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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国家油菜武汉改良分中心试验
地，每天一大早就能看到油菜遗传育种学家傅廷栋的
身影，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他仍然坚持“下地干活”。遇
到油菜开花的季节雨多，脚上的胶鞋沾满泥土有五六
斤重，年轻人都吃不消，但是傅廷栋在油菜地里一干就
是一整天。

遨游在油菜王国里，傅廷栋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他在这里研究新的问题，寻找想要的答案，并有了一系
列重大发现：包括有实用价值的油菜雄性不育类型、甘
蓝型油菜自交不亲和系及其杂种、低芥酸三系配套等
研究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

傅廷栋始终针对如何提高中国油菜的产量展开研
究。20世纪 60年代，中国油菜平均每公顷产菜籽 500
至 525 公斤，不到发达国家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这是
一个巨大的差距，也表明国内的油菜产量还蕴藏着巨
大的潜力。

当时，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已成为世界作物育种学
的研究热门，傅廷栋也准备从油菜杂种优势利用方面
突破来寻找释放潜力的方法。但是这方面研究正遇到
一个世界级的难题：缺乏合适的细胞质不育类型。“找
到的细胞质不育类型要么是不育性难以稳定，要么是
缺少可利用的恢复系，无法直接应用于生产。要实现
三系配套，必须寻找新的不育系。”傅廷栋说。

傅廷栋和他的同事开始了漫长的寻找。每天他们
都要在油菜田里一个个单株地仔细查看，找遍了已开
花的数十万个单株，仍然没有发现理想的不育单株。

1972 年 3 月 20 日，傅廷栋终于发现 1 株特殊油
菜，雌蕊正常而 6 个花药都呈萎缩状态，他赶紧用手一
捏，没有花粉！傅廷栋惊喜万分：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
寻的雄性不育变异株吗？经过反复搜寻，他又找到 18
株有同样表现的植株。就是这个发现，揭开了国际“甘
蓝型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研究”的序幕。之后,
这个研究成果逐渐被传播到世界各油菜生产国并被广
泛应用于育种实践。在国际杂交油菜应用的过程中，
美国、加拿大等国有相当比例的油菜品种是利用波里
马雄性不育材料育成的杂种，傅廷栋被国际油菜界称
作“世界杂交油菜学科带头人”。

直到今天，中国油菜杂交品种应用波里马雄性不
育育成的杂交品种已有 100 多个，累计推广面积 6 亿
多亩。目前，杂交油菜已占我国油菜总面积的 70%。

深入田间搞科研是傅廷栋不变的准则。他坦言：
研究没有别的窍门，搞农业就是要多下田，不下田是发
现不了问题的。

中共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化解目前

老农民群体在城镇化、土地规模化经营

中遇到的困难指明了路径。

老农民是谁？是生理年龄已进入老

年仍然还从事农业耕作的人，还是指有

从事农业的资历却与年龄无关的人？对

大多数人来说，老农民就是“老了的农

民”。老农民的生活居住相对固定，就在

乡村周边；活动状态相对固定，就在田间

地头与房前屋后；思维模式也基本固定，

除了小麦玉米就是男婚女嫁。在许多人

眼里，老农民，是一种看得见的乡愁。

但现在，这样的乡愁在越来越多的

地方，开始使人发愁。因为，很多老农

民，老倒是老了，做农民却困难了。这困

难倒不是老农民一下子不会种地了，虽

然对有些新的种地方法和机械他们很陌

生，但是，“只要地是我的，我可以请人来

干”。许多老农民并不认为会因此被排

除在种地人之外。他们的困难，或者是

困惑，在于是不是种地，甚至去哪里居

住，似乎越来越不能自己做主了。

本来，老农民有自己的地，也一直种

着自己的地。其中有些人老了，不能种

地了，加上有其他收入，生活不差，就按

照自己的意愿依法把地流转出去了。但

还有一些老农民，种了一辈子地，只会种

地、愿意种地，加上身体足够棒，自己种

地收入比流转出去还高，等等原因，不想

把地租出去。可是有些地方，当然主要

靠动员说理，或者软泡硬磨，或者采取其

他办法，总之，把老农民“挤”出了耕地。

老农民还要种地也可以，先把地租出去，

再到地里去打工。“本来是种自己的地，

现在成了种别人的地”。

另一个困惑，进城还是种地。本来，

进城还是种地是老农民自己的事。种了

一辈子地，老了无力种地，经济条件好

了，子女也进城落户了，许多老农民终于

可以离开土地去城里颐养天年，这是另

一种美好生活的开始，是“做一回城里

人”梦想的实现。但一些老农民脱去农

民外衣并非自己本意，主观上不愿意进

城，就愿意种地，客观上没有收入、没有

技能、买不起房，但因为承包地被划入当

地“开发区”、“高新区”、“规划区”等等，

进城还是种地，已由不得自己。

老农民遇到的两种困惑，是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矛盾。一方面，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要

求，农村也具备了规模化经营的主客观

条件，同时，有序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流

动，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时机和条件

逐渐成熟；另一方面，即使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家庭经营依然是主体，老农民还将

大量普遍存在，同时，是否进城落户，要

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

以适应城镇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而不

是强迫老农民进城。

怎么化解这两个矛盾，既要积极创

造条件，大胆探索，也要尊重法律、尊重

农民意愿。条件成熟了，规模化也好，进

城落户也好，都是利好，大家自然会选

择；条件不成熟，就不要着急，先把精力

和时间花在创造条件上。

种自己的地还是种别人的地、进城

还是种地，这本不是个问题，让农民自己

做主好了。

老农民的新困惑：进城还是种田
瞿长福

傅廷栋:

油菜田里觅花香
本报记者 杜 芳

夏粮丰收后，产粮大县面对产粮越多、财政越困难的现状——

如何破解“高产穷县”困境
本报记者 刘 慧

全国有 800 个产粮大县，其中超 10 亿斤的产粮大县有 400 多个，产量占全国的 54%。然而，很多产粮大县仍然戴着“贫困县”的帽

子，没有能力发展地方经济，缺乏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能力，制约了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完善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对于

实现稳粮增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仲夏时节，走进东北黑土地，成片的稻田
郁郁葱葱。在黑龙江桦川县水稻万亩高产创
建示范片，水稻正处于分蘖盛期，群体合理，
长势均衡。这个示范片面积 3 万亩，采取“工
厂化智能催芽+标准化大棚钵体育秧+高速
插秧机摆栽+节水控灌+测土配方施肥+生育
进程叶龄诊断+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程机械
化”的增产技术路线，通过全程跟踪指导服
务，平均亩产能达到 700 公斤以上，比常规田
块增产 10%以上。

黑龙江现代化大农业是我国现代农业发
展的样板，其农业现代化水平之高，令观者惊
叹。位于黑龙江富锦市上街基镇德安村玉米
高产创建整建制推进示范片，种植面积 1.5
万亩，通过加强田间管理，平均亩产能达到
800公斤以上。

黑龙江农委主任王忠林说，黑龙江现代
化大农业的发展，得益于中央、省、市、县各级
财政大力支持。黑龙江省本级财政 6 年来向
农民合作社、农田水利工程、水稻智能催芽车
间、育秧大棚、培肥地力等粮食生产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累计投入 155.4 亿元。各市县还
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抗旱水源、水稻育秧
大棚建设、统一防虫灭虫等方面加大政策支
持和资金投入，持续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积
极性。

记者从刚刚结束的全国产粮大县培训班
上了解到，近 10 年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用
于粮食生产发展方面的支出约 4.4 万亿元，
年均增长 16%。粮食主产区始终是中央财政
支农投入的重点，据初步统计,近 5 年,中央
财政安排 13 个粮食主产省农业和粮食生产
相关专项转移支付,约占全国总规模的 62%,
年均增幅超过 20%。2013 年中央财政对产
粮（油）大县的奖励资金达到 320 亿元。这些
支农资金有力地促进了产粮大县现代农业的
发展。

支农政策倾斜主产区

因为体制机制原因，中央财政涉农
资金被分散在各个部门，形成“九龙治
水”的格局，零打碎敲、平均用力、撒胡
椒面等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支农效果大
打折扣。解决资金分散的最好办法，就
是有效整合资金，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
需要的地方、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为了合理有效配置公共财政资源，
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国开展了
以县为主的支农资金整合试点。一些
县市通过整合各种支农项目资金，有计
划、有目的投放资金，实现了“多个渠道
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
集中财力解决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瓶
颈问题，取得了较好效果。

山东汶上县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
地。该县近年来大力推进粮食高产创
建整建制推进及增产模式攻关示范片

建设，示范片带动粮食大面积均衡增
产，今年示范片小麦平均亩产 606 公
斤。高产创建整建制示范片的建设需
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汶上县县长王宏
伟说，他们通过积极整合农业综合开
发、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新增千
亿斤粮食产能、山东省村级公路网格化
等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对示范方内的
沟、路、渠、水、电、井进行综合治理，累
计整合资金 5.8 亿元，建成高标准粮田
50 余万亩，硬化田间道路 260 公里，大
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将农业
技术推广、农资综合补贴、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试点等项目，统一安排在示范
方实施，最大限度发挥了各项资金的综
合效益。

这些产粮大县整合资金规模小，层
次低，没有打破涉农项目审批格局。

2013 年我国又启动了黑龙江省“两大
平原”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从中央和制
度层面推动涉农资金整合，将中央和地
方财政安排的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社会
发展、扶贫开发等 3 大类 77 项资金全部
纳入整合范围，赋予地方更大自主权，
地方可以根据任务需求，适当调剂、统
筹安排使用涉农资金，集中支持现代农
业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项目、重点区
域、重点方向，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支农
的撬动作用。

黑龙江富锦市市长郭广福说，近 3
年，他们统筹国家和省级粮食生产扶持
资金 8 亿多元，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
防洪抗旱灌排系统、水稻集中育秧、农
业机械化等方面建设。目前，全市高标
准粮田达到 240 万亩，190 万亩水田实
现智能化催芽工厂化育秧。

资金整合成撬动支点

中央财政支农力度很大，但产粮大
县依旧面临产粮越多、财政越困难的问
题，要粮食还是要经济仍然让产粮大县
纠结。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王华认为，粮
食安全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中
央应该承担首要责任。中央财政资金
分配时应建立与粮食产量挂钩机制，让
地方政府在重农抓粮时不再感到支出
压力大、财力困难，全心全意发展粮食
生产。

吉林榆树市市委书记冯善国告诉
记者，2013 年全市粮食产量突破 60 亿
斤，地方财政收入只有 10 亿多元，与相
邻的经济发达县市相比，榆树市经济发
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他
们努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引进中

粮集团、正大集团等大企业，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但是，农产品加工业投入
大、见效慢，对地方经济贡献有限。“要
调动产粮大县的积极性，当务之急还是
要加大利益补偿力度，应该让产粮大县
的财政支出达到全省或者全国县市的
平均水平。”冯善国说。

冯善国的话代表了很多产粮大县
的心声。许多市县长认为，国家应该建
立稳定投入的增长机制，健全利益导向
机制，把各地粮食等农业贡献作为中央
财政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因
素，中央财政的“蛋糕”应该向粮食主产
区、主产地倾斜。应该加大对产粮大县
的财政奖补力度；减轻或者逐步取消产
粮大县直接用于粮食生产等建设项目

资金配套；补偿产粮大县调出的商品
粮；强化产粮大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连接
机制，鼓励主销区到主产区建立粮食生
产 基 地 ，更 多 地 承 担 国 家 粮 食 储 备
任务。

王华认为，完善产粮大县利益补偿
机制，还应该改变目前普惠式的农业补
贴方式，提高农业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
性，补贴应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倾斜。现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普遍面临基础设施建设难、贷款
难、投保农业保险难、缺乏技术人才和
经营管理人才等困难，国家应该加大补
贴力度，提高他们种粮的积极性。

利益补偿机制须完善利益补偿机制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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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桦川

县水稻万亩高产

创 建 示 范 片 面

积 3 万亩，水稻生

产实现全程机械

化作业。图为遥

控水稻喷药机正

在喷洒农药。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宣化香白杏丰收

河北省宣化县政府引导群众栽植香白杏、梅杏等

优质鲜食杏树，并聘请林果专家定期指导农民进行果

树管理，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宣化县鲜食杏

树面积已达 1 万多亩，每亩鲜食杏年收入达 8000 多元，

鲜食杏树成为农民增收的“铁杆庄稼”。图为宣化县西

望山村杏农在采摘成熟的香白杏。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瑞金乡村换新貌

洁源村位于红色故都江西省瑞金市。近两年，当

地干部带领群众全面推进村庄改造、完善生活配套、大

力发展生态产业。目前，洁源村建成了敬老院、学校、

绿地公园等基础设施，完成了大部分家庭的土坯房改

造。村民通过发展集生态果蔬、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生

态产业，2013 年，全村实现人均收入 6100 多元，较两年

前增长约 40%。图为洁源村老人们在敬老院前健身。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北大荒建三江精准农业农机中心运用全

球卫星定位、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提升农业

标准化作业水平。图为参观人员在观看变量

施肥作业系统运作。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当前，农村具备了土地规模化经

营的主客观条件，城镇化健康发展的

时机和条件也逐渐成熟，各地政府有

序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大量农

民面对继续种地还是“做一回城里人”

的选择。

事实上，进城还是种地是农民自

己的事。许多农民尤其是年龄较大的

农民主观上不愿意进城，愿意种地，客

观上没有收入、没有技能、买不起

房。在这个问题上，各地既要积极创

造条件，大胆探索，也要尊重法律、尊

重农民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