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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的麦田，犹如无垠的大海，轻风摇翠，散
发出阵阵清香。朝阳的金光，尽情地照射着这万
顷麦海，泛着绿油油的波浪，呈现迷人的景象。

当你走在这片神奇的中原大地上，当你看
到这里充满勃勃生机的广阔田野，当你走近这
片特异突出、卓尔不群的麦子，你会不由自主地
发出惊叹和欢呼。当人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带
来的馈赠，当人们习惯了丰足的食粮，有那么一
些人，穿行在一望无际的绿野中，关注的是每一
株小麦的前世今生；有那么一个人，把全部的心
血和汗水倾洒在沃野里，只为培育出最优质的小
麦品种，只为了最单纯的心愿和最朴素的梦想。

茹振钢，一个出生在河南沁阳的农民的儿
子，从一名普通农校学生成长为中国著名小麦
育种专家，并凭借黄淮第一麦——“百农矮抗
58”，荣获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从1979年踏进中牟农校的那天起，他就与
小麦结缘，小麦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含辛茹苦 40年，他育成了百农 62、百农
64、百农矮抗 58、百农 4199 等多个小麦品种，
累计推广面积近 5 亿亩，增产效益 400 多亿
元。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他为“粮财神”！

是的，40年来他奋斗的青春轨迹，见证着
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伴随着祖国的日益富
强。不仅磨砺了自己，成就了中国的杂交小麦，
更充盈了祖国的座座粮仓，筑牢着我国粮食安
全的屏障。

初心 苦涩记忆激发奋斗梦想

1958年，茹振钢出生在河南沁阳南关一户
普通的农民家庭，出生后不久便赶上了三年自
然灾害。时代在茹振钢身上刻下的烙印是“饥
饿”二字。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每个人的
肚子里整天都是咕咕叫的，看见吃的恨不得抢
起来。

尽管母亲每天跑到十多里开外的荒地上采
回半篮野菜，也无济于事，孩子们正齐刷刷地长
个，奶奶的腿肚子往下一按，一个深坑半天不会
起来。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是每天早上母亲
塞给他手中的一块红薯窝窝，而这也是“从父母
和弟妹口中抠出来的”；懵懵懂懂中，茹振钢意
识到了粮食对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能吃饱
就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在他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还是那位未曾谋
面就夭折的哥哥。茹振钢姊妹六个，大哥 3岁
时就因为饥饿夭折了。很多年过去了，提起往
事他仍禁不住泪流满面。

就是这些苦涩的记忆，让他生出为粮食丰
收而不懈奋斗的梦想，那也是一份长久的埋藏
在心底的渴望。

萌芽 在刻苦学习中绽放青春

粮食的奇缺，种植的艰难，总是让农村的孩
子更有毅力背负起远大的理想。

距离茹振钢家西边几百米处的清代明吏曹
谨墓园，让茹振钢从小就感悟到人生的价值。
他想，将来能否也像曹谨那样，成为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为社会做一番大事业呢？

1977年春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沁阳
一中，班主任老师开始给大家打气，鼓励大家
参加高考。1978 年，茹振钢以应届毕业生身
份参加了当年春季举行的高考，然而那年他的
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没有收到。征兵时节，怀着
对军人的崇拜、对军营的憧憬，他参加了当年
的冬季招兵。

“当时去当兵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
备，哪怕为祖国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茹振钢
是带着这个单纯而坚定的想法在新兵营里积极
参加训练的，但他仍不忘在训练的间隙看书，用
知识来武装自己，准备在军营的大舞台施展才
华，报效祖国。

翌年 2月，他却收到了来自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面对这份迟来的农业院校的录取通知
书，茹振钢一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恰好
部队首长主动找他谈话：“我曾看见你在路灯下
看书，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能吃苦的积极上进的
同志，我们国家需要有更高文化知识的人才，你

就去大学里继续深造吧。”最终，在部队首长的
鼓励下，茹振钢才重返校园。

进入大学，茹振钢的那份动力丝毫没有消
减。他相信搞好农业也能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
的贡献，也开始憧憬人人都能过上“天天吃白
面”的好日子。为此，茹振钢每天起早贪黑地学
习，老师提到的国内外书籍材料他都要尽力找
到、读懂。经过三年努力学习，茹振钢奠定了扎
实的农业、植物生理方面的理论基础。

前行 开启小麦育种生涯之门

激扬青春，为祖国奉献，向梦想前行，方不
负韶华。

能够在成长的路上望见一座指引方向的灯
塔，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茹振钢便是这样一
个幸运的人。1981年大学刚毕业，他就被全国
著名小麦育种专家、百泉农专教授黄光正给挑
去当助手了，这也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他小麦
科研的征途。

黄光正教授对于这位他亲自挑选的助手、
爱徒，在科研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刚刚
到黄教授身边的那一年，茹振钢不仅是黄教授
的助手，同时还在黄教授的安排下兼做图书馆
管理员、农学系驻遗传育种实验室实验员、农学
系资料员。茹振钢每天的生活都被各种各样的
工作塞满，一整天忙下来，全身疲乏不堪。茹振
钢明白这种高饱和的工作量正是黄光正教授有
意为他安排的。那两年，茹振钢把有关小麦育
种的资料和书籍翻了个遍，在无形中打牢了未
来科研道路的基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黄光正教授由于长
期劳累，于 1988年 3月检查出了肝癌，药石无
功，很快便于当年5月溘然长逝了。

森森大树倒了，哪里去找依靠？近八年来，
茹振钢协助黄教授培育“百农”系列小麦良种，
所做出的成绩，深受黄教授的赞许。黄教授去
了，难道“百农”系列良种的培育工作也就此半
途而废了吗？自己又是如此年轻稚嫩，缺乏阅
历，能挑起老师留下的重担吗？但是这副担子
自己不挑，不就永远地扔下了吗？

回想起和老师不断碰撞与交融、共鸣与升
华的情景，茹振钢痛苦万分。从黄光正教授身
上，他看到了农业对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产生的
巨大能量，也见证了自己从儿时便梦想的“天天
都能吃上白面”的情景是怎样实现的。

他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他继承老师的遗志
与精神，在农业科学研究的路上继续创造与收
获，在此后的 30多年中，黄光正教授的嘱托一
直是茹振钢前进的动力。

寒冬里，为了选育抗寒性小麦品种，茹振钢
常常独自一人成晌成晌地蹲在小麦试验田里观
察小麦长相，记载小麦试验的科学数据，对成千
上万株麦苗一株一株地仔细甄选。双手冻木
了，他吹口热气哈一哈；面颊冻红了，他用双手
捂一捂；两脚冻疼了，他使劲儿跺跺、蹦蹦活动
一下，舒展舒展筋骨，疏通疏通血脉。从此，一
个头戴棉军帽、身裹军大衣的身影就成了辉县
小麦试验田里的一道风景。

酷暑里，为了选育小麦籽粒饱满的良好性
状，茹振钢戴着草帽、挂着水壶、披着毛巾，像追
赶麦浪一样工作在小麦试验田里。烈日当空，
当太阳像火球一样把炽热的光芒撒向大地的时
候，当烫脸的干热风如同火焰滚滚而来的时候，
唯有茹振钢，像勇敢的赶海者一样，仍在追赶着
麦浪冲向麦海深处。

成功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小麦
育种这条路，只有经历过迷茫和困惑，耐得住
平庸与寂寞，守得住初心和使命，方可看得见
开花结果。

筑梦 成就累累科研硕果

“为国出力，匹夫之责；为党奉献，党员之
任。”茹振钢怀着为党为国奉献的信念，在育种
道路上付出着惊人的努力和汗水，在希望的田
野上浇筑着绿色的梦想。与田野为伴，同小麦
为友，是40年来茹振钢生活最真实的写照。从
1979年研究“郑引一号”遗传性状算起，茹振钢
已经从事小麦育种工作整整40年。

从跟随恩师繁育和推广百农 3217，到主持

培育百农 62、百农 64、百农 160、百农矮抗 58、
百农 418和百农 4199等多个品种，他为黄淮小
麦主产区提供了优质种源，走过了一条漫长而
充实的小麦育种之路。

茹振钢时常深入农村、深入生产第一线，考
察、指导小麦生产，推广小麦生产新技术。在我
国黄淮麦区的田间地头，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矮抗 58——黄淮第一麦 1996 年的一
天，茹振钢到大田考察生产。一位老农高兴地
向他炫耀：“茹老师，你看看俺的麦子，长得多好
呀，穗子又多又大，今年可是要大丰收啦！”看到
他那个喜悦的劲儿啊，茹振钢特别开心。可是，
晚上一场暴风骤雨突如其来，放眼望去，一大片
麦子，就像被石磙碾过的一样，平铺在地。老农
低着头在麦田地唉声叹气。大事不妙啊，麦子
倒伏，产量就要下降一大截，严重影响农民的收
入，农民朋友一年的心血几乎泡汤了！

这件事给茹振钢带来很大的触动。他暗下
决心，一定要培育出让农民朋友种着放心的好
品种！从1997年开始，他对成千上万株小麦进
行选育，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选出一个长得十
分理想的小麦新品种——“百农矮丰66”！

然而，就在茹振钢满心期待收获喜悦时，
河南大部分地区出现连续降雨，麦田持续积
水，本来表现良好的“百农矮丰 66”突然成片成
片死亡。

那一年，试种的“百农矮丰66”几乎绝收。
这一晴天霹雳一下子击垮了他！他病倒

了，高烧不退，盖三床被子还觉着冷。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哪个地方

出现了问题？难道真像大家说的：一个育种专
家培育一至两个品种，科研生命就到头了？他
心有不甘。

挫折，有时候也会像一片沙漠，试图使人迷
失方向。然而自信者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面对困难，不倒下，不屈服，勇敢地去战胜
困难，这才是我这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品
质。”他再次鼓足勇气，站了起来。

不等病好，他就紧赶着跑到试验田。经过
十几天的详细观察，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百农矮丰 66”的根系虽说下扎得很深，耐旱性
好，但是表层水平方向上长的根数量太少，所以
就不耐淹，不耐湿，才会出现大面积死苗。

于是，他带领科研团队，设计建造了能产生
10级大风的数字化风洞，用来研究小麦的抗倒
性；建造地下小麦根系观察走廊，观察小麦根系
的生长发育特点与立体分布，研究小麦的耐湿
性、耐旱性……历经无数次的挫折和困难，
2005年一个崭新的小麦品种矮抗 58终于诞生
了！它解决了高产容易倒伏、矮秆容易早衰、高
产不抗病不优质等一系列科学难题，丰富和发
展了小麦抗倒性评定与根系选择的理论和技
术，实现了小麦产量大幅度提高，亩产由原来的
500公斤，一下提高到 600公斤以上，最高达到
782公斤。

矮抗 58成了老百姓欢迎、种子企业放心、
政府满意的好品种。已连续 9年被原农业部推
荐为全国小麦生产主导品种，最大年种植面积
达 4124万亩。2005年推广至今，矮抗 58的种
植面积累计超过了 3亿亩，实现增产效益 300
多亿元，被誉为“黄淮第一麦”。茹振钢获得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受到了习近
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矮抗 58这个品种让农民朋友增收了，富裕
了。茹振钢也欣慰地笑了。

百农 4199——妈妈的味道 走进新乡县
朗公庙镇小麦千亩园区示范田，只见长长的麦
穗挺着浓密的锋芒，锋芒根部开出一朵朵小小
的白花。它们直挺挺、密匝匝、齐展展、沉甸甸
的长势和气度，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有如威武雄
壮的大军方阵一样，蕴藏着估不透的威力，这就
是最新品种百农4199，是茹振钢呕心沥血20余
年培育成功的高光效小麦。

“最好的饭菜就是妈妈的味道，农业育种要
让食物留住原有的醇香。”茹振钢说，“中国人不
仅要吃饱，更要吃得好，吃得香。”

“餐桌上需要什么，温饱水平的消费者需要
什么，经济富裕、追求品位的消费者需要什么？
这些就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
题。”茹振钢说。

“要做好馒头，关键要有好麦子。”在小麦实

现稳产高产后，茹振钢把重点转向了品质。
早在1983年的春天，百泉农专（河南科技学

院前身）图书馆新进了一本由南京农学院翻译的
名叫《生态学》的小册子。茹振钢刚读完前言就
喜不自禁地拍案叫绝，他如获至宝似的读完了全
书，恍然大悟，他要找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原来生态学讲的是环境与生物群落的关
系，只有特定的群体才能适应特定环境，而特
定群体的特征是由特定环境赋予的。根据这
个规律，他又想到了区域育种的紧箍咒问题。
他认为，作物育种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要根据
环境确定群体。经过抽象和概括，在他的头脑
中萌生了一个“生态育种学”的全新的概念。

为此，茹振钢在全球采集小麦样本，选择了
200个研究样本进行对比。经过3年研究，他发
现靠近地球两极的小麦耐弱光，叶片薄、叶片颜
色黑，靠近赤道的小麦耐强光，叶片厚、叶片颜
色浅，于是将两者结合，培育了叶片既厚且颜色
深的小麦品种，最大程度地利用了阳光，增强了
小麦的光合作用。

随后几年间，茹振钢带领团队先后研究
解决麦穗、麦秆、根系等难题，克服了掉穗、营
养供给不足等问题，成功培育出高光效小麦
品种“百农 4199”。推广第二年就上升为种植
面积超过 800 万亩的河南省第二大品种！由
于光合作用强、能量大、籽粒转换好，小麦种
包含多达 35 种香气物质，加工出的面粉饱含
着小麦最原始的醇香，不少人称赞吃到了“妈
妈的味道”。

圆梦 粮食安全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微风轻抚，金色麦浪摇曳。站在麦香拂面
的杂交小麦试验田里，茹振钢幸福得如同眼望
丰收的农家老汉。

在人类数千年的农耕历史中，小麦、玉米、
水稻逐渐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主粮。自从
有了杂交技术，美国人首先改变了玉米种植的
历史，利用杂交技术使玉米产量得到跨域性提
升；我国科学家袁隆平利用杂交水稻技术养活
了13亿多中国人口，使中国在农业领域顶起了
世界的一角。而小麦作为三大主粮之一，在世
界 100年的研究进程中，却一直无法解决其杂
交育种中存在的难题。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讨不来、买不来
的。为了给粮食生产储备新成果，我们育种要
秉承“推广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设想一
代”的新理念，引领小麦生产不断向前发展。“手
中有粮心不慌。主粮尤其是小麦，关系到国家
安全，关系到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科学技术的
主动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茹振钢说。

真所谓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
我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粮食

生产、种业发展要走在世界前头，绝不能受制于
人！茹振钢鼓起勇气，带领团队，向世界 100
年、中国 60年都没有攻克的难题——杂交小麦
发起了“总攻”。

时常有人劝茹振钢，您现在的成绩已经很
大了，再去碰杂交小麦，不怕砸了自己的招牌？
茹振钢坚定地表态：“只要是国家需要，人民需
要，我就要干！我身处‘祖国粮仓，国人厨房’的
河南，我就要为河南小麦作出更大的贡献，确保
国家的粮食安全。”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96年，茹振
钢在辉县试验田发现了一株特殊的麦子。正常

的小麦在开花授粉后颖壳都一个个完全关闭，
它则是颖壳完全张开。茹振钢激动无比：“这岂
不是我做梦都想找到的小麦‘野败’吗！”

从这个异常的小麦植株上，经过严格的套
袋自交，仅仅收获了 6粒种子。仅有的 6粒种
子，经过十余年的改良和杂交，终于在2004年，
育成了温敏雄性不育系BNS，它具有不育彻底、
转换彻底、恢复彻底的特性，为小麦杂交种利用
奠定了基础。同时获得了国家“973”“863”项
目的支持，属国内领先水平，是实现小麦杂交制
种两系化的希望。

“现在被我们熟知的小麦品种都是常规品
种，而杂交小麦就好比是把两种不同动物的优
点集成到了一起。”目前 BNS已进入全国联合
攻关阶段，有望近年大面积推广，实现小麦亩产
量普遍提高200~300斤的目标。

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杂交小麦革命，茹振
钢显得平静而从容，他说，科学研究应该放眼
未来，“眼前应用一个，往前看一个，再往后展
望一个”。

BNS 型杂交小麦是我们中国的原创和发
明，让中国小麦研发站到了国际种业竞争的制
高点，也让中国人的饭碗更加牢固地端在了自
己的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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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振钢在田间给学生们讲授育种知识

hnrbzyfzw@163.com 中原风│072019年9月 1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冻凤秋

专家简介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没有筚路蓝缕的传

奇，也没有泣血当歌的故事。只是一路攀爬，一

路耕耘。

此刻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三步之遥。虽戴

着一副眼镜，但双目光亮有神，晒得活脱脱一个

农夫。脸，黝黑发亮；嗓子，嘶哑得让人心疼。

他就是这样一位不畏艰难、大胆创新的小麦科

研育种的探索者，一位博雅智慧、极具感染力的

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者。

“我这大半辈子就只专心做了两件事，育种

和育人。”茹振钢说，“我的一生都在做小麦育种

工作，感受最深的，是祖国的日渐富强给科研工

作注入了巨大的动力，才使得中国的育种事业

在世界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如同当年黄光正教授吸引着茹振钢一般，

如今，茹振钢也如一块磁铁，用自己的科研热情

与人格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的团

队。带着这支逐渐壮大的团队，以及那颗怀抱

理想的赤子之心，茹振钢在一望无际的金子般

的麦田中，见证着耕耘与收获，见证着风吹麦浪

时，丰收的梦想一点点照进现实。

手记

茹振钢，男，汉族，中共党员，1958年12月
生，河南沁阳人，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原学者，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河南省优秀专家。现为河
南科技学院小麦中心、河南省杂交小麦技术工
程中心教授。

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等称
号，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何梁何利科学
技术进步奖、庄巧生小麦研究贡献奖、河南省
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等奖励，多次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