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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在杂交稻研究

初期，将高产作为首要任务。近年来，随

着人们对品质要求的提高，育种专家

们将优质和高产放在同等重要位置，

使杂交稻的品质大幅提高。目前，

我国 50%以上的超级杂交稻品种

都达到优质的要求，其他也都

在中等偏上水平，杂交稻优质

化成为一种趋势。

“对水稻来说，今年的

天气非常不好，在这种

天气下晚稻能达到八九百公斤的亩产，那是非常了

不起的成绩。”2020 年 11 月 2 日，听到测产结果后，

袁隆平十分满意，开心地笑起来。当天，有关部门

在湖南省衡南县青竹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一

号”试验示范基地进行晚稻测产。现场测得晚稻平

均亩产为 911.7 公斤，加上 7 月份测得的早稻平均

亩产 619.09公斤，由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稻双季

测产达到1530.79公斤，再一次刷新纪录。

“双季稻亩产 1500 公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可以多养活 5个人，也意味着离我的‘禾下乘凉梦’

更近了一步。”袁隆平曾在多个场合对人们讲起他

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

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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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

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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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被

袁隆平看作是突破亩产“天花板”的关键，在 2020

年南方稻区结实灌浆期遭遇极端天气的情况下，第

三代杂交稻表现出“高产、抗病、抗寒、抗倒”的优

势。基于这些成效，袁隆平提出“3000 斤工程”设

想，即 2021年起在南方 8省份开展双季稻周年亩产

3000斤目标攻关示范。如今，攻关正在推进。

一部水稻育种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

史。作为我国农业科技领域自主创新的

标志性成就，杂交稻的研发和推广是党

领导农业科学家和亿万农民共同创造的

辉煌成果。事实上，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我国利用优质种质资源，培育出超

级稻、矮败小麦等一批国际领先的革命

性品种，推动全国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新

了5至6次，每次更新都增产10%以上。

沉甸甸的粮食，凝结的不仅仅是阳

光、雨露和土壤的精华，也凝聚着强农

惠农政策甘霖和体制机制优势。在新中

国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坚

定支持杂交稻科研攻关大协作，体现出

非凡的战略眼光，体现着对国情农情的

深刻洞察。从研究初期到现在，在全国

一盘棋的体制优势下，经过广大科技人

员的不懈努力，杂交稻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在广袤稻田里，中国科学家们靠

着集体智慧和团结合作，一次又一次创

造了人类粮食生产的新高度。

得益于杂交稻的持续成功，中国成

为水稻育种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如今，

我国拥有 8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水稻种

质资源最丰富。中国杂交稻在亚洲、非

洲推广种植面积达到 700万公顷，联合国

粮农组织已将杂交水稻列为解决粮食短

缺的首选技术。同时，中国是大米产量

最高的国家。中国常年种植水稻 3000 万

公顷，占全世界水稻面积的 20%，产量多

年居世界首位，占全世界大米总产量的

近 40%。中国水稻种植地域广阔，从海南

岛到黑龙江，跨越数千公里，稻作类型

丰富，早中晚稻分明，籼粳糯稻齐全。

民以食为天。“稻”是生存之道、发

展之道，一米一饭关系国家安危、人民

幸福。“吃了吗”曾是中国人打招呼的常

用语，这承载了一个民族长久的饥饿记

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吃

饭问题能否解决都是一个世界之问。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艰苦的

努力，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彻底不再是一

个“问题”，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

手中。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470 公斤，远高于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时值春天，万物生长。对耕耘在沃

野良田上的农民来说，这是辛勤劳作之

时，也是新的希望之始。培育杂交稻的

奋 斗 故 事 将 永 远 激 励 中 华 儿 女 披 荆 斩

棘、勇往直前。

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刘 麟

近半个世纪前的 1973年 10月，在江

苏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

隆平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

套成功。这是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

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我国水稻育

种从此领跑世界、造福人类。

艰苦中探索 提出新设想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水稻

是中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全国约有六成

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从世界来看，稻米

是食用人口最多的农产品，地球上每 3

个人中就有一人以稻米为主食。大幅度

提高水稻产量一直是世界各国育种专家

的愿望。然而，这并非易事。

“我国籼型杂交稻是完全依靠自己

的力量培育成功的，是水稻育种史上继

高秆变矮秆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

国水稻研究所原所长程式华回顾说，20

世纪我国水稻发展史上，单产出现过两

次重大突破。第一次是始于 50 年代末

60年代初的矮化育种，第二次是 70年代

初期的杂种优势利用。

选育强优势籼型杂交稻的重任历史

性地落在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农业

科学家头上。1960 年 7 月，时任湖南黔

阳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发现一

株天然杂交稻。经过分析，袁隆平推断

这株高产的天然杂交水稻的父母代，一

定有一株是“雄性不育株”。这是一类特

殊的水稻，不能自身繁殖，需要借助于外

来水稻花粉才能结出种子。水稻中一些

杂交组合有优势，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

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

浮现在他的脑海。

此后，袁隆平在国内首次发表了《水

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震动了整个农

业科技界，开创了我国籼型杂交稻研究

的先河。为寻找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

团队在水稻扬花季，拿放大镜搜寻了几

十万个稻穗，终于找到了 4个品种中的 6

株雄性不育植株。用这些做材料，科研

小组做了 3000 多个杂交组合试验。不

过，试验却连遭挫折。1969 年，袁隆平

意识到，原来的材料可能亲缘太近。于

是，团队将视线投向野生稻，提出利用

“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设想。

科研大协作 育成新稻种

在新设想的指导下，团队于 1970年

11 月在海南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的野

生稻，转育出来的三粒雄性不育种子被

命名为“野败”。试验中，“野败”的不育

性状 100%遗传，为培育不育系和三系配

套打开了突破口。之后，全国兴起了利

用该材料培植水稻不育系的大协作。

1972 年，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由中国农科院和湖南省农科

院牵头，13 个省区市参加了水稻雄性不

育和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先后育成了一

批矮秆水稻的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3 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

础上，团队在东南亚品种中找到了一批

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度在

90％以上的恢复系。至此，三系终于配

套成功了！

这是我国第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也

是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的强优势籼型杂

交水稻。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

袁隆平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背

着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

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育种研

究。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育成之后是推广。1974 年春天，袁

隆平团队在海南育出了适合大田种植的

杂交水稻种子“南优 2号”。新制出的种

子，很快被种下，并在那个秋天迎来丰

收。同等条件下，一般每亩增产 50 至

100 公斤，比当地优良品种增产约 20%。

1976 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 208

万多亩，全部增产 20％以上。从 1976年

到 1987 年，中国杂交水稻累计增产 1 亿

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 6000

多万人。

杂交水稻技术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

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

选技术。1980年和 1981年，我国的杂交

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

和卡捷尔公司。这是我国第一个转让国

外的农业专利技术。从此，杂交水稻技

术走出了国门，开始向世界传播。东南

亚、非洲、北美等地的许多国家，纷纷到

中国学习杂交水稻技术。

全国“一盘棋” 再创超级稻

然而，世界水稻产量很快遇到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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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我国后来居上，提出超级稻育种计

划，由袁隆平主持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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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被列入总理基金项目。

由袁隆平、谢华安等众多知名专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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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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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广的超级稻新品种。继超级

稻 2000 年实现亩产 700 公斤一期目标，

800 公斤、900 公斤、1000 公斤和 1100

公斤的目标近年来接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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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廖西

元说，超级稻育种计划联合了国内优势

科研力量，汇聚了一支创新能力较强的

研究与示范推广队伍，形成了全国“一

盘棋”格局，体现了举国体制的独特

优势。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彭超认为，杂交水稻单产不断创纪

录，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衡量标志，真

正落实了藏粮于“技”，也实现了藏粮

于“地”的战略目标。

中国杂交稻，仍然在不断发展，孕

育着下一个辉煌。

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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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图② 袁隆平院士。 （资料图片）

图③ 2017 年 9 月 28 日，我国高产

“海水稻”试种成功，数亿亩盐碱地有望成

米粮仓。 （新华社发）

图④ 广西鹿寨，制种水稻丰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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