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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缅怀

“海南是我的福地，几十年来，我的许多重要科研都是在海南完成的。”

——2013年4月，袁隆平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因为南繁，超级稻亩
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连续取得突破，时间至少提前10年。”

——2013年4月，袁隆平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海南陆地面积少，它虽不是国家重要的粮仓，却是国家宝贵的种子
库。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海南的作用就是为粮食生产提供优良新品种。”

——2014年11月，袁隆平在参加第七届海南省科技论坛时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海南是南繁的黄金宝地。一般搞一个品种要八个世代，一年一
个世代就需要八年。但在三亚，优越的温光资源，冬季还可以种一季，
所以三年就可以完成八个世代。”

——2018年4月，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袁老的海南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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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细雨绵绵，湘水呜咽，小雨在长沙断
断续续地下了一天。

5月23日，天刚破晓，长沙明阳山殡
仪馆前，民众排成长龙，有序向明阳厅蜿
蜒前进。那里，静躺着一位为共和国粮
食事业奋斗一生的老人——袁隆平。

雨中，一片片花海在长沙“绽放”。5
月22日，袁隆平逝世消息发布后，许多长
沙市民自发去花店购买菊花、百合、满天
星等鲜花，前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明阳山殡仪馆等地，
送袁老最后一程。

海南日报记者在明阳山殡仪馆看
到，花海中，一张张写给袁隆平的卡片注
满了深情：“我盼行至您的梦里，良田万
里，禾下乘凉”“您在人间走一遭，赠我们
满城稻香”“来时四方饿殍遍野，去时神
州遍地稻香”……

一位市民牵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送来
一束纸花，这是母子三人用一个晚上制
作的，“听说您最爱孩子，我就带着孩子
来看您。以后一日三餐按时吃饭，常忆
您，请安心。”

一位青年从广西桂林驱车前来，送
上的白菊花里插着几株金黄的稻穗，“我
的父母从小就跟我说，是一位名叫袁隆
平的爷爷让大家不再挨饿。我以前都是
在电视里、书本上了解他，今天我想自己
来送送他。”

由于交通管制，一位双手提满鲜花
的快递小哥徒步走到明阳山殡仪馆时气
喘吁吁，“这些鲜花都是外地网友预订
的，要求我把他们对袁老的哀思送到这
里。不管走多远、有多累，我都要把这份
心意送到。”放下鲜花，他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向着明阳厅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
时，已是满眼泪花。

泪水，便是对逝者最深切的表白。
“袁老，您走好……”傍晚时分，明阳山殡
仪馆前，一名中年男子不顾满地雨水，双
手抱头跪在地上，从抽泣呜咽到失声痛
哭，最终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艰难地
离开。他与袁隆平并无交集，却为他的
离去心如刀绞。

海南日报记者发稿时已是5月23日
23时。户外夜色沉沉，气温正在下降，明
阳山殡仪馆却依然人潮涌动，明阳厅前
的鲜花层层叠叠，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含泪送别的人群里，有白发老者，也
有青年学生，还有不少家长抱着咿呀学
语的孩子赶来。他们一边走着，一边给
孩子讲述袁隆平的故事，教他们背诵：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

年仅7岁的小学生周子丹随父母而
来，一路抱着用白色纱带系好的画卷，走
到袁爷爷遗像前才小心翼翼地展开。画
中，袁隆平院士坐在大伞般挺拔的稻禾
下，笑眼望着花生米般饱满的稻穗。远
处，层峦叠翠，天色湛蓝。

周子丹相信，这便是袁爷爷“梦”中
的景象。 （本报长沙5月23日电）

各地民众赶赴长沙
送别袁隆平

鲜花敬国士
稻香满神州

让他23时前休息是大家的默契

这两年，袁隆平的身体状况大不如
前，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他的身体状
态愈发欠佳。但是，2020年12月3日，
位于三亚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海南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还是
再次出现了袁隆平的身影。

“袁老师今年南繁季来三亚的时间
比往年早，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
攻关项目在三亚首次进行，他放心不
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驻海南试
验站副站长张展透露，相关方面已经准
备条件更好的住所，但袁隆平下了飞机
就直奔科研基地，这里有他心系的稻田
和同事，开展工作相对便利；医生希望
他入院治疗调理，但他坚持住在基地，
边工作、边治疗。

袁隆平的房间位于基地二楼，客
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格局紧凑。屋

内设施简朴，一张饭桌、一套沙发、一
台电子琴、电视配着电视柜，就是客厅
全部的家具，两张世界地图是屋内仅
有的装饰。

卧室的木头桌上，零星放着多个药
瓶。书桌上物品最为丰富，依次摆放着
他常用的计算器、台灯、放大镜、老花
镜、手电筒、笔筒，多本水稻国际研究资
料堆放在桌角处，口袋书“英汉小词典”
因经常翻阅，卷起了书角。

“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依然管
不住那迈向稻田的腿，收不住那向着水
稻的心。”张展介绍，袁隆平一般9时起
床后就开始工作，听稻田种植汇报、交
流技术攻关、部署攻关方案，甚至还会
去试验田看看；晚上除了唱歌等娱乐活
动，也忙工作，想办法让他23时前休息
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亲自选定海南6个试验示范点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建成的
基地院子，袁隆平在此工作生活了53
年。从以往在基地各处健步如飞，到如
今去往多处需轮椅代步，时光在飞逝，
唯一不变的，是他对“人就像种子，要做
一粒好种子”初心的坚守。

让中国碗里装满中国粮，“好种子”
要发挥作用。对杂交水稻工作，袁隆平
一直亲自管、盯得紧、抓得细。

2020年12月20日，全国杂交水稻
双季亩产3000斤项目启动会在三亚召
开，全国范围内可能实现“双季亩产
3000斤”目标的地区，派出相关人员参
会。袁隆平坚持带病参会，最终亲自确
定了20多个试验点。其中，在海南选
择了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崖州区坝头村
等6个试验示范点，每个示范片面积30
亩到40亩。

2021年1月，袁隆平又组织召开杂
交稻高产攻关工作会议，会上他详细分
析当前的攻关项目，布置2021年全国
各地的攻关计划，提出力争实现每公顷
亩产新突破。

虽然高产攻关“路线图”已绘就，考
虑到种植过程中的各种细节，袁隆平还
是有操不完的心。

2020年12月28日，三亚水稻国家
公园30亩试验示范点开始播种。随

后，其他几个示范点的超级杂交水稻也
陆续播种。“在杂交稻生长的不同时期，
袁老师都会仔细过问，12月播种后，他
会关心秧苗长势，随后他会了解试验田
的病虫害情况，水稻抽穗后，他非常关
心穗粒大小，因为这些直接影响产量。”
和袁隆平居住在一栋楼内，湖南杂交水
稻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态室主任李建
武需要经常回答他各种种植情况方面
的问题，“中午12点，晚上8点到9点，
经常接到袁老师电话，天气情况有变、
栽培管理方法调整……他都会及时考
虑到，时刻想着的都是水稻、是产量。”

到田里去，这是袁隆平对基地年轻
人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坚持了一辈子的
习惯。虽然行动已不便，但在海南最后
的125天里，他依然心向稻田。

“以往袁老师每天都会下田观察
水稻生长情况，今年因为身体原因无
法高频率下田，他就在基地拿起显微
镜研究水稻种子，做记录，有时仍然坚
持要去田里看看，大家虽然担心，但都
了解他的习惯，只能默默做好保障工
作。”张展说。

袁隆平是位细心的长者，为了让大
家宽心，他常幽默地说：“在田野里工
作，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不缺钙呢，有
利于身体健康。”

袁隆平的忙碌状态，在2021年3月
10日上午，摁下了暂停键。因为意外摔
倒，他不得不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漫长的治疗时光，牵绊住了袁隆平
前往稻田的脚步，却无法管住他那颗关
注稻田的心。

袁隆平住院治疗期间，李新奇多
次被叫到病房里汇报进展。“只要身体
情况允许，袁老师就要见基地人员，每
个高产攻关项目具体的进展都要及时
向他汇报，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他还会
表示不满。”李新奇说，尽管身处病榻，
袁隆平仍想着提高水稻产量，将优质
高产的水稻品种在世界范围内更多区
域推广。

为了不耽误科研人员的田间工
作，参与承担看护任务的张展成了“传
声筒”。

“袁老师在病房里不分白天黑夜，
只要精神好，他就会细致地布置高产攻
关方面生产面积、种子调配、技术指导、
产量预测等工作，他边说我边记，过后
还要给他反馈，一些细小的数字差错他
都能听出来。入院之初，他每天关注天
气变化，听到是高温天气，就会担心水
稻长势和成熟情况。”张展说。

天道酬勤。2021年5月9日，在今
年全国最早测产的点、三亚首次开展杂
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攻关项目的国
家水稻公园，专家们选取3个地块同时
进行收割、打谷，汇总后按照高产创建
产量公式计算，最终测产结果为：试验

的“超优千号”经受住了去冬今春海南
低温寡照带来的不利影响，平均亩产
1004.83公斤，比设计预测亩产量900
公斤多了100余公斤。也就是说，今年
9月到10月，这块试验区的晚造水稻平
均亩产只需突破495.17公斤就可实现
攻关目标。

“4月20日，团队曾对试验区进行
数据调查，听到汇报后，他高兴地说‘很
好、肯定能突破’。后来获悉测产数据
后，袁老师鼓励我们再接再厉，在第三
系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的项目攻关、
技术突破、推广示范方面取得更大成
绩。”李新奇说。

2021年4月6日，在多方科学评估
后，袁隆平即将启程返湘继续接受治
疗。“那一晚，袁老师彻夜未眠，他反复
地询问回家的情况、科研的安排，我们
能感受到他那急迫的心情，希望能再为
杂交稻做些事。”张展说。

次日上午10时许，袁隆平搭乘飞
机离开了他奋斗了一辈子的科研热土，
谁也没曾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远。

在袁隆平长期工作生活的基地里，
他的题字“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
民”格外醒目。半个世纪的稻田守望，袁
隆平刷新了一个个高产纪录，让中国人
牢牢端稳中国碗；留下了184项专利技
术，为中国种业发展再添动力。“禾下乘
凉、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朴素梦想，由
他开启，也必将激励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下去。 （本报三亚5月23日电）

病榻上仍然坚持听汇报

群众前往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吊
唁袁隆平。 本报特派记者 李天平 摄

5月23日上午，在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三代杂交水稻项目主持人李新奇再次向心中最
敬爱的“90后”作出承诺，“袁老师您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力争在
两年内完成您定下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攻关和杂交水稻单
季亩产1200公斤攻关目标，并将其推广开来。”

泪水模糊了李新奇的双眼，曾经在医院里跟袁隆平院士相处的
点滴再次浮现在他脑海中。“昨天10时许，我在病床旁向他汇报了
杂交稻最新进展，袁老师看着我，眨了眨眼，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
最牵挂的依然是杂交稻。”李新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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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生命里，杂交水稻是他付出心血最多、也最牵挂的大事。
为了培育出高产杂交水稻品种，袁老与海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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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现场

2015年3月22日，在三亚亚龙湾隆平高科南繁基地，袁隆平与一位工作人员交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015年3月22日，袁隆平在三亚亚龙湾隆平高科南繁基地查看新品种杂交水稻生
长情况。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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