基
地的栈桥。

桥头处，福建农业科学院水稻专家、
中科院院士谢华安按捺着心中的激动。
直到总书记站定面前，招呼他道：“老谢，
你也来啦？”

谢华安双手握住习总书记的手，记
忆仿佛一下子回到十多年前的场景。“再
次见到习总书记，他一句话，拉近了距
离。”谢华安感慨地回忆，习总书记在福
建工作时，自己曾数次跟随他下乡调研。

“如今总书记特地来水稻田考察，问
产量，问品质，对国人温饱与粮食安全充
满了牵挂。”这让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的
谢华安既感光荣，又深感使命重大。

目送总书记离开后，谢华安心中的
奋斗目标更加坚定清晰：“新时代的农业
科研也要迈上新水平，我们要研究更优
质的水稻品种，把水稻的丰产性、优质
性、抗性和广适应性‘四性’，维持在综合
较高水平上，这才叫做超级品种，种水稻
的农民收益更高！”

端好“中国饭碗”的坚定信念

面对老朋友般的中科院院士们，总书
记与他们叙旧事、拉家常，对新一代中青年
南繁科研人员，总书记同样亲切随和。

记者来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时，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朱仁山脸晒
得微微发红，细细品味着一个多小时前，
与总书记在一起的珍贵回忆。

他当时与5位农业科研人员站在田
间，总书记走来，非常亲切地同他们一一
握手，天气炎热，总书记同大家一样，汗
湿衣裳，但交流的现场笑声不断。

“我来自武汉大学，是做红莲型杂交
水稻研究工作的。”紧紧握着总书记温暖
的手，朱仁山激动不已。他没想到时隔5
年，能在这样熟悉的田间，再次看到和蔼
可亲的习总书记。“我到你们那里去看
过。”总书记也记得，5年前与武汉大学红

莲型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在田间的对话。
这句话，一下子让朱仁山心里暖暖

的。2013年 7月 22日，同样的高温天
气，总书记在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杜山
镇东港村育种基地视察时，对在场农业
科研工作者说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这
句话，让朱仁山铭记于心。

而这次，总书记再次来到田间地头，
踏上这片南繁热土，显示出他对杂交水
稻发展、农业科研情况的牵挂，也令朱仁
山发展农业科研的动力更足了。他深
知，这份沉甸甸的职责关乎粒粒粮食的
安全，关乎百姓的生产、生活，关乎一个
大国的发展自信。

“习总书记懂农业，懂我们农业科研
工作者，我们要努力钻研，做好优质稻育
种工作，让百姓吃得到，吃得舒服，增强
人们的幸福感。”投身南繁事业30余年
的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华泽
田，向记者动情还原了他与习总书记的
对话场景。

当他向习总书记介绍，自己是做北方
优质粳稻育种工作时，习总书记微笑点赞：

“优质稻，好。”紧接着他又关切询问：“天津
有个‘小站稻’，‘小站稻’怎么样了？”

这个看似朴实简单问题，让华泽田
的内心顿时沸腾了，“没想到习总书记还
记得‘小站稻’这个水稻品牌！”这让华泽
田深刻感受到，总书记对水稻、对农业的
深刻了解。

“总书记关心的，其实不仅是‘小站
稻’，也是我国优质稻米育种工作，他为
农业科研指明了方向。”这次以后，华泽
田暗下决心，更要加把劲儿，让中国稻香
飘出国门，树立起大国自信。

激励“中国饭碗”的后备力量

生机勃勃的稻田，映照着同样青春
活力的脸庞。与总书记面对面交谈的，
还有几位“80后”农业科研工作者。总
书记几句“拉家常”的鼓励，一下便将年
龄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总书记好！我是陈涛，来自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见到总书记时，陈涛显得
略微紧张，手心不断冒汗。总书记微笑
着跟他握手：“你很年轻！”

简单的4个字，好似家中长者的关
怀，却令陈涛脸颊滚烫。“作为一名‘80
后’科研育种人员，我从事科研工作已有
12年，总书记的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一
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年轻一代育种科
研工作人员的殷切希望和关怀。”陈涛
说，在水稻科研领域，自己的确还年轻。

通常，研发一个稻种新品种，可能需
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事农业科研
工作，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耐心。“袁
隆平院士和谢华安院士等老前辈们还在
孜孜不倦地探索水稻育种，作为年轻的
科研人员，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水稻育种的接力棒传承
下去，培育更好的品种，造福更多的农民
兄弟。”陈涛说。

总书记温和的风度，现场交流的动
作细节，都给不少年轻一代科研人员留
下了深刻印象。“总书记跟我握手，握了
将近10秒，我舍不得松手。”回忆时，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科研人
员犹召依然兴奋不已。

面对这位年轻热忱的小伙子，总书
记仔细看了他的制服，指着“隆平高科”
几个字念了出来。“总书记关心我们的工
作，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觉得特别亲
切、平易近人。”同为“80后”的中国水稻
研究所博士张华丽，有和犹召一样的强
烈感受。

总书记对年轻一代的农业科研人员
的关怀与鼓励，让“中国饭碗”的生力军、

接班人决心更坚定、信心更足。
“海南热带农业资源十分丰富、十

分宝贵，我们更要倍加珍惜国家提供的
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努力学习、充实
自己，为促进国家粮食安全贡献自己的
力量！”张华丽回望身旁的稻田说道。

三十而立 继续“乘势而上”
第四站：4月13日上午，海口，省博

物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
就展”现场

精彩回放：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年来，从一个欠发达的边陲海岛发展成
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驰名中外的国
际旅游岛，改革开放实现重大突破，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党中
央关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
确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
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在新起点上推动改
革开放实现新突破。 ——习近平

4月13日，美丽的南渡江畔，海南省
博物馆前的攀丹荔枝园内花香四溢。博
物馆广场前艳红色的花丛中，“经济繁
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
16个大字分外醒目。

上午9时25分，这里迎来了一位特
殊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

习总书记来到省博物馆，参观了“争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 建设美
好新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成就展”。在改革开放馆、生态建设
馆展厅内，一张张图片、一幅幅图表、一
件件实物全面记述了海南30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就。

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上，习总书记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
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
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海南
发展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
历史见证。在论坛年会闭幕后仅隔1
天，习总书记便来到了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成就展现场，亲身感知“全
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总书记
对海南发展如此牵挂在心，让海南人民
倍感振奋。

改革开放：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

骄阳烈烈，总书记乘坐的中巴车停
在了“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
建设美好新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成就展”的主题板前。总书记
一行来到了此次展览的第一个展厅，也
是最为重要的展厅——改革开放馆。

步入展厅，一顶藤编斗笠勾起了总
书记的满满回忆。5年前，2013年4月9
日下午，他在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

园调研视察并与员工们交谈时，接过了

在此工作的村民李玉梅递来的斗笠，并

戴到了头上。而陈列在馆内的这顶斗

笠，正是总书记当时戴着的那顶。

这顶富有渔家特色的斗笠道出了海南

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久久不见久久见，久

久见过还想见”的情谊；后方的图片，正是

当时总书记笑着戴上斗笠的温馨画面。当

年，正是在玫瑰谷，总书记留下了“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深情嘱托。

“站在这顶斗笠前，总书记回忆起当

年在玫瑰谷时的场景。”展览讲解员王丝

告诉记者。

改革开放馆内共包含“深入贯彻落

实十九大精神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百
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扛起海洋强
国的海南担当”“加强党的建设 推动作
风改善”“因改革开放而生 因改革开放
而兴”等九大部分内容。

总书记不时驻足观看，边走边问，详
细了解海南建省以来的发展历程。

“总书记几乎每走到一处都会关切
地提出问题，一路交谈，了解情况。”王丝
介绍。

2017年10月24日，党的十九大圆
满落幕，海南社会各界立刻掀起了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这部分通过一张张图
片展示海南人民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情况，树荫下的基层宣讲、网络
上的学习网校……总书记通过展板认真
了解了海南的学习贯彻落实情况。

“总书记对我省‘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工作、脱贫攻坚、对外开放、十二大重
点产业等都非常关注，提出了许多问题
并详细了解。”王丝说。

“国际航线开通了多少条？”“每年的
入境游客数量有多少？”王丝回忆道，在
展示海南对外开放的展板前，总书记了
解了海南在国际旅游岛建设方面的举措
和成效。参观中，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从一个欠发
达的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经
济特区和驰名中外的国际旅游岛，改革
开放实现重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

走到海南科技产品陈列台前，锯齿
防伪技术与全球语言交流系统翻译机器
引起总书记的兴趣。他拿起印着锯齿防
伪码的纸张，仔细端详。今年初，海南本
地科技企业推出锯齿防伪系统，该系统
是中国防伪行业协会成立22年来，评审
过的“最了不起的防伪技术发明”，代表
了信息查询类防伪技术的发展方向。

“习总书记对咱们海南的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工作也很感兴趣，了解了海南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效。”王丝介绍。

“总书记在看这场反映海南现代化
建设的成就展时引经据典，他对海南的
历史文化也相当了解。”省博物馆馆长陈
江也在参观队伍中，他说：“展览中有一
张图片反映了今天的儋州现代城市建设
风貌，总书记看到后问，历史上的儋耳郡
就是这里吧。他还询问到琼州府是怎么
搬到了海口等诸多历史文化方面的问
题，他对海南历史文化的熟悉令大家印
象深刻。”

参观完改革开放馆，总书记对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给予肯
定。他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
们要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在新起点上，推
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海南要充分利
用地缘优势、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政策优
势，着力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发展思路模
式创新上下功夫，谱写美好海南新篇章。

生态建设：
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

生态建设馆以“中国最好的生态
环境”展示了海南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施生态立省战略取得的
可喜成绩。

当总书记走进生态建设馆，讲解员
闫路恺首先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海南时引用的苏东坡诗句：“云散月明谁
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飞泉泻万仞，舞
鹤双低昂”，以及“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
津“作为开场词。 下转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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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春光来海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回访记

4月13日，在省博物馆，党的十九大代表和海南各行各业先进工作者参观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 本报记者 张茂 摄4月12日，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与总书记面对面交流的农技专家们回忆暖心细节。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