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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大于天
涂升斌

在中国这个近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
国，水稻是第一大口粮作物。我国水稻常年
种植面积约 4.5 亿亩，占粮食总面积的三
成，产量则占粮食总产的四成。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全国约有六成的人口以稻米为
主食。

在水稻中，有一大类冠名为超级稻的品
种是佼佼者。超级稻恰如一粒种子，播撒下
稳粮增产的希望，有力地促进了稻作技术创
新，让中国水稻科研领跑世界。超级稻已成
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典范和协同攻关的标
杆，为保障我国及世界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
作用。

掀起“水稻第三次革命”

在我国水稻发展史上，单产出现过 3
次重大突破。第一次是始于 20 世纪 50 年
代末60年代初的矮化育种，主要通过降低
株高，使品种的耐肥抗倒性和收获指数大
幅度提高。第二次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的杂种优势利用，我国水稻平均亩产由此
提高到 400 公斤以上，高产地区突破 500
公斤，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而超级稻是通
过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选
育的单产大幅度提高、品质优良、抗性较
强的新型水稻品种，被誉为“水稻第三次
革命”。

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大幅度提高水稻
产量一直是中国和世界育种专家梦寐以求
的愿望。地球上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以稻
米为主食，而全球稻米需求量 91％来自亚
洲。前两次重大突破以后的20多年来，水
稻产量就遇到了玻璃天花板。人口不断增
长的压力促使亚洲各国开始实施高产水稻
的研究计划。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农林水
产省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先后启动超级稻项
目，但均未获得真正成功。我国后来居
上，于1996年启动“中国超级稻育种”项
目，育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日本是最早提出并开展水稻超高产育
种研究的国家。1981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
组织主要水稻研究单位，开展“超高产水
稻开发及栽培技术确立”研究项目，计划
在 15 年内实现单产增加 50％的超高产目
标。然而，1981年至1988年的8年间，整
个计划共育成5个品种，但大多在抗寒性、
品质和结实率方面存在问题，难以大面积
推广。此后，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提出水稻
超高产育种计划，拟育成一种有别于以往
改良品种的新株型稻。1994 年，日本宣布
选育超级稻新品种已获成功，但由于技术
方面缺陷，至今未能大面积推广。

1996 年，我国提出“超级稻育种计
划”，由袁隆平院士主持培育计划。1997
年，袁隆平发表著名的 《杂交水稻超高产
育种》，提出“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
结合”的水稻超高产育种技术路线。随
后，“超级稻育种计划”被列入总理基金项
目。由袁隆平、谢华安、陈温福、程式华
等众多知名专家领衔，联合了国内数十家
优势科研力量，建立起遗传育种、栽培植
保、技术推广和生产管理等跨多学科领域
的协作组。

袁隆平曾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虽然我这个人对自己认准的研究方向坚信
不疑，但数以千万计的真金白银仍让我夜
不能寐。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我开始走技
术协作的路线，在全国设立了5个点。”当
时，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
川农业大学、江苏农科院、辽宁农科院和
广东农科院等都在其中。

“我国幅员辽阔，水稻种植区域广、范
围大，不可能一家单位、一个品种‘包打
天下’，必须进行科研的大联合大攻关，这
也是超级稻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农业农
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说，为完成预
定目标，“超级稻育种计划”联合了国内优
势科研力量，建立了遗传育种、栽培植
保、技术推广和生产管理等跨多学科领域
的协作组，汇聚了一支创新能力较强的超
级稻研究与示范推广队伍，形成了全国

“一盘棋”格局。
“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持续时间长、资助力度大的农业科技项
目之一。在当时制定的超级稻育种一、

二、三期产量目标，是很有远见的。”中国
水稻研究所原所长程式华认为：“超级稻研
究协作组在超级稻育种理论方法创新、育
种材料创制、重大品种培育、配套技术集
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超级稻产量目标的实现，带动了全
国水稻单产的稳步提高。”

创造粮食生产新高度

在正确技术路线的指导下，中国超级
稻迅速步入发展快车道。科学家们创制了

“沈农 89-366”“培矮 64S”“华占”“春江
12”等一大批不育系、恢复系水稻，选育
了一大批产量高、抗性强、适应性广并在
生产中大范围应用的超级稻新品种。继超
级 稻 2000 年 实 现 700 公 斤 一 期 目 标 、
2004年实现800公斤二期产量，2013年实
现了连续两年在多点实现了亩产超过 900
公斤，标志着超级稻第三期产量目标基本
实现。在广袤稻田里，以袁隆平为代表的
中国超级稻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创造了人
类粮食生产的新高度。

在超级稻屡破高产纪录的同时，如何
让农民种植超级稻效益更划算，如何使超
级稻从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民的产量？2009
年，原农业部启动超级稻“双增一百”工
作，提出“亩增产一百斤、节本增效一百
元”的目标。此后，全国建立超级稻“双
增一百”科技行动联系点制度和专家包区
包片制度，组织专家深入示范区巡回指
导。据统计，自2009年“双增一百”启动
以来，超级稻亩均增产超过120斤，扣除种
子、肥料农药等的投入，亩均增收 100 多
元，实现了增产增收的协调统一。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超级稻似乎就是
高产的杂交稻，其实这并不准确。按照定
义，超级稻主要是指采用“理想株型塑造
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育成比
现有品种在产量上有大幅度提高，并兼顾
品质与抗性的新型水稻品种。截至目前，
农业农村部确认并正在推广应用的超级稻
品种有 132 个，既包括籼稻，也包括粳
稻，还有籼粳杂交稻；既包括常规稻，也
包括杂交稻。现有的超级稻中，常规稻占
45%，杂交稻占55%。

江苏省农科院粮食作物所所长王才林
从事超级稻育种多年，他形容超级稻是水
稻品种中的“优等生”，而认定超级稻品
种，则相当于水稻品种界的“高考”。要成
为超级稻品种，首先要经过审定的水稻品
种经过百亩实收测产，然后农业农村部组
织专家进行评审，达到了 《超级稻品种确
认办法》 中规定的产量、品质、抗性等各
项指标，最后经农业农村部发布后，才能
称为超级稻。如果推广面积未达要求的品
种，会取消对其超级稻的冠名。

2019 年，全国新确认 10 个超级稻品
种，其中4个来自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种业科学院。“目前，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有10个主力品种被国
家确认为超级稻品种。”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种业研究院院长杨
远柱介绍，此次新确认的4个超级稻品种，
集广适、高产、高抗于一体，在长江流域
一季稻百亩样方示范中亩产都达到780公斤
以上。

超级稻的大面积推广离不开配套的栽
培技术。“对水稻来说，品种过硬、栽培水
平高是高产的两大重要因素，栽培技术的
好坏直接影响品种潜力的发挥。就像生了
个孩子，天资不错，但培养得不好就很难
发挥其聪明潜力，因此后天培养十分重

要。”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
陈温福道出了超级稻高产秘诀。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超级稻累计推广应用 14.8 亿亩，年种
植面积由 2005 年的 3837 万亩扩大到了
2013年的1.3亿亩，所占水稻种植面积比重
由 8.7%提高到 30%。近 5 年里，超级稻应
用面积一直稳定在1.3亿亩以上，单个品种
平均应用面积约为 100 万亩，超级稻龙粳
31年均种植面积突破1600万亩，创近年单
个水稻品种的最高应用面积纪录。

“可以说，超级稻示范推广的20多年，
是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黄金期，它引领了
我国水稻生产的水平，让我国水稻生产的
技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它是我国粮
食安全的功臣。”程式华感慨。

高产量还要兼顾高品质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培育超
级稻品种。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当时将
高产作为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人们对
米质要求的提高，育种家们将优质和高产
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使超级稻的品质大幅
提高。目前，我国 50%以上的超级稻品种
都达到优质的要求，其他也都在中等偏上
水平。陈温福表示，超级稻优化是趋势，
10年前，他就开始转变研究方向，重点研
究米质，如今已经研发推广了多个高产优
质超级稻品种。

如今，人们对于水稻的期许不仅是高
产、优质，更要求生态、绿色。中国水稻
研究所牵头的科研团队攻关完成全国双季
超级稻绿色提质增效技术集成模式。该模
式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双季稻生产机械化
程度低、农药化肥用量大、品种与栽培技
术不配套等问题，以“良种良法配套、农
机农艺融合、增产增效并重、生产生态协
调”为指导，围绕品种、育秧、种植、施
肥、灌溉、植保等环节，实现双季稻节本
绿色提质增效生产。

近年来，一种通过多胚孪生标记性状
杂交育种技术培育而出的新品种——多胚
孪生超级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今
年，该品种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
桥南村周边试种，当地将超级稻与测土配
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相结合，改善
施肥、用药结构和方法，提高肥料利用率
和防治效果，减轻了面源污染，保护了生
态环境。农业专家说，该品种植株坚挺，
且提前一个月抽穗，米质口感好，比常规
水稻蛋白质含量高。

曾参与袁隆平超级稻研究团队的水稻
专家邓启云感受到，近年来我国超级稻品
质改善明显。他介绍说，《超级稻品种确认
办法》 对稻米品质有明确规定，北方粳稻
必须达到部颁2级米标准，南方晚籼必须达
到部颁3级米标准，南方早籼和一季稻必须
达到部颁4级米标准，近年来，确认的超级
稻品种米质都达到甚至超过了这些指标，
适口性进一步改善。

经过20多年发展，超级稻帮助中国水
稻科研抢占了世界制高点，创造了中国水
稻的超级神话。有人可能会问：产量已经
这么高了，发展超级稻还有意义吗？“中国
的超级稻发展，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
能推进，不能后退！”廖西元表示，超级稻
发展要更加注重均衡增产，促进口粮安
全；更加注重效益提升，促进农民增收；
更加注重品质优化，促进结构调整；更加
注重转变方式，促进资源节约；更加注重
绿色发展，促进环境友好。

为世界粮食安全作贡献

面对全球极端气候频繁出现的情况，
提高亚洲和非洲大部分雨养地区的水稻生
产能力、维持全球灌溉稻田的稻米产量是
全球水稻育种专家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中
国超级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粮食问题，
还帮助世界人民解决了吃饭问题。

日前，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黎志
康牵头的“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
育绿色超级稻”项目在京结题。绿色超级
稻被定义为在较少投入的情况下能稳定高
产的水稻品种，尤其对频繁气候变化引起
的干扰具有较强抵抗力和恢复力，是为了
应对未来水稻生产面临挑战而提出的重要
概念。

黎志康用“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
水抗旱、优质高产”16 个字概括项目特
点，用传统育种和分子育种相结合的方
式，研制出一批水稻品种，从而解决当地
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项目在实施的 10 年
中，实现了丰硕成果。在研究上，完成了
3000 份水稻核心种质的全基因组重测序，
这是全球最大的植物基因组重测序项目。

在实践上，培育出一批抗旱、耐盐、耐淹
的新品种。截至目前，绿色超级稻项目在
非洲和亚洲的 18 个国家试种、审定和推
广，审定高产、优质、多抗的品种 78 个，
累计推广面积达612万公顷。

黎志康为记者讲述了绿色超级稻的故
事。2013年，台风“海燕”袭击了菲律宾
中部的莱特岛，对当地农业造成了毁灭性
打击，大片稻田颗粒无收。然而值得庆幸
的是，在这场台风之前，当地一些农民从
菲律宾水稻所获得了一些绿色超级稻8号，
并尝试性地进行了播种。令人惊奇的是，
台风过后，这些来自中国的水稻品种不仅
存活了下来，还获得了一定产量。

第三方专业人员在菲律宾、越南、孟
加拉、印度等国分别进行了评估。报告显
示，在菲律宾和孟加拉国望天田和灌溉生
态系统种植新培育的绿色超级稻品种，比
当地主栽水稻品种平均每公顷增产 0.89 吨
至1.83吨，平均每公顷增收230.9美元。按
此推算，到目前为止，非洲和亚洲目标国
家的农户增收达14亿美元。

“我的梦想是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
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
叫作‘禾下乘凉梦’。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
的人至今仍处在饥饿之中，我们的超级稻
不能放弃量来提升质，但我国2020年要实
现全面小康，要过上美好的生活，不仅要
吃得饱，还要吃得好，要实现这一目标，
高产优质兼顾是唯一途径。”提及超级稻未
来发展趋势，袁隆平如此寄语。

中国超级稻，仍然在不断发展，孕育
着下一个辉煌。

中国超级稻的发展，不仅是确保口粮绝
对安全的战略需要，也是稳固“三农”压舱
石的现实需求。我国地大物博，但可耕地面
积小，人均耕地不足1.5亩，约为全球平均
水平的一半。虽然我国创造了粮食连年丰收
的奇迹，但粮食安全并非高枕无忧。随着人
口总量和非农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对粮食的需求量持续
增加。

进入新时代，超级稻的研究需要我们
更加重视颠覆性前沿理论和技术创新，更
加重视优异基因种质资源的研究利用，突
破性材料和品种的创新。纵观水稻生产发
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单产的每一轮提升均
源 自 水 稻 育 种 理 论 技 术 与 材 料 创 新 的
突破。

进入新时代，超级稻的研究需要我们处
理协调好高产和优质的关系，实现既高产又
优质。在超高产的目标前提下实现优质，在
稻米优质的基础上达到超高产，对中国超级
稻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还要花力
气研发绿色超级稻，重点研究氮、磷、钾高
效利用水稻新品种，高产优质多抗水稻新品
种，实现化肥农药只减不增、轻简栽培条件
下的高产和优质，实现环境友好、绿色
发展。

进入新时代，超级稻的推广应用需要
更加注重良种良法配套，不仅实现在专家
科研试验田的优质超高产，也能在农民稻
田达到优质高产目的，最终实现全国水稻
平均产量的大幅度提升，提高我国水稻的
产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及人民口粮绝
对安全。

中国超级杂交水稻技术世界领先，要让
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东南亚、南亚等地
与我国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其农业自然条
件优越，水稻种植面积大，生产成本低，污
染少，发展潜力巨大。研究表明，通过加强
杂交水稻推广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仅缅
甸、老挝、柬埔寨3国就能新增稻米出口超
2000 万吨，约占全球大米出口量一半。这
里汇集了全球10大水稻生产国，水稻是共
同的首要口粮作物。因此，我国大力发展水
稻国际合作有着重要意义。合作共享超级稻
科技成果，有利于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粮食
安全。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水稻专家）

今年春耕时节，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马
洪村的村民在稻田里忙碌。如今，超级稻在
江西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在中国种子集团南繁育种基地，育种科
研工作者正在查看水稻长势并做业务交流。
中种集团研发的多个水稻品种被农业农村部
认定为超级稻。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公司南繁育种基地收
获水稻后晾晒稻谷。荃银高科是我国籼型两
系超级稻种子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位于海南三亚的水稻国家公园里，展示
了众多超级稻品种，袁隆平院士团队的超级
稻品种也在其中。

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黄
关镇联德村超级稻生产基
地，袁隆平（左二）在查看超
级水稻生长情况（2013 年 8
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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