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许为钢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 !放

置着他的老师赵洪璋院士的照片! 那是

个很像农民的科学家! 而许为钢则形容

自己是"穿皮鞋的农民#$

原本把航空航天当做是自己梦想的许

为钢踏入农业科研始于偶然!但他钻研小麦

育种却完全出于对这项事业的喜爱$就是这

份喜爱!让他潜心钻研小麦育种
!"

多年$

育种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

年!应河南省农科院盛情聘请!

许为钢告别西北农大! 带着还未成形的

优质小麦新品种材料! 携妻子胡琳博士

一起落户中原$

"许多作物育种专家说!育种是一门

艺术$我更觉得它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

许为钢是这样来形容他的事业的$

许为钢解释说&'首先! 小麦育种是

一门技术$ 它要遵循科学原理!要有理论

指导!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同时作为一

门技术! 还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事小麦新品种选育工作!在育种思路上

要具有前瞻性$其次!它是一门艺术$在品

种选优时!要考虑的性状很多!这些性状

怎么综合到一起!就需要有一个平衡和度

的把握!需要综合性的思维和经验$ %

郑麦
$&!'

是一个"优质强筋早熟多抗

高产广适性小麦新品种%$ 郑麦
!"#$

品种

选育过程让许为钢和同事们倾注了大量的

心血$郑麦
!%&$

在技术上的成就主要体现

在实现了优质(高产(早熟(多抗(广适性在

一个小麦品种上的聚合!单就抗病性而言!

郑麦
!%&$

就聚合了条锈病(叶锈病(赤霉

病(黄花叶病和雪霉病等多种抗病性!为此

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作物育种的整个过程是在期望(兴

奋(激动(失望之中度过的* 开始设计很

完美+采用的方法恰如其分!等待好的结

果出来就很兴奋!但最后可能是失败了$

我们每年都要做几百个杂交组合! 这其

中大部分组合都是肯定要失败的! 可能

一年也成不了一个$ %

许为钢感慨地说&,就像电影导演一

样!片子拍完以后观看!才发现当时自以

为设计很完美的地方存在着缺陷! 无法

挽回的缺陷*就拿-郑麦
!%&$

.来说吧!如

果耐寒性再好一点+ 抗倒伏性再好一点

呢/ 总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在里面!如果当

初认识到了! 那可能就更好了00所以

我就叫她是遗憾的艺术1 #

许为钢和他的同事们历时
#&

年!刻

苦攻关!于
!&&#

年终于育成了优质强筋

小麦品种,郑麦
$&!'

#*

从许博士到许财神

许为钢培育优质小麦!是为了让人们

吃上更好的面粉!是为了让农民种粮有更

多的收益!也是为了让中国的小麦在国际

上更有竞争力*因此!从郑麦
!%&$

通过品

种鉴定那天起!他就成了,推广家#*

&%%'

年! 许为钢开始与驻马店市西

平县农业部门合作!在该县示范种植郑麦

!"&$

* 在小麦生产的各个时期!许为钢都

亲自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当地的农

民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许博士#*

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推广示范郑麦

$&!'

! 许为钢聘请几位老专家组成了专

家组!在全省广泛建立种子繁育基地+示

范基地和商品粮生产基地! 跑遍了省内

!#

个试验点* 在江苏+安徽+湖北+陕西!

郑麦
$&!'

的试验点开到哪里!许为钢的

足迹就走到哪里* 那些年他和几位老专

家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 向农技人员和

农民讲解品种的优良特性! 无偿进行技

术指导! 他用于技术指导乘坐的小车每

年行程都在
(

万公里以上*

在他的指导下!西平县从
!&&&

年秋

季开始引种郑麦
$&!'

!到
!&&%

年发展到

($)*

万亩* 以郑麦
$&!'

为龙头!西平县

逐渐走出了一条引进+示范+推广同步进

行!生产+贸易+加工同步发展的新路子*

西平县优质小麦的生产影响和带动了周

边县区优质小麦的发展* 如今!驻马店市

郑麦
$&!'

的种植面积达
+&&

万亩! 成为

全国重要的优质小麦基地*西平农民对他

的称呼也从,许博士#变成,许财神#*

!"#$

的推广奇迹

许为钢在郑麦
$&!'

的推广过程中!

不仅要对它的配套生产技术开展研究和

推广! 还指导他人组建了专门从事郑麦

$&!'

种子生产与销售的公司*推广工作有

时也不全是按照策划方案进行! 也有许多

的意外甚至风险* 如今回忆起来!许为钢别

有一番滋味* 他笑着说!他也曾与人讨价还

价卖过种子! 也曾策划过电视广告片和报

刊广告! 也与粮食企业合作进行过优质商

品粮的收购贸易! 也曾拎着小包装的种子

在宾馆挨门敲开老板的住处推销! 他还曾

在跑点推广过程中出过两次车祸00

郑麦
!"&$

于
&""(

年通过河南省和

湖北省审定!

&%%&

年通过安徽省和江苏

省品种审定! 当年就获得了农业部 ,十

五#首批主要农作物新品种一等后补助!

被科技部列为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

金重点资助品种! 被农业部列为农业科

技跨越计划项目核心技术2

!&&'

年通过

黄淮麦区南片和长江中下游麦区国家品

种审定! 成为我国当前法定许可种植区

域最大的小麦品种! 同年获得河南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2

!&&,

年被农业部列入四

大作物综合生产能力科技提升行动的主

导品种! 并被评为河南省最有影响的十

大科技成果之一!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2自
!&&+

年以来被农业部列为我国小

麦生产的主导品种)

目前!郑麦
$&!'

已成为我国小麦生

产与贸易的主导品种!种植面积已连续
)

年位居我国和河南省小麦品种第一位!

并作为制粉小麦于
!&&!

年在我国首次

实现了出口创汇!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

济效益) 而郑麦
!%&$

大面积推广的时

候! 正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粮食生产

面临严峻考验的几年) 业界人士普遍认

为!以郑麦
!%&$

为代表的优质小麦的推

广种植!使国产小麦抵抗住了国外优质小

麦品种的,侵袭%)

&%%*

年全国,两会%期

间!农业部的一位官员特别向我省领导表

示感谢说&,河南的小麦生产!尤其是优质

小麦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 %

为河南小麦喝彩

在许为钢上大学的年代!我国小麦育

种界有这样两个说法&在小麦新品种选育

方面!有,北赵南颜%之说!后者指四川农

大的颜济! 前者指西北农大的赵洪璋!两

位均是我国小麦育种实践上的泰斗)在小

麦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个说法叫&,北蔡南

吴%)北蔡指北京农大的蔡旭!南吴指南京

农大的吴兆苏!这两位均是小麦育种理论

研究的权威) 而许为钢有幸接受过颜济+

赵洪璋和吴兆苏这三位专家的教导!特别

是赵洪璋院士对他的影响犹深)

如今! 许为钢也成为农业方面一个

标志性人物! 他说&,我没有辜负我的老

师们对我的培育! 我是学着我的老师们

那样去工作的) %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全省一亿多亩耕

地中有
+,-%

万亩种植的是小麦! 小麦单

产+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位)

(!!!

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将

河南省建设成为我国最重要优质小麦生

产与加工基地!后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

李克强又提出了小麦经济的理念!提出了

把河南省打造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的一

个优质小麦生产与加工基地的宏伟构想)

&%%!

年! 占全国夏粮总产四分之一

强的河南!夏粮已连续
+

年增产!连续
)

年创历史最高纪录! 为国家粮食安全做

出了重要贡献)

&%%)

年以来!河南粮食总

产连续
$

年突破
(%%%

亿斤大关) 去年!

河南省粮食总产达到
(%+*

亿斤)

(%+*

亿斤粮食是个什么概念/ 专家

描述&

(%+*

亿斤粮食! 如果
($

亿人每个

人
(

天吃
(

斤粮食的话! 那么可以供应

全国人民吃近两个半月) 如果把
(%+*

亿

斤粮食分别装到高
(

米+ 宽
(

米的箱子

里面!可以从北京一直铺到巴黎)

许为钢认为! 大自然把河南缔造成

一个小麦的天堂! 祖辈们又将小麦孕育

成中原大地的主要农作物! 党和政府又

将小麦培育成河南的主要经济产业!他

的老师们则为了在小麦科学技术上有所

突破+品种不断改良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到河南来!成就了我热爱的事业!给了

我莫大的荣誉!所以!我要对得起和感谢

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

目前! 许为钢正和他的团队进行一

项新的科研攻关! 把玉米的高光效基因

导入到小麦里!培养出,超级麦%) 目前!

他们的这项研究走在世界最前列)

许为钢相信!会有一天!让世界为河

南小麦喝彩)

许为钢!

让世界为河南小麦喝彩

本报记者 李 岚 胡心洁
!

!

本报记者 芦 瑞

王永民!

为汉字打开信息之门

王永民!现为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北
京王码电脑公司"北京王码网公司总裁#

!"#$

年
!%"$&

年!他研究并发明了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
活字印刷术%的$五笔字型%输入法#上世纪

"'

年代!王永
民发明了我国第一个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 能同时处
理中&日&韩三国汉字&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

"$

规范王
码%!同时推出世界上第一个汉字键盘输入的$全面解决
方案%及其系列软件# 王永民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国家级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是国务院
特别命名的

!'

名$全国劳动模范%之一#

!

王永民! 这个名字是和一长串称号

连在一起的&全国劳动模范+汉字第一输

入法的缔造者+当代毕癉+五笔输入法之

父+中国的比尔3盖茨+把中国带入信息

时代的人)

提起这个名字! 有太多的故事和传

奇)

(!,*

年五笔字型第一次在联合国总

部演示时! 汉字在电脑屏幕上以每分钟

(&%

个字的速度跳出! 在场的官员惊呆

了! 一位联合国官员下意识地把键盘翻

过来看看!检查一下其中有没有,猫腻#)

王永民出国接受海关检查! 海关工

作人员看了他的签证后! 立即从座位上

弹跳起来!立正给王永民敬了个礼) 王永

民有点纳闷! 以为自己的签证出了什么

问题!海关人员毕恭毕敬地说&,王老师!

我们正在学习您的五笔字型) #

为汉字打开信息之门

中国的
./

技术发展迅猛!从第一台

电脑问世到计算机技术覆盖全国城乡!

不过短短数年时间 ! 但在
./

时代的初

期!汉字输入一直是困惑国人的大难题)

英文只有
#)

个字母!而常用汉字就

有几千个) 正因为汉字与西方人的
#)

个

字母键盘无法,合拍#!中国人已经错过了

,打字机时代#) 为了不再错过,计算机时

代#! 就必须把几千个汉字压缩成电脑能

认识的,

-

#和,

'

#) 在这个难题面前!国内

外的专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键盘!当

时常见的键盘就是王安的
!!

键盘)

那时的王永民还在南阳地区科委工

作!发明五笔字型输入法纯属无心栽花)

他一开始只是想找一个现成的输入方

案!用这个输入方案做一个键盘!来解决

汉字照相排版的校对问题)

当时! 南阳引进了一台日本人发明

的汉字照相排版植字机) 但这台机器最

大的问题是汉字输入时不能校对! 出错

就要重新照相制版) 有一家仪器厂花去

了
!

万元! 做出了幻灯式键盘来解决这

个问题! 王永民对这个幻灯式键盘很不

满意&,谁能记住
#*

个幻灯片每个胶片

上究竟放的是哪
#+$

个字/ #他想做一个

键盘!来解决汉字照相排版的校对问题)

当时南阳科委给他拨了
$---

元钱!让他

搞试验)

摆在王永民面前最大的问题是 !要

做键盘就得找到一种好的输入法! 他历

经周折! 还是没有找到好的汉字输入方

案!王永民决定自己来做) 从此!他这辈

子就和汉字输入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并

留下了一连串清晰的脚印)

'!+,-'!,$

年!王永民以
0

年之功研

究并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打碎了,计

算机是汉字的掘墓者#的预言!引发了汉

字输入技术的第一次革命! 在世界上解

决了汉字输入电脑的难题)

之后! 他又致力于推广普及五笔字

型输入法! 使之覆盖国内
!-.

以上的用

户) 经我国外交部推动!联合国也全面采

用了五笔字型输入汉字)

'!!*

年后 ! 他陆续发明了 ,

!0

王

码#+,阅读声译器#等
0

项开创性专利技

术!

'!!,

年
#

月!王永民十年磨一,键#!

发明了符合汉语言文字规范的 ,

!,

规范

王码#!成为汉字输入技术新的里程碑)

#--,

年
'

月
,

日上午! 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隆重举

行! 王码五笔字型等
0-

个项目被授予

#--+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 汉字编码技

术获此殊荣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上个世纪
!-

年代初期!在许多人的

概念中!学计算机就是学五笔字型!会不

会电脑!就是会不会五笔字型) 如今随着

计算机应用的深入! 输入法在计算机领

域的耀眼光辉渐次暗淡下来!但王永民的

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发明了一种叫做五笔

字型的汉字输入法! 他的历史意义在于!

它冲破了国内汉字形码快速输入须借助

大键盘的思想束缚! 首创
#)

键标准键盘

形码输入方案!开创了汉字输入能像西文

一样方便的新纪元) 也就是说!从那时开

始!信息之门在汉字面前豁然洞开)

,王永民是先知先觉者! 他在中国生

产出第一台
12

之前!就在汉字终端上实

现了汉字
&)

键输入) 五笔字型避免了

中国计算机发展走弯路的危险!避免了

中国计算机畸形发展的可能) #有业内

人士曾这样评价王永民和他的五笔字

型输入法)

用!五笔"书写传奇人生

,爱汉字就是爱祖国) # 王永民说!

,我之所以矢志不渝
$"

年如一日地从事

汉字输入技术的研究!是因为
(!+0

年以

后!国内外兴起一种舆论说-计算机是汉

字的掘墓人.!中国要么不用电脑!要么

废除汉字1 汉字兴亡!匹夫有责1 为了让

汉字度过生死劫难!我决心搏一搏1 #

王永民,搏#成功了) 近
$"

年来!计

算机中文输入法中最有生命力+ 运用最

广泛的仍然是五笔字型!目前!在全国近

亿台计算机中! 百分之九十以上安装有

五笔字型输入法)

他是一个成功的发明家+科学家!但并

非成功的商人)尽管!他希望两者能够统一!

但他说&,钱!不是我奋斗的唯一目的) #

曾经有人把王永民比做 ,中国的比

尔3盖茨#! 王永民说&,如果不是因为盗

版!我应该是中国的比尔3盖茨) #尽管中

国几乎所有电脑里面都装有五笔字型!

但没有几个是交过钱的)

王永民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介书生+

半个农民#) 王永民出生于河南省南召县

的一个农民家庭! 生长环境对他的影响

是不可动摇的) 中原大地!有着悠久丰厚

的历史文化!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王永

民! 从骨髓中就渗透着传统知识分子的

印记) 他的座右铭是,科学是一本永远也

写不完的书#!行为准则是,爱国+务实+

创新#)

当五笔字型输入法开始普及开来的

时候!王永民就有了一个想法!与其让别

人去移植五笔字型! 还不如自己移植好

了卖给他们) 于是!王永民创办了自己的

公司!经营移植了五笔字型的汉卡) 因为

王永民是
*,

岁把它研究出来的!所以叫

王码
*,"

汉卡!装了王码的输入法)

*,"

汉卡给王永民创造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 在那个年代!王码公司一年的纯

利润就已达到上千万元) 然而当公司业

绩扶摇直上的时候! 王永民却又做出了

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 他在人民大会堂

宣布! 为了让五笔字型尽快地造福于社

会! 王码电脑公司将本来可以产生巨额

效益的最新成果444,王码
0)"

版汉字操

作系统软件#!向国内不加密开放) 这也

就是说! 中国人可以不付任何代价使用

这种系统软件1

王永民的这一做法! 在国内外计算

机界都是没有先例的! 在知识分子的责

任感和公司的经济利益产生矛盾的时

候!王永民选择了责任)

王永民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

因为他的很多做法根本就不是商人的做

法) 成功的商人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

以赚钱的机会的) 而王永民在王码公司!

喜欢别人称他为,王老师#而不是,王经

理#或是,王总#!因为他根本也没有把自

己当成一个商人)

(!!0

年!王永民去美国游学了两年)

从美国回来后! 王永民继续开发自己的

软件!先后推出了五笔数码和标准五笔)

前者可以,只用数字键!单手打汉字#!让

古老的汉字跟进了数码时代! 后者则解

决了很多汉字无法用过去的五笔字型输

入法输入的问题)

随后 !他历时
)

年 +投入
("""

多万

资金!发明了,大一统五笔字型#) 王永民

希望能做到五笔字型软件和技术的大一

统) ,借此一统五笔字型市场!推动输入

软件正版化#)

从
(!+,

年至今 !

$"

年峥嵘岁月过

去!王永民一直在不断完善+创新他的五笔

字型!他是用,五笔#写就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 ""

""

许为钢!男!

!"($

年
%'

月出生!汉族!研
究员!博士!全国杰出专业人才!国务院政府津
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 现任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小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全委委员&政协河南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委# 许
为钢主持育成优质小麦品种郑麦

"')&

!作为
第一完成人于

*''+

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

年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杰
出贡献奖!为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审稿 高李丽 马正国 组版编辑 王 丹 刘现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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