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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士的“梦想”与县长的“军令状”

为 了 总 理 的 嘱 托
——光山县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试验侧记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倩

“合格了，成功了！”

2015年 9月 15日，在湖南长沙一处僻静的院落里，85岁高龄的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拿着电话，久久不肯放下，口中不停地念叨 6 个字：“合

格了，成功了！”

电话从河南省光山县打来，电波传来喜讯：光山“超级稻”试验田百亩

片亩产突破 1000公斤，千亩片亩产平均 902公斤，最高 913.9公斤！

光山县是袁隆平院士主持实施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示范工

程的实验基地之一，计划三年时间实现“百亩片亩产 1000 公斤、千亩片亩

产 900公斤和万亩片亩产 800公斤”的目标。

2014年是第一年，试验结果：百亩点 910公斤，千亩片 815.5公斤，万亩

片 733.82公斤，实现了当年阶段性预期目标，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没想到，第二年就成功了，百亩片亩产超过 1000 公斤；千亩连片大面

积高产，创全国之首。

砖桥镇高陌村党支部书记鄢军向光山县委书记刘勇报告：我们村有

4000 多亩水稻被列入袁隆平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示范项目，与往年产量

比平均每亩高出 300公斤以上，仅此一项，我们村人均增收 1200元。

2014年 1月 17日，农历腊月初五。
李克强总理邀请 10 位来自科学、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的代表和基层群
众代表来到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为正在起
草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意
见、建议。

“袁隆平同志就不用介绍了，大家都
熟知你嘛！”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还没开口，
李克强就抢先替他作了开场白。

袁隆平说：“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让杂
交水稻覆盖全球。”

李克强说：“你是我们科学界的大功
臣，用科技支撑了我们的发展。你发明的
超级杂交水稻，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
全，对于解决全世界的粮食问题也做出巨
大贡献。超级杂交稻攻关不仅要搞百亩，
还需要搞千亩、搞万亩。”

为落实总理指示，袁隆平院士开始主
持实施“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示
范工程”。他集中全国优势力量，组建了
协作团队，在全国选择万亩方点试验。

消息刚公布，很多生产水稻的地方政
府倍加关注，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主动请缨。

经过科学分析和筛选，袁隆平院士决
定先带着他的精英团队到湖南、湖北、河
南、安徽的多个地方进行考察调研。河南
的考察点是信阳。

因为超级杂交水稻，袁隆平与信阳
结下不解之缘。2008 年，信阳市政府聘
请袁隆平为高级顾问，袁隆平也将亩产
800 公斤第二期超级杂交水稻攻关项目
和亩产 900 公斤的第三期超级杂交水稻
攻关项目先后定在信阳试验。

2014 年春节刚过，得知袁隆平院士团
队来信阳考察选点的消息，光山县分管农业

的女副县长杨俊坐不住了，她到书店买了许
多关于杂交水稻和袁隆平院士的书籍，潜心
苦读，抓紧做功课。等到袁院士的团队来到
光山时，她俨然变成杂交稻专家了。

在此前后，在时任县长刘勇的支持
下，她多次找到分管这项工作的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中心的负责人汇报工作，并奔赴
长沙找到袁隆平院士，立下军令状：“一定
竭尽全力，一年一个目标，保证三年完成
攻关任务。”

院士感动了。经多方考察，袁院士最终
选中了河南光山和湖南宁乡县作为试点。

光山位于河南南部，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雨水充沛，有“淮上江南”之美誉，是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水稻是其主要粮
食作物之一。此次项目试验的以 Y 两优 2
号为主的水稻品种，属于籼稻的一种，适
合在我国的南部地区生长，光山正好处于
我国的南北交界处，很有代表意义。

光山示范基地位于砖桥镇高陌村、陈
寨村、李长店村、陈岗村，总面积1.03万亩。

为确保试验成功，袁隆平院士和他
的专业团队制定了周密详细的项目推进
计划，从种子、肥料、种植技术、田间管
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都有严格的操作
规程。

为了高标准落实“规程”，县委、县政
府将高产攻关示范工程实施纳入年度农
村经济重要工作任务，成立攻关领导小
组，县长亲自挂帅，农业、财政、水利、科
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参与，组成攻
关指挥部，统一协调、统筹。县财政拿出
县长备用金按项目 1∶1 的比例配套，安排
专项资金支持示范工程建设。县政府与
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签约合作，

争取更多人才、技术和政策支持。
光山县农业局组织 4 个二级单位工

作人员 23 名农技专业人员成立了若干个
技术指导小分队，按照包村联户的工作
机制，覆盖项目区四个行政村的 3000 多
示范户。每位技术人员蹲点方 200 亩，从
育秧、栽培、配方施肥等各个环节都严格
把关。

光山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刚介
绍：“我们每天 7 时 30 分统一乘车到指挥
部签到，然后骑自行车到各自的责任田，
每天午餐后 12 时 30 分到下午 1 时 30 分
之间准时召开会议，汇报各自责任田里
的情况和问题，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办
法，节假日也是如此。我们就吃住在示
范基地，和农户同时下地。”

指挥部位于砖桥镇街边上，一幢三
间两层的民用小楼，要不是一楼大厅的
墙上贴满了规划图、实施说明等相关图
文资料，实在看不出这是办公场所，因为
工作人员经常吃住在那里，自行车、吃饭
桌、床板等生活用具塞满了大厅的空间。

“农民才是项目实施的主体，水稻都

种在他们的田里。”说这话的人叫涂德晔，
今年 53岁，是该项目的技术攻关责任人之
一。由于长期在田间劳作，看起来与一般
农妇并无二致。李刚向记者介绍她是光
山县高级农艺师时，记者不禁为之心颤。

“两年来，我们的农艺师们除了白天
和农户一起辛勤工作在田间地头，手把手
的传授技术外，晚上还为农民举办各类培
训班。可以说是不分昼夜。”李刚说。

不办班行吗？涂大姐很无奈地说：
“和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打交道真难，
‘没见过水稻插这么密的？’‘没见过一次
施那么多有机肥的？’农民的问题一筐一
筐，我们天天和‘老经验’较量。”

“在田里和他们吵架也是经常的事，
思想工作做不通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狠
招。”她回忆说去年水稻够苗期，按专家的
意见是需要晒田以保证秧苗有效分蘖，而
老百姓习惯性保水养秧，舍不得放水。苦
口婆心劝说无效后，技术员们就扛着铁
锹，趁着清晨或中午老百姓不在田里的时
候，偷偷地将田里多余的水放掉。

去年达到预期目标，农民尝到了科

技的甜头。今年，听话的多了，主动向他
们请教的多了……

“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背着工
具包的农艺师们在田里转来转去，他们
比我们操心多了。”陈岗村张大爷感动地
告诉记者。

进入七月份以来，光山县水稻不同
程度地发生了二化螟、纹枯病、稻瘟病等
病虫害，连续十余天来，50 岁的农艺师陈
远平与年轻人一样，每天早晨 5 点钟就带
领技术人员前往项目区的示范田，夜晚
七八点钟才肯回家休息，天热难耐，在喷
雾农药时有时感觉心慌头晕，他就坐在
田边的树下休息一会儿，又继续作业。
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使示范田闯过了
病虫害这一关。

副县长杨俊说：“呵护秧苗，就像呵
护自己心疼的婴儿。”有一次领导来调
研，记者拍照不小心把稻子蹭倒了，杨县
长很心疼，赶紧扑过去把稻子扶起来，不
停地说：“拜托小心一点啊，这都是我们
的宝贝！”弄得记者很不好意思，周围的
人则笑成一片。

“俺种了一辈子的田，都没见过一亩
田能产 1000 公斤稻子的，之前感觉绝对
不可能，没想到俺在自家田里种成了！”
说到今年的水稻收成，砖桥镇禾香家庭
农场主王再能的脸上乐开了花。

今年 65 岁的王再能，是该镇出了名
的种田巧手。三年前，他和他的侄子王
德发合伙承包了 600 多亩田地成立了家
庭农场。去年，他们的 600 多亩田全被
选作试验田。据专家评估，他们农场里
产 量 最 高 的 一 块 地 亩 产 量 可 能 超 过

1000 公斤。
令他们叔侄俩更为荣耀的是，袁隆

平院士两次来到他们自家的稻田，并且
还和他们合影留念。

“奇迹”种在农田里，“希望”溢满在
老院士的脸上。2014 年 9 月 2 日，袁隆平
院士和他的科研团队人员一起来到这
里。袁院士高兴地说，平均亩产 733.8
公斤，这个成绩在全国都是少见的，第
一年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简单！光
山县为这项高产攻关项目交上了一份

满意答卷。
2015 年 8 月 28 日，袁隆平院士再次

来到光山，抚摸着一束束稻穗，非常兴
奋地说：“光山百亩片过 1000 公斤有把
握，千亩片过 900 公斤有希望。”

袁院士称赞光山县现代农业试验区
是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与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重
要内容，此项目也将成为河南超级杂交
水稻研究领域的新典范。这次示范成
功，不仅对河南有示范意义，还将影响着

全国超级杂交稻的生产，对全国粮食产
量的提高功不可没。

袁院士想到更多的是李克强总理的
嘱托，是国家的粮食安全。

光山县委书记刘勇对圆满完成三年
的项目组织落实任务充满信心。他请袁
院士放心：光山一定竭尽全力，确保“百
千万”高产攻关全面成功，让光山栽培模
式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推广应用，为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
光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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