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念
培育出温县自己的小麦当家品种

2 奉献 只要能出好种子，我的就是大家的

3 坚守 只要能让我育种，咋都行

4

国务院特殊津贴、河南科技进步一等奖、

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最美温县人”提名

奖……一项项荣誉，被王焕英悄悄收进抽屉，

继续守望着他痴爱的麦田。

千顷麦浪从心头涌出，万里金秋在胸中铺

展，站在麦田里的王焕英是最幸福的。那种幸

福，有时候能让他抹起眼泪来。

有人说，王焕英一辈子没名没利就干了小麦

育种一件事，不值；有人笑他呆，与人交往像个害

羞的姑娘，见了生人还往屋里躲。可熟悉王焕英

的人知道，他更愿意跟麦田唠嗑，跟小麦对话，种

子是他的命根子。

“我就是一粒小麦种子，只要长在田里啥累

都忘了！”他在麦地里一蹲几个小时，炼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随便捏一片小麦叶子，他就知道是

第几片叶；随便捧几粒麦子，他一眼可以看出什

么品种；随手一摸麦粒外表，就能说出水分含量，

分毫不差。

他一辈子不争不抢，但为了几株麦穗，急得

和妻子跺脚。妻子说小麦就是他“小媳妇”，儿女

嗔怪小麦比他亲孩儿还亲。别人房前屋后种花

种菜，他却把家当做试验田种满小麦。小麦播

种，他一粒粒摆种；杂交时他用镊子一株株授粉；

收获时，用手一穗穗搓麦种，一粒一粒分类编号，

从种到收，如婴儿般呵护，可4个孩子他却没操

过一天心，反而拉着妻子来给他当帮手。一次，

妻子外出，从没有做过饭的他饿了去煮面，居然

冷水下面，把锅底都烧黑了。

日渐年迈的王焕英手脚没有以前利落，但对

小麦育种的理解却更深刻了，他更多地意识到，

育种科研只有团队合作才能薪火相传。在他的

带动和培养下，温县已拥有农民育种专家、小麦

育种人才150余人，培育出了大量温麦良种，获

得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50余项，温麦种子在

中国乃至世界小麦种子队列中占据着不可替代

的席位。

一生只做一件事。王焕英用他短暂却不平凡

的一生，成就了一个小麦育种家的梦想，写就了家

乡一个产业的辉煌，也为国家粮食安全耗尽了最

后一滴血！

我们记得：病倒的前一天，他仍守在试验田

里，一镰一镰地收割麦子；生命结束的前一刻，他

念念不忘自己刚刚收割的小麦，和医生商讨：“我

得回家，那麦种还等着我呢！”

一粒种子，不仅意味着生命的延续。

在优质小麦种子基地——温县，优良麦种

已经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大产

业，演绎出遍地金黄的传奇，为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豫麦25号、豫麦49-198……自20世

纪90年代起，温县优质小麦种子基地累计

培育省审以上小麦新品种19个，其中豫麦

41号、豫麦58号、豫麦49号、平安6号、平

安8号5个通过国审，引领了黄淮冬麦区

品种的第七次更新换代。2018年，该县种

子基地新培育的平安0602、温原052双双

通过河南省审定。

改革开放40年来，温县小麦单产一直

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多年来，温县人努力

打造“温县模式”，建立“温县标准”，树立

“温县品牌”，让这座豫西北小县城一跃成

为全国第一个亩产吨粮县、第一个小麦亩

产千斤县，先后被评为全国小麦种子基地

先进县、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省唯

一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

温县把小麦良种做成了响当当的国字

号大产业，秘诀是什么？

人才梯队，点土成金！

温县“金色”的土地上，涌现了王焕英、

王治波、王乾琚、吕平安、王素霞等农民出

身的育种专家、小麦育种人才150余人，有

了人才基石，“温麦良种”稳稳地矗立在中

国乃至世界小麦种子队列中，占据着不可

替代的席位。

“育种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艰辛的过

程，十分考验人的毅力。”育种专家刘兢文

告诉记者，用“十年磨一剑”形容育种工作,

毫不为过。

刘兢文说：“育种成功后，要拿着样品去

检测品质，耗费多年心血培育出来的种子是

否合格，是否适合推广，这个过程像是迎接

新生儿，让每一个育种人既期待又紧张。”正

是这样一大批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将育种

当成毕生使命的专业育种人，温县育种、产

种能力才能不断突破界限，登上新台阶。

“温麦良种”成为带民致富增收的“金

麦穗”，也为该县助民增收作出了巨大贡

献。按小麦良种高于市场价10%计算，一

亩地比普通小麦高出产值100余元，温县

30万亩小麦一年多为农户增收3000万元。

优质高产藏粮于技

温县小麦精耕细作的传统习惯，让优质

小麦生产成了该县在全国的一张名片。为了

更好地保障小麦生产的优质、高产、高效，并为

小麦生产提供更为科学、规范的管理经验，

2016年10月，温县大胆创新，对全县小麦生

产实现了“八统一”管理模式，并发出了《关于

在全县实行粮食生产“八统一”的意见》。

“八统一”即统一秸秆综合利用，统一

耕地作业模式，统一土壤利用，统一品种布

局，统一技术要求，统一种植时间，统一管

理办法，统一高产创建。什么时候耕耙，什

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一

喷三防”，播种量是多少，选什么品种等，

“八统一”在小麦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制定

了具体的统一标准。

这一改革打破了千百年来粮食生产的

传统习惯，将农村各家各户分散的管理方

式统一起来，制定了小麦生产的统一标准，

变个体想咋干就咋干为有组织、有规程、有

目标地干。

有了统一标准，如何科学实行？该县

成立了由国麦中心、省农业厅和河南农业

大学等有关专家教授组成的“八统一”专家

指导组，关键农时做好科学指导。建立县、

乡、村三级科技服务队伍，进行田间指导，

提高基层农业科技服务水平。

产业发展前瞻布局

世界小麦看中国，中国小麦看河南，河

南小麦看温县。近年来，温县持续优化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种子产

业逐步迈上了标准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树立了稳产、高产、超高产样板。

温县现有种业公司25家，小麦种子基

地稳定在30万亩左右，其中温麦系列种子

年外销良种1.5亿公斤，畅销河南、河北、安

徽、江苏、陕西、湖北、山东、山西等黄淮海

8个省区，年推广面积1000万亩以上，从

1993年起，累计创经济效益过百亿元。

在“温麦良种”打下的坚实基础上，该

县利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契机，

着力打造中原种子产业的“硅谷”和“四大

怀药”原产地两张亮丽名片，规划实施了以

“农业科技核心，种子产业示范区、智慧农

业示范区，品种试验基地、新品种展示基

地、四大怀药标准化种植基地”为主要内容

的“一核心二区三基地”现代农业发展战

略，重点体现“科研、孵化、会展、交易、公共

服务”五大功能。

当前，温县将小麦种子产业发展列入

“一种一药”两大主导产业布局，并运用小

麦杂交、单倍体、分子标记等育种技术，培

育温麦系列及富硒、彩色功能性小麦品种，

形成小麦种子科研集散地，助推小麦良种

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佳志冯佳志 通讯员通讯员 冯晨曦冯晨曦王娟王娟

有一种热爱叫将一辈子献给小麦育种，有一份坚守是用一生去
浇灌一粒麦种。

5月31日子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温麦之父、农民小麦育种
家王焕英，眼里含着对育种事业难以割舍的热泪、口中低声念叨着
还未收割完成的种子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世。

谁承想，就在病逝的前一天，这位78岁的老人还坚持举着镰
刀，在试验田里一株一株地收割着近百种不同品系的麦穗。

40多年来，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民小麦育种家，成功培育出了温
麦2540、豫麦58，并迅速引发温4、豫麦49-198、温18、温19等
温麦系列种子的“井喷”，带动了吕平安、王素霞等一大批育种专家
不断涌现。

温麦种子“矩阵”突起，引领了黄淮海冬麦区小麦品种的第七
次、第八次更新换代，实现了全国冬小麦从亩产不足800斤到亩产
超千斤的历史跨越，年增收小麦近百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进入新世纪，温县育种持续发力，先后培育出了焦麦668、金地
828、平安9号、温麦28、温原0528等优良种子，持续引领全国小麦高
产稳产，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助力脱贫攻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粒种子改变了一个世界,一个温麦品种造福了一个民族。在王
焕英生命的每分每秒，处处可见他对小麦育种的信念、奉献和坚守。

水有源，树有根。经历过战乱

和自然灾害带来严重饥饿的王焕

英，在青少年时就曾立下“研究出

好种子，让乡亲们能吃饱”的誓言，

这犹如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发芽。

王焕英对小麦、玉米等粮食种

子“迷”得如痴如醉，因为爱琢磨、

爱钻研，他成了十里八村的“种子

专家”，并被县农科所相中，任命为

玉米区试员，走出小乡村——黄庄

镇康庄村，成为真正的育种“正规

军”。

当时的农科所职能并非育种，

更何况像王焕英这样非科班出身

的“泥腿子”育种，大家并不看好，

幸好开明的所长力排众议，分给他

几分试验田。

可现实很骨感。第一年试验，

他就栽了个大跟斗，用10天授粉杂

交的小麦居然大多是空穗。有人

笑了，可王焕英的犟劲上来了，他

干脆吃住在育种场。

1985年麦收时，小儿子患急性

黄疸型肝炎住了院，妻子几次打电

话催他去医院，他只说“好好好”就

是不动身。妻子气呼呼找到试验

田，却看到浑身大汗的王焕英像失

了魂一样，发疯似的在麦田里翻找

东西。原来，翻晒麦种时，王焕英

发现代号70117RL的育种亲本不

见了。这个品种抗病性强，落黄

好，这可是他的命根子呀！妻子看

着“疯癫”的丈夫，又恨又疼，只好

默默离开了。

王焕英不吃不喝一连找了两

天两夜，脚踝被麦茬划出无数条血

痕，终于在麦茬地里找到两粒。他

双膝跪地捧着这两粒麦籽儿，这个

刚强的北方汉子，禁不住嚎啕大

哭。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在

他的精心培育下，一个崭新的小麦

高产新品种“温麦2540”诞生了，它

兼具株型紧凑、抗寒耐冻、分蘖多、

高抗病、抗倒伏等多种优点。

邻乡另一个“种子迷”吕平安

获知后，大胆将温麦2540引到责

任田试种，当年平均单产就突破

523公斤，引起了时任温县县委书

记杨维玺、县长李贵基的关注，决

定在全县推广试种。

第二年夏收，温县一举成为全

国首个吨粮县，时任河南省人民政

府省长的李长春在大会上号召全

省推广。随后，温麦2540直接跳

过生产示范，提前6年在全国全面

推广，这在育种界前所未有。当

年，温麦2540实现小麦亩均增产

200多斤，全国推广面积达4800万

亩，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近百亿元，

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助力脱

贫攻坚的“金麦种”。

在育种家心里，好的品种是最宝贵也

是最保密的。

对王焕英来说，麦种比孩子娇贵得

多。为了保护品种，在育种中，所有单种、

单收、单打，他都亲力亲为，上千种的材

料，上万株的单穗，多达数十万的记录数

据，他从不假手他人。可在成果的分享

上，王焕英却不曾藏私。

常规育种，顺利的8到10年出一个

品种，也有许多人终其一生，颗粒无收。

优良麦种的珍贵，由此可见。

温麦2540作为温麦的开创品种，在

混系没有完全分离的状态下，就表现出了

超高产稳产的优良特性，带动全国冬小麦

亩均增产200多斤，这一优势也为从中选

育出众多优良品种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它

在育种家们的眼里，简直就是一座“金山”，

很多人把目光盯向了王焕英。

科研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自

己的发现、成果，都是保守地攥在手心里。

然而，王焕英决定将“温麦2540”拿出来。

家人不解，王焕英说：“做良种靠的是

心，更是良心，虽然自己没名利，但土地和

老百姓受益了。”

曾任温县农科所所长、培育出温麦18、

温麦19的王素霞告诉记者：育种有时就是

在碰运气，运气好有所成就、不好就颗粒无

收。王焕英培育出温麦2540之后，并不为

一己之私，而是无私提供给大家，这好比他

送给了每个育种人一个价值连城的‘针线

包’，让大家不费吹灰之力从中选择喜欢的

最长的那根针，一步站在了育种巅峰。

正如王素霞预测的一样，温麦2540

迅速让温麦系列种子研发掀起高潮，其

中，吕平安在“温麦2540”的基础上选育

了温麦6号，以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的豫麦49-198，此外，温4、温8、豫麦

49、温18、温19……近20个温麦品种相

继应运而生。温麦2540不仅引起了温麦

种子的“井喷”，甚至新麦系列领军品种矮

抗58、周麦系列领军品种周麦22等黄淮

海冬小麦多个主导品系都留下了温麦

2540的影子和基因，进而引领了黄淮海

地区小麦品种第七、八、九次更新换代，引

领全国小麦高产种植20年。

更让人欣喜的是，王焕英的典型引

路，在全县掀起了学育种搞科研的热潮，

先后诞生了王乾琚、王治波、吕平安、王素

霞等一大批育种专家，并催生了温县各类

种子公司雨后春笋般兴起，温县也一跃成

为享誉全国的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温麦2540的成功，为众多育种家搭

建了平台，使小麦良种成了全县农民增收

的大产业，帮助无数家种子公司连年盈

利，带动全国小麦种植户年增收近百亿

元。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源自王

焕英，可属于他的却不多，甚至与同时代

育种人相比，他的家庭还一度挣扎在贫困

线上。

有人替他不值，他搓搓满是老茧的双

手，质朴一笑：“俺是党员，啥都不缺。只

要能育种，咋都行！”

为了能有更好的育种平台，王焕英

先后辗转县农科所、县种子公司、博爱农

场、市种子公司等多个单位搞育种。后

因公司破产，他回家将多年的积蓄全部

投入育种，甚至四处借钱，咬着牙坚持了

下来，再次培育出了享誉全国的豫麦

58。

40 多年来，试验田就是王焕英的

家。刮风下雨，别人往家里躲，他却跑到

地头守着观察小麦的抗倒伏性。同事们

都笑称：“一天12个小时，老王13个小时

都在地里伺候小麦！”因为，他躺在床上还

在想着小麦。有时半夜醒来，他拿着手电

筒跑到试验田转一转。大家试验田种几

亩，他却种50亩，农科所的试验田不够，

他就将所后面废弃的荒地整理出来育种，

只为能多做几个杂交组合。

每年授粉时、收获时，他更是全天在

太阳下暴晒，全身皮肤晒脱一层又一层；

为了确定每颗籽粒的饱满度、粒色，他用

手将成千上万的单株、单穗一一搓粒，一

搓就是近两个月，两手搓出泡、磨出血。

再苦再难，王焕英都咬牙坚持了下

来，他的精神感动了县领导。近年来，县

委、县政府想方设法给予他各类荣誉和照

顾，帮助他解决退休待遇问题，提供研究

经费、育种试验田，为他提供更好的生活

和育种环境。

可是，经济宽裕后的王焕英，第一件

事竟是跑到乡政府，将欠了几年的党费补

交了上去。

温县 一粒小种子做成国字号大产业

阅读提示 热爱
我就是一粒小麦种子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毋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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