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事件

1975 年 10 月 20 日至 31 日，中国农

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有 21 省、自治区、

直辖市农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的杂交水

稻鉴定会，对于从 1964 年开始研究、试

种的籼型杂交水稻进行鉴定。之后，籼

型杂交水稻在国内逐步大面积推广种

植。由于杂交水稻亩产要比普通水稻高

出 20％ 左右，被西方科学家称为“中国

魔稻”。这种由中国人通过先进的杂交

技术和大量实验所培育出的优质杂交水

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

粮食和吃饭问题，而且也被世界科学界

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粮食问题所带来的

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在国家的支持

与指导下，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正

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缺粮问题发

挥作用。至今，已有东南亚、南亚、南

美、非洲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或引

种，增产效益十分显著。中国杂交水稻

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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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刘健

桂林市是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区，素有“桂北粮仓”之称，水
稻占粮食产量的 90％ 以上。桂林市境内水稻种植历史悠久，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 1963 年以前，桂林地区的水稻主要偏重高秆中稻，不
耐肥、抗病力差、易倒伏，一般亩产 200 公斤左右，之后，矮秆品
种逐步代替了高秆品种，虽有改良，但产量仍然不高。 1976 年起，
杂交水稻品种(组合)逐步代替常规稻，至今杂交水稻占水稻播种面积
的 90% 以上。杂交水稻落地桂林，不仅解决了桂林人“吃饱饭”的
问题，而且直接改变了桂林水稻种植的历史走向，桂林水稻种植从此
开启历史新纪元。

一颗小小的种子成为桂林水稻种植的新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桂林水稻品种经历了两次大改革， 1950 年—
1962 年，桂林水稻以高秆品种为主，从 1963 年起，矮秆品种逐步
代替了高秆品种。根据秆的长度，水稻分为高秆、中秆和矮秆品种，
其中高秆水稻有不耐肥、抗病力差、易倒伏等特点，改良后的矮秆水
稻穗多粒重、不易倒伏，但两者在粮食产量上均不能让人满意。在此
基础上，杂交稻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易获得大面积高产稳产，因此
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杂交水稻一经推广就得到了桂林上下一致认
可。那么，杂交水稻在桂林经历了哪些发展过程，最后又如何
成功打开桂林水稻种植新的方向呢？

记者来到临桂区会仙镇税江村，见到了桂林市水稻专
家莫科生。采访中，莫科生带领记者来到税江村村口的水
田边，看着田里已经开始变黄的水稻，他的脸上堆满了笑
意。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莫科生告诉记者，在杂交水
稻推广之前，自己还在家种田，当时种植的常规稻亩产才
150 公斤左右，有的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田，连解决温饱
都有困难。随着采访的深入，莫科生向记者讲述起了杂交
水稻在桂林的缘起和发展历程。

“ 1965 年 7 月，袁隆平经过长时间研究，在 14000
多个稻穗中逐穗检查到 6 株不育株，并在此后两年播种
中，通过培育的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水稻产量。经过
在湖南不断实验和改良，有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
技术在全国推广开来。由于桂林离湖南很近，地理环境
也差不多，所以最开始桂林的杂交水稻种子都由湖南引
进，原桂林地区(现属桂林市)的水稻良种繁育工作在
1977 年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以前，主要靠原雁山桂林农
业试验站（后改为桂林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桂林撤
地并市后改为桂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各县农业科学研
究所(前身为良种繁殖场)以及临桂县五通镇、全州县绍
水镇五里塘良种繁殖场，引进、繁殖示范新品种，并通
过本地区系统选育和杂交育成新品种。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各良种繁殖场负责品种试种、示范，获得成功后，
由地区和县农业局统一分配给各地人民公社。在当时的桂林，杂交水
稻的推广、示范规模有限，能够供应的种子也比较少。”莫科生说。

1976 年，当时的会仙公社会江大队拿出 30 亩田作为科研示范
田，种植由当时的临桂县农业局引进并统一发放的 30 公斤南优 2 号
杂交水稻稻种（由袁隆平培育完成）。莫科生是大队示范田的负责
人。

“最开始我们大队拿出这片试验田种植杂交水稻的时候，大家心
里都没有底，后来仅用了 128 天，水稻就可以收割了，而且亩产达
到了 470 公斤左右，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我自己也尝试着
繁育一些种子，但都以失败告终。”莫科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他
明白了从品种上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提高粮食产量。大队的示范田也引
起了周围村民的极大兴趣，但苦于缺乏种子，导致杂交水稻还难以实
现大面积推广。莫科生选择到雁山农校进行学习，从此，与水稻结下
了“别样”的缘分。

莫科生告诉记者，随着杂交水稻高产示范效果越来越好，大家都

意识到了困扰中国农民千百年的
“产量低”难题可能在杂交水稻上实现突破，广大农民想要种植的愿
望也愈加强烈。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以桂林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中心，加上
全地区 12 个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同承担起了全地区和各县的杂交
水稻新品种的引进试种、试验示范，以及杂交水稻新品种的试制和高
产栽培技术试验，研究为全地区和各县推广杂交水稻新品种积累经
验，每年地区种子公司都组织各县种子公司参观新品种的试验示范，
选出本地区需推广的杂交水稻新品种。

王世杰作为当时参与杂交水稻制种工作的一名员工，于 1987 年
7 月进入桂林种子公司。“通常说来，杂交水稻就是两个在遗传上有
一定差异，同时它们的优良性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生产
具有杂种优势的第一代杂交种。杂交水稻具有个体高度杂合性，杂种
后代出现性状分离，所以就需要年年制种。”王世杰告诉记者，在

1980 年以前，桂林的杂交水稻种子 90％ 都要
从外地调入，之后的几年，桂林市场上的种子
品种相对比较单一，从 1987 年底开始，桂林
开始以成品杂交水稻种子为母本，广泛开展制
种工作。

“最开始制种的时候，没有多少经验和科
研技术积累，条件也特别艰苦。我们在繁殖金
优 974 的时候，由于花期预测出现了误差，导
致当年损失很大，最后只能做到保产。”王世杰
告诉记者，通过那次失败，他们积累到了许多宝
贵的经验，然后他们顺利繁殖出了威优 974 、汕
优 974 等一系列早稻品种，占全市早稻种子份额
的三分之一。

除了经验技术的缺乏，当时王世杰他们还要
面临工作、生活环境艰苦的困境。据王世杰回

忆，当时他们没有专门的制种基地，只能用当地农民的田进行制种，
而且通常一块田与另一块田的距离比较分散，也较远。最极致的一
次，王世杰和同事在水田间来回走了近 30 公里。在生活上，王世杰
和同事们与当地村民一样，经常处于有一顿没一顿的状态，而且最艰
苦的时候一年都没有通电。

“自主选育种子很难，尤其是在配组方面很难成功。为了选育先
丰 A ，我每年都要在桂林和海南之间来回跑，就是想着自己肯定能
选育出一种米质优、产量高、分裂强、抗性好的种子。”莫科生说，
1975 年到 2005 年期间，由原桂林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来的桂
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育成汕优 76 等 3 个品种，全州县五里塘原种
场朱德仁选育出威优 90 等。与此同时，桂林杂交水稻种植的推广速
度也在飞速加快。

多年苦心经营，桂林的杂交水稻发展“百花齐放”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两系杂交水稻配组成功， 90 年代在南
方稻作区快速发展，两系法杂交水稻也被列为国家‘ 863 ’计划重
大关键技术和重大成功转化项目。”王世杰告诉记者，两系法杂交水
稻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先研究成功的一种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新技术，
其实就是简化了繁殖和制种程序，减少了种子生产环节，配组自由，
稻种资源利用率高。

“随着两系杂交水稻的推广，桂林的杂交水稻种子品种每年都以
上百个数量增长，再也不存在缺种子的情况了，而且还可供市场优中
选优。”王世杰说，随着桂林本地制种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杂交
水稻品种得以在桂林推广。

2000 年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正式出台，种子
市场全面放开，形成一套完善的“自产、代产、外调”种子的桂林种
业新格局。开放的种子市场，为桂林的粮食逐年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 2001 年起，桂林市设立了市级水稻新品种展示区，由桂林市种
子站专门组织适宜本市推广种植和区试有苗头的新品种集中连片种植
展示，加速了新品种的推广和桂林市主导品种的选择。

1999 年春，桂林市种子部门开始从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引进
超级杂交水稻新品种，即高产水稻，在桂林市开展大面积试种、示
范。 2002 年，为了引进推广更加高产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平乐县与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姻”，桂林第一个种植面积达
100 亩的“超级杂交水稻”示范基地在平乐县平乐镇龙窝村委建立。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被誉为“杂交水
稻之父”的袁隆平亲自与基地人员磋商项目实施事宜，并亲笔题词
“超级杂交水稻平乐示范基地”。

“基地建成以后，一直负责免费为平乐农民提供种子、技术，并
帮助农民统一育秧，引导农民配方施肥，改良土壤等。”示范基地工
作人员说。

“从选种、育秧、测土配方、栽插，到病虫害防治，每个环节都
有农技人员帮忙把关，让我们少操了不少心。”平乐县超级稻种植户
说出了心中的喜悦。

2003 年，永福县建立了广西唯一的优质超级水稻种植示范基
地，永福县大苏村群众在县、乡技术员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超级杂
交水稻 88S10293 的播种任务，它标志着广西第一个超级杂交水稻示
范中试基地正式落户永福。

“中试生产就是中间性试验的简称，是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
必要环节，通过必要的资金、装备条件与技术支持，对科技成果进行
成熟化处理。”王世杰说，只有这样，科技成果才能真正实现向生产
力转化。

“这种超级优质杂交水稻具有优质高产、穗大粒多、吸肥力强、
抗倒伏等优点。整个项目的生产过程都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的技术指导下进行，对农民来说，有这样优质的种子和强大的技
术保障，没有理由不丰收。”中试基地工作人员说。

在广大农民和兢兢业业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各级政府长时间的
共同努力下， 2008 年，我市粮食播种面积达 607 . 92 万亩，同比增
长 1 . 5% ；粮食总产达 216 . 67 万吨，同比增长 3 . 5% ，实现连续 5
年增产。同年，一条坚固的“公司+基地+农户”水稻制种生产经营
链已形成，可年产优质杂交水稻种子 350 万公斤，按每公斤收购价
2 .5 元计，制种业可为农民直接增收 875 万元。

2008 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农业部对获得“全国粮食生产
大户标兵”称号的 20 位农民进行了表彰，临桂县茶洞乡登云村农民
黄英胤榜上有名，并获得了一台价值 11 万元的拖耕机。黄英胤是广
西唯一获此殊荣的人，与全国各地产粮大户一起，受到了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回良玉的亲切接见。

黄英胤自筹资金，成立了种植协会，积极引导村民，按照依法、
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转包、互换、租赁等多种形式，集中流转土
地，使其向优质农产品基地、种植养殖能手、大户集中，同时，在插
秧和双抢季节，聘用农民工日达近百人，用于发放农民工的工资达到
20 万余元。黄英胤的举措有效促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及农业产业化
的发展，盘活了农村土地这个“沉睡的资本”。据统计，由该协会盘
活的土地达 1000 多亩。

桂林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指导下的水稻发展，全州县在 2013
年前，用数年时间共建立了 100 多个基本农田保护区，还在文桥等
多个乡镇建立了 26 个优质粮食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达 7 . 2 万亩。
每年投入上千万元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县
也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极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附加值。

2013 年，袁隆平在全国 500 个乡（镇）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试
点乡（镇）——— 全州县龙水镇调研超级稻生产时，看到稻谷丰收在
望，兴奋地写下“桂北粮仓”四个大字，给了全州粮农极大的鼓舞。

频刷纪录，传统农业摇身变成超级工程

灌阳县水稻超高产攻关示范基地位于黄关镇联德村，创建于
2010 年，面积 1000 亩，是袁隆平领衔的超级稻第五期高产攻关项
目的协作攻关示范基地之一。

“ 2010 年，广西杂交水稻百亩连片超高产示范专家验收组对灌
阳县中稻超级稻‘ Y 两优 302 ’超高产栽培示范点进行田间实收测
产。通过实测，灌阳县中稻超级稻最高亩产超过了 800 公斤，这在
广西史无前例。”莫科生说，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80 岁高龄的袁隆
平还欣然题写了“灌阳——— 广西超级稻高产第一县”。同年，由广西
水稻研究所、广西种子管理总站、桂林市种子站等单位专家组对黄关
镇联德村——— 灌阳县中稻超级稻“ Y 两优 302 ”超高产栽培示范点
进行田间实收测产，测产结果为：农户卿太喜的示范田实收面积
796 . 9 平方米，生谷亩产 1029 . 5 公斤；王良信的示范田实收面积
600 平方米，生谷亩产 1004 . 2 公斤；王良富的示范田实收面积
733 .4 平方米，生谷亩产 964 .4 公斤。按实际折干率 79％ 计，干谷
亩产分别为 813 . 3 公斤、 793 . 3 公斤、 761 . 9 公斤，实现了平均亩

产超 700 公斤，最高亩产超 800 公斤的预期目标，如此高产为“广
西之最”。

卿太喜告诉记者，今年自己种了 4 亩地，稻谷的长势很好，肯
定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谈起种植超级稻的经验时，卿太喜告诉记者，
每次插秧之前，自己都会先在田边挖好沟渠，再反复晾晒、润湿田里
的泥土，同时做好积肥，一方面可以杀死田里的一些害虫，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水稻生长。

灌阳发展超级稻的大好局面，也引起了社会的更多关注。 2012
年，《广西日报》报道了灌阳县黄关镇超级稻超高产攻关技术试验田
经现场测产验收，单季最高亩产突破 900 公斤大关，达到 900 .65 公
斤，实现广西杂交水稻生产的历史性飞跃。

2013 年 8 月 22 日， 83 岁高龄的袁隆平来到灌阳县黄关镇联德
村超级稻亩产 1000 公斤攻关示范基地。在超级稻种植大户王良富的
田里，袁隆平看得格外认真。“没有什么杂草，没有稗草，没有稗草
就说明稻田管理得很好，会种田。”袁隆平对王良富说道。王良富告
诉袁隆平，他一共有 3 亩田，这 3 亩田他自己一个人管。“在农业
部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管得轻松，每公斤单价还比头季稻要高
出一块多。”

“袁老当时笑着对围在身边的农民们大声地赞道，‘稻穗也不
错，灌阳农民种田顶呱呱’！”王良富说，他自己一直以来都以自家
的田地为傲，在听到袁隆平都称赞自己以后，心里更是乐开了花。王
良富还向记者介绍道，从 2010 年起，他在灌阳县农业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开始种植超级稻， 2012 年，他种植的超级稻成功突破亩产 900
公斤，创造了最高单产 900 .65 公斤的广西纪录。“我种田的诀窍就
是多观察，从防虫到施肥再到护理自己都要做到心里有分寸，只有这
样才能种好田。”王良富透露说。

“这里的超级稻亩产水平，在全国的示范基地中属于一流水
平。”袁隆平对灌阳的超级稻种植成功给出这样的评价。灌阳获得这
样的称赞是实至名归的，黄关镇联德村超级稻亩产 1000 公斤攻关示
范基地连续三年刷新广西超级稻最高亩产纪录。 2014 年，灌阳县袁
隆平超级稻第四期攻关示范基地再创佳绩，最高亩产达 961 . 3 公
斤，连续 5 年刷新广西最高单产纪录。

超级稻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大面积种植，为何灌阳能够频刷纪录，
除了土壤和气候条件有优势，究竟还有哪些“诀窍”呢？

“首先是统筹安排品种，在选择品种的高产性的同时，还要选择
品种的再生能力；二是要统筹安排播种期，一方面考虑安全的播种温
度，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再生稻的安全齐穗时间，最大可能地保证再生
稻的安全齐穗，确保再生稻的高产稳产；三是要统筹安排插植密度和
基本苗；四是统筹管理水肥；最后就是统筹管理病虫害。总结起来就
是良田、良方、良种和一套再生稻集成栽培技术。” 2017 年，时任
灌阳县农业局局长蒋碧娟说，由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对农民进行专
门的培训后，灌阳的农民种起田来更像是在搞科研。

近年来，攻关基地以“一季超级稻+再生稻”作为攻关模式，其
中一季超级稻连续 8 年刷新广西水稻单产最高纪录。 2016 年一季超
级稻平均亩产 950 . 6 公斤，再生稻平均亩产达 497 . 6 公斤，一季加
再生稻亩产达 1448 .2 公斤，创世界高产纪录，获第九届袁隆平农业
科技奖。 2017 年 8 月 21 日，经过一系列科学、严谨的测量后，广
西农业推广总站副站长、推广研究员阮伟江在灌阳县联德村的农业部
超级杂交稻第五期攻关广西灌阳基地宣布：“本基地种植的超级杂交

稻平均亩产 1009 .45 公斤！”再次刷新了纪录。
“头季达到 1009 . 45 公斤，再生季 552 . 1 公斤，两季合起来

超过了 1500 公斤，亩产超过一吨半。‘吨半稻’是梦寐以求的事
啊！今天实现了，了不得啊！这是在向十九大献礼啊，大家鼓掌
啊！” 2017 年 11 月 4 日上午，在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 87 岁的
袁隆平激动地跟大家说。在桂北小山村联德，当地农民在科技工作
者的指导下，经过 8 年努力，使得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最终
变为现实。

“从来没有想到过能‘种一茬，收两季’。种了一辈子田，还
从没有见过能种出这么好的稻子。”联德村农民卿泰忠说，“县里
刚来我们这里种超级稻时，大家还是看的多、种的少。没想到，经
过几年的努力，如今超级稻的‘头季+再生季’每亩年产量能达到
1300 公斤左右，比普通种两季的稻子多了 500 公斤。”

1975 年，中国农林科学院鉴定并推广杂交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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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年 8 月，兴安县严关圳南村农民用
龙骨水车车水抗旱。 通讯员盛玖永 摄

 2018 年 8 月，全州县才湾镇山川村农民
在收割稻谷。 通讯员唐培穗 摄

 2010 年
7 月 ，袁隆平
(前排右二)在桂
林“看禾选种，
助农增收”活动
现场查看良种示
范田。

(桂林市农
业科学院供图)

全国粮
食生产大户标
兵黄英胤和他
的“奖状”。

通讯员李辉
朝 摄

 2014 —
2016 年度全国
农牧渔业丰收奖
颁发给了灌阳。

(灌阳县农
业局供图)

▲ 2016 年 7 月，灵川九屋镇生产试验基地的
水稻新品种。 通讯员康忠华 摄

 2018 年 8 月，在广西全州国家粮食储备
库新塘坪库区，农民在等待卖粮。

通讯员唐培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