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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

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

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事

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

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的袁

隆平院士，用一生诠释着这句话。

有人说，从此春种秋收均

与怀念有关。袁院士的逝世，

让人们缅怀与痛惜。他留给世

间弥足珍贵的财富，让人们从

中汲取勇气和力量。

重温袁隆平院士一生的不

朽成就，激励我们接力前行。

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

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

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他

始终为端稳中国人的饭碗和保

障世界粮食安全不懈奋斗。

自1976年杂交水稻大面积

推广应用以来，我国水稻亩产大

幅度提升，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提供了有力支撑。杂交水稻还在

亚洲、美洲、非洲的众多国家和

地区大面积种植，为消除世界饥

饿与贫困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

司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杂交

稻研究和应用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杂交稻主要在中国，年

应用面积约为 2.2 亿至 2.5 亿

亩。经过广大农业工作者的努

力，创制了一大批育种材料，

育成了一大批产量高、品质

好、抗性强的新品种。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

这是我们的大国基石，正是袁

隆平这样的前辈们付出的努

力，使我们终于可以平视这个

世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

钱前说。

“袁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创

新，贵在创新是他的精神。”钱前

表示，下一步要运用新技术简

化杂交稻制种过程,丰富种质

多样性面对水稻产业新需求,

利用超级稻分子设计模型加快

育种进程，把这项事业发展好。

种子，蕴含着生生不息的

力量。这种力量，正在无数后

来者和奋斗者之中传承。

目前，我国杂交稻研究技

术路线成熟，从事研究的科研

人员数量众多，仅国家水稻产

业技术体系里的科学家就有

100 多位。

原中国水稻研究所副所

长黄发松研究员表示，国家越

来越重视水稻科研，全国各地

水稻研究院所蓬勃发展。“年

轻一代科研工作者成长很快，

他们中很多都是袁先生的学

生，已经成为杂交稻育种攻关

和科研的中坚力量。”

“书本知识很重要，电脑

技术也很重要，但书本上种不

出水稻，电脑上面也种不出水

稻，只有在试验田里面才能长

出我所希望的水稻。”袁隆平

曾这样鼓励同学们。

他在给西南大学农学与生

物科技学院的同学们的回信中，

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秘诀——知

识、汗水、灵感、机遇。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态室主

任李建武是一名“85 后”科研

工作者。为了落实袁院士半年

前布置的任务，他和同事们计

划在湖南省内外的 10 多个地

点开展双季亩产 3000 斤攻关。

“干农业虽然很苦很累，但袁

院士一生的执着与坚守，会激

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杂交水稻

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有人说我是洞庭湖的老麻

雀，但我更愿意做太平洋上的海

鸥，让杂交水稻技术越过重洋。”

在讲述自己的杂交水稻梦时，袁

隆平院士的话语让人难忘。

为了造福更多人，一粒种

子的事业正在加速推进。

杂交稻今后如何发展？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负责

人表示，一方面要继续追求高

产，通过现代育种技术，挖掘

高光效育种材料，不断释放品

种潜力。另一方面注重品质改

善，更加注重稻米适口性，满

足人们新需求。

下一步，我国将加强水

稻（包括杂交稻）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继续大力支持水稻育

种研发，通过突破现代生物技

术，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与常规育种技

术结合，驱动现代育种技术快

速升级迭代，持续培育突破性

优质高产多抗水稻新品种，打

通创新链和产业链。

“看准目标，怀揣理想，坚

持不懈，袁先生的精神永远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邓秀新院士说，我们要

秉承他心系人民，在科研道路

上永不放弃、不断追求的精神，

努力工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人

民幸福生活作出更大贡献。

“袁爷爷，我会好好吃

饭”……社交媒体上，很多网

友如此留言。

粒粒皆辛苦，珍惜每一

粒粮食，或许正是每一个普通

人，向立志让人们“永远都不

用再饿肚子”的袁爷爷，表达

的最真挚的敬意。

           （据新华社）

悼袁隆平院士
袁瑞

纪念袁隆平
梁钧

2021 年 5 月 22 日 13 时
07 分，袁隆平院士逝世了，享
年 91 岁。

几天来，围绕这位老人的
各种信息不断刷屏，在读屏时
代，在每个网红都只有 5 分钟
的新媒体传播平台上，这是一
个极其耐人寻味的现象。

几乎可以肯定，袁隆平院
士的去世将是最近一段时间
流量最大的现象级信息传播
事件。如果进一步追问，其背
后大致有以下原因 ：

袁隆平院士是当之无愧
的当代后稷，作为“杂交水稻
之父”，他为解决中国人挨饿
的历史性难题作出了卓越贡
献。他打破了经典遗传学观
点的束缚，成功选育了世界

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
品种“南优 2 号”。杂交水稻
从 1976 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
推广，经过连续多年的攻关，
袁隆平院士团队于 2020 年最
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叁优
一号，2020 年作双季晚稻种
植平均亩产达 911.7 公斤，加
上第二代杂交早稻，实现了周
年亩产稻谷 3000 斤的攻关目
标。民以食为天，中国有限的
耕地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

粮食问题早已经上升到战略
层面，在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
奋斗历程中，解决挨饿问题长
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袁
隆平院士在这方面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

袁隆平同志是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的楷模，身上集中体
现了家国情怀和勤俭节约的
美德，他相继获得首届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共
和国勋章等荣誉。袁隆平是大

科学家，但他始终扎根在杂交
水稻育种第一线，一个人、一
块田、一粒种子，他朴实无华
的作风在喧嚣的时代里成为
一股清流，成为浮躁社会中人
们反思生命价值的灯塔。他三
次评选院士落选，但始终心怀
谦卑，淡泊名利。他也曾获得
国家最高科技奖，但他宠辱不
惊。他有多次获得更多名利的
机会，出任联合国专家抑或担
任农业高科公司的董事长，他

都不假思索地放弃了。他深爱
着这片土地，他深爱着自己的
育种事业，就像他喜欢通过演
奏小提琴表达自己内心的情
感，他用自己的选择宣示自己
对于父母之邦的赤子之心。

与袁隆平院士同一天去
世的，还有 99 岁的吴孟超院
士，作为国内肝胆外科领域的
开拓者和创始人，吴院士曾表
示最大的幸福是倒在手术台
上。这是怎样的仁心仁术！袁
隆平、吴孟超两位先生都是中
华民族的脊梁，正是因为这些
脊梁，中华民族才绵延五千年
生生不息。郁达夫曾经在纪念
鲁迅先生的大会上说，一个没
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
有了英雄但却不知敬重爱惜

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
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
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
隶之邦。

从某种程度来看，从一
个民族所崇拜的英雄，就能
看清楚一个民族的未来。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到的
袁隆平院士、吴孟超院士去
世之后汹涌澎湃的民意，体
现的正是刚健质朴的英雄价
值观的回归，这是国家之幸
民族之幸时代之幸。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
生之风，山高水长。让我们默
哀，纪念那些为民族复兴献出
毕生心血的大写的前行者！
让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砥砺
前行，自强不息！

本报讯 近日，市文联启动“丹

青书画公益课 文化共享进社区”

系列活动，邀请书画名家走进宝鸡

高新区学子路社区, 为居民和书

法爱好者免费教授书画。

此次活动是市文联践行党史

学习教育“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

丰富文艺志愿服务内容、助力传统

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书画公益课

共10期，每周举办一期。5月26日，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何俊峰应邀授课。课

上，他首先向居民和书法爱好者讲

解书法艺术的历史渊源，然后从书

法学习的选帖、读帖、临帖等方面，

为大家进行详细讲解，并手把手教

大家练习（见上图）。

活动开展以来，已吸引辖区 8

个小区 40 多人报名参加。69 岁

的刘阿姨说 ：“我非常喜欢书法，

但以前没有条件学习，这次书法

公益课圆了我的书法梦。”社区工

作人员邓燕妮说，通过培训，社区

居民和书法爱好者对书画艺术有

了进一步了解，并从中体验到妙

趣、陶冶了情操。  

                （毛丽娜）

袁爷爷留下的这粒种子
我们如何传承

岳麓飞鸿四海闻，天公顿洒泪倾盆。

千秋国殇惟民本，万担稻黍济苍生。

自古空谈不功名，从来躬行大学问。

桑田一别神农去，百代犹颂禾下翁。

本报讯 日前，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凤翔木版年画传承

人王怡璇，带领 20 余名大学生

创作了“红色精神谱系”木版年

画，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弘扬

了红色精神。

凤翔木版年画始于唐宋、

盛于明清，千百年来传承不息，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凤

翔木版年画传承人在振兴传统

技艺的同时，不断创新题材，使

其承载更丰富的文化内涵。“红

色精神谱系”木版年画由王怡璇

带领西安明德理工学院艺术与

设计学院大学生创作（见右图），

共 20 余幅，既有对革命时期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的弘扬，也有对新中国成立后

“两弹一星”、特区建设、载人深

潜等事业的赞颂，构思巧妙，雕

刻细致。王怡璇表示，学生们在

创作木版年画过程中，通过查找

资料、设计样稿、制作版画，更加

了解了党的光辉历史，希望“红

色精神谱系”木版年画能让更多

年轻人增强爱党爱国热情。

               本报记者 王卉市文联开展文艺志愿服务——

书画公益课进社区

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带领大学生——

以非遗创作弘扬红色精神

5 月 26 日，在重庆举行的

2021 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中

国作家协会发布的《2020 中国

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全年新增签

约作品约 200 万部，其中，现实

题材作品占 60% 以上。抗疫与

医疗、脱贫致富、工业与服务业

等创业题材，成为 2020 年现实

题材的突破点。

《蓝皮书》显示，2020 年

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4.67

亿人，全网作品累计约 2800 万

部，全国文学网站日均更新字

数超 1.5 亿，全年累计新增字

数超过 500 亿。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胡邦胜强调，网络文学

发展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需要在导向、质量、IP 改编、国

际传播、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研

讨，提出措施，规划未来，推出更

多的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让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

承担起时代重任。

《蓝皮书》还指出，2020年，

网络文学产业进入转型升级发

展新阶段，拉动下游文化产业

总产值超过 1 万亿元。IP 改编

热度不减，全年网络小说改编

的影视剧目在 140 部左右，热

度最高的网剧中，网络文学改

编的比例达60%，《大江大河2》

等现实题材改编作品引发观看

热潮。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成为

新的增长点，累计向海外输出

网文作品 10000 余部，网站订

阅和阅读App 用户 1 亿多，覆

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据悉，从 2018 年起，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每年发布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旨在

总结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

发现新问题，预测新动向，为业

界提供权威参考。 （据新华社）

5 月 22 日，在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大学，学生们来到袁隆平雕塑前敬献鲜花、表达哀思。    新华社发

李晔  书

《2020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发布
现实题材作品占比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