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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当大豆在关心国际贸易的网民中成为“网红”

的时候，“大豆之乡”黑龙江海伦，满头大汗的育种专家李艳华
正在湿热的试验田里手持镊子，耐心地给大豆杂交授粉。

在南方很多稻区，稻农们经常会提起杂交水稻专家袁隆
平；而在东北这一全国最主要的大豆种植区，豆农们念念不忘
的则是李艳华，这位中国科学院育种专家。

李艳华放弃在大城市的优越条件，扎根东北基层农业生
态实验站近 30 载，且要“伴豆一生”。

她培育的优质大豆品种十多个，单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累计推广优质大豆 5000 多万亩，增产 20 多亿斤。

她无数次经过从北到南的 4000 多公里跋涉，为了节省科
研经费，睡在普通火车硬座的下面。

她痴心育种无暇写论文，曾迟迟评不上正高职称。
她用一颗颗金灿灿的大豆“作墨”，把论文写在黑土地上，

换回农民们的最高赞誉———“金豆娘娘”。

“临时工”成了中科院“关键技术人才”

“传男不传女”的技术却传承给了她

在黑龙江省海伦市郊区有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院里有不
少试验田。

不论春种、夏管还是秋收，试验田里经常有一个身着白大
褂的身影穿梭：瘦削的身材，利落的短发，泛黑的面色，蹲在田
里查看苗情、豆粒，不时在小本上记录……

她是大豆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研究员李艳华。

1966 年，李艳华出生在黑龙江省海伦市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家里几代人都以种大豆为生。

海伦市位于松嫩平原东北端、小兴安岭南麓，黑土肥沃，
有“中国优质大豆之乡”之称，也是重要的大豆集散中心。

李艳华自己都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一直都没离开大
豆，而且很可能会“伴豆一生”。

1990 年，从东北农业大学作物学专业毕业后，李艳华回
到海伦市农业局原农科所工作。虽然工作关系在这儿，但刚到
单位没多久，她就被推荐到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的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实习”。

真正进入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李艳华经历了一番波折。
当年，实验站一位老研究员金振宇正要退休，特别希望找

一个接班人，能够接替自己把没完成的育种工作继续下去。
对于接班人的选择，金振宇只要求一条：传男不传女。因

为这份工作特别辛苦，还要年复一年坚持下去，对女生来说太
残忍，因此只想找一个男生。

然而，金振宇退休前找了好几年，也没合适人选。直到李
艳华毕业，有人向金振宇推荐，才有了李艳华试一试的机会。

“那个时候，就把我当临时工招进来的，每天两块零六分
的工资，干了好几个月。”李艳华回忆说。

最终，金振宇被李艳华不怕辛苦、踏实的干劲感动了，决
定将自己干了一辈子还未完成的研究工作交给她。

1991 年，李艳华正式成为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的一员。
弹指一挥间，今年 52岁的李艳华，已在实验站工作了 28个

年头。
2 0 1 7 年 ，李艳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关键技术人

才”———“在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较好
的成果”。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宇
说，建所几十年来，加上李艳华，全所一共才有 3 人获此殊
荣。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显示，李艳华所
选育的大豆新品种，推广应用面积达 5000 多万亩，累计增产
大豆超 20 亿斤，为农民增加效益 40 多亿元。

育成第一个品种前，科研成果十年空白

“板凳要坐十年冷”，失败是“家常便饭”

从到实验站的第一天起，李艳华就确定了目标：培育适应
东北高寒地区种植和加工的优质大豆品种。

农业生产，一般情况下是机械化程度越高越好，效率快，
精准度也相对高。

但与农民种地不同，李艳华进行大豆杂交实验，却很“传
统”，需要人工收割、人工脱粒、人工分类。

因此，她比很多农民还要忙。收获季节，她坐在地上筛选
装袋，每一个豆荚、每一个豆粒都反复观察。

平时，查看大豆生长进度，抗虫、抗草、抗风特性，哪一点
也不能落下。

“育种，有时比照顾孩子还费功夫，特别是遴选品种的过
程，必须要纯手工处理。”李艳华说。

大豆育种要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失败是“家常便
饭”，成功反而难得一见。

从开始进行杂交育种，每培育一代就需要一个生长季。但
培育出来的这一代是不稳定的，还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培育第
二代、第三代……直至第六代左右，才可以进行“决选”。

育种过程，李艳华如数家珍：“决选”只是选择优质的品种
进行一到两年的鉴定实验，实验通过后才可以送到有关部门
参加审定，审定时间又需要三四年左右。

因此，一个大豆品种从开始培育到最终通过审定，一般要
经历 10 年到 12 年的时间。

从第一个品种开始培育，到有了第一个通过审定的品种，
李艳华用了整整 10 年时间。这也就意味着，10 年间，她的科
研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是空白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10 年空白是值得的。”李艳华笑称，
“怀胎十月，就能生孩子了，育种比孕育孩子难十倍。”

杂交组合是大豆育种中的基本方式，将大豆品种不同的
性状通过杂交集中到一起，称作一次杂交组合。

李艳华 20 多年来做了 3000 多个杂交组合，最终才从中
育成了 10 个左右的审定品种。

大豆育种是“十年磨一剑”。
坚持是值得的。李艳华研发的东生系列品种，亩产 400

斤左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高纬度
地区大豆品种较为单一的问题，为种植结构调整储备了不少
早熟品种。

科技成果转化难是一个普遍问题，李艳华培育的东生系
列大豆品种却很受青睐，转化成效很不错。近几年，东生系列
大豆品种累计转化资金近 2000 万元。

为“抢时间”，外宾与她的高跟鞋合影

“只要不下雨，就是工作日”

今年 6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在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举办了一场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美
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业部门、科研院校专家
学者参观考察。

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平时不爱打扮的李艳华，特意准
备了一双高跟鞋，想着在会面的时候穿。

可穿着高跟鞋没法下田干活，李艳华又不愿意浪费时间。
于是，她就把高跟鞋放在地头，像往常一样穿着可以防露水的
雨靴下地干活去了。

但没等干完活，客人们就来到试验田参观了。外国专家看
到在地里干活的李艳华和高跟鞋，十分诧异，了解事情原委
后，这些外国专家为李艳华竖起了大拇指。

“老外开玩笑，high heel(高跟鞋)可以带来 high yield(高
产)，因此就邀请我、我的高跟鞋，与他们一起合影。”李艳华笑
着说。

就这样，李艳华留下了一张与高跟鞋合影的特别照片。

照片上一片笑容：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 7 个人围成半圆，
李艳华穿着雨靴居中靠前一些，中间是一双还没来得及穿的
黑色高跟鞋。

争分夺秒，已经成为李艳华工作中的一个习惯。李艳华
说，育种工作不讲究什么“朝九晚五”，也没有双休和年假，只
看天气：“只要不下雨，就是工作日。”即便下雨，往往也只是将
工作地点从田地里转移到实验室。

每年，李艳华待在地里的时间有 150 天以上，远远长于一
般的农民。

大豆的花期本来就短，一天当中真正能进行杂交实验的
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又多集中在早上。为了多进行几个品种
的杂交实验，李艳华往往凌晨两三点钟就要开始准备。有的同
事去实验站吃早饭，才知道李艳华已在地里工作了三四个小
时。

夏季深夜，实验站田地里，微风轻拂豆苗，显得静谧而又
深邃。实验站里，李艳华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办公室的角落里，放有一个躺椅，上面放了一件旧军大
衣。为了挤出更多时间工作，李艳华常常晚上就睡在办公室
里，躺椅作床，军大衣为被。

北种南繁，每个豆种都跨越了 4000 公里

睡在火车硬座下面的育种科学家

黑龙江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每年长达半年封冻期。
由于积温较低，作物一年一熟，培育一季大豆需要一年的

时间，这给育种工作带来很大制约。
而另一端，冬季的海南正艳阳高照。“咱们满打满算一年

只有一个生长季，人家一年两到三个生长季。”李艳华说。
为了缩短育种时间，几乎每年秋季，李艳华都会把种子带

到海南“避寒”繁殖，第二年春季再把培育的种子带回黑龙江
继续实验，这样可以增加一到两个生长季，育种时间缩短三分
之一到一半。这就是北种南繁。

从最北的黑龙江省，到最南的海南省，几乎每个种子的形
成，都跨越了大约 4000 公里的培育路线。

“以前邮寄东西慢，经常是人到了海南，种子还在路上。所
以不着急用的种子就寄过去，着急用的就用皮箱装好随身携
带。”李艳华说。

为了多带一些种子，李艳华自己的随身物品能省则省，能
不带就不带。

2000 年以前，为节省有限的科研经费，李艳华常常坐近
50 个小时的火车，往返在我国版图上最北至最南的两省之间。

为了能多省点钱，她常常选择硬座。李艳华还记得，累了、
困了时，晚上就躺在座位下面睡觉。

“后来，项目经费多些，不用节省坐车的卧铺钱了，但却经
常买不到卧铺票，偶尔还得坐硬座。”李艳华苦笑。

海南是个度假胜地，可李艳华却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些。
一张老照片上记录了李艳华在海南的工作场景：头戴斗

笠，围着丝巾，席地而坐，与当地农民一起筛选大豆。

育种时间紧张，她常常住在试验田旁临时搭建的棚子里，
24 小时守着自己的秧苗。“一方面是方便查看育种细节，另一
方面也是担心种苗被损坏。”李艳华说。

为了多抢生长季，李艳华有时从当年 10 月到第二年 5 月
初，超过半年时间都在海南进行种子繁育。

经费紧张，她却拒绝企业十倍高薪邀约

耽误一个数据，一年的工作就可能白干了

“育种必须得吃得了苦，沉得住心气。”李艳华说，甚至要
偏执一些。

杂交实验中所需的大豆被称为“材料”。李艳华有一个特
殊的癖好，就是到处搜集“材料”。无论是南方北方、国内国外，
还是科研院所、展会及农民家，见到合适的豆子，李艳华绝不
会“放过”，拿到实验室留作实验材料。

“有的时候去外地逛超市，看到没见过的豆子品种，我也
会搜集一些带回来。”李艳华说。

“做我们这种工作必须要细心，育种是以年为单位计算
的，一不小心，一年就白干了。”李艳华说。

有一年，李艳华培育的一个大豆材料产量特别高，同事都
很兴奋，建议她拿去做南繁育种。但突然的高产却让李艳华心
里犯了嘀咕。谨慎起见，她又试种了一年，结果产量又降下来
了。原来，工作人员在收获时不仔细，导致数据记录出了问题。

每一个生长季，她要处理三四千份大豆材料，如果不细
心，育成一个好品种甚至不止 10 年。

李艳华坚守育种工作近 30 年，源于对这项事业的热爱。
1998 年，一家种子企业邀请李艳华去当副总经理，每年

工资一万元，外加四五千元的分红，并承诺分给一套楼房。彼
时，李艳华一年工资只有 1000 多元，一家人还住着平房。

但李艳华拒绝了收入增加十倍的机会。在李艳华看来，进
了企业，受利益影响，育种的工作就没有那么“纯粹”了，也不
像实验站里的器材、试验田这么方便。

同事韩斌说，她本可以像很多其他专家一样，到哈尔滨等
大城市工作，享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可她始终放不下自
己田地里的那些大豆秧苗，几十年来，一直守在小小的实验站
里，不愿离开。

上世纪 90 年代，科研资金紧张，李艳华曾拿出自己的工
资来做科研。“你这样干还有啥意思啊？你看看谁像你那么‘虎’
(傻)？”那时，李艳华的很多亲戚朋友常常这样问。

李艳华则站在实验站通往试验田的路上，告诉自己的丈

夫王国栋：“只要走在这条路上，就有责任干好。”

“认人费劲儿，就能记得住种子”

孩子需要喂奶时，丈夫把女儿抱到地里

在实验站内一间实验室里，摆满了挂着密密麻麻豆荚的大
豆秧，有的放在玻璃罩内；另一间实验室的架子上，一层层放满
了一袋袋用小网兜装起来的大豆种子。

大豆秧或种子普通人很难分辨，只能通过标签查看，才知
道属于哪个品种，但李艳华一眼就能分清。

“主要是从豆粒的圆度、色泽来区分，有时也说不清楚，就是
凭感觉，因为接触太多了。”李艳华说。

“这是东生 1 号特别抗病，籽粒色泽浓黄，非常圆，做豆芽
好，生出的豆芽直又长，产品率高，口感好，几乎成了发豆芽专
用品种；做豆腐也好，蛋白高，出豆腐，收购价高，每斤高出其
他品种 1 毛 5。这是东生 7 号，有非常好的加工品质，做出来的
豆浆纯正浓香，入口绵柔，永和豆浆很大一部分用的是东生 7
号……”李艳华拎起一袋袋金黄的豆种，熟悉得像自己的手
指。

李艳华培育的东生系列，审定的已到 10 号，而还没审定
的，像东生 17 号、19 号，已经被农民们“抢”去广泛种植。

“种子认得清，但认人比较费劲儿，我脸盲，见了好几面的
人，还是记不住，有时搞得比较尴尬。”李艳华无奈地说。

由于衣着朴素，举止低调，李艳华也常常让人认不出是专
家来。有一次下乡，她甚至被当地一位乡镇干部误认为是前来
闹事的。还有一次，一位到实验站采访的电视台记者，直接把她
当成了当地农民采访，也让李艳华哭笑不得。

李艳华对衣着的唯一要求是：一定要能穿着下地。就是这
样简单的想法，却曾遭到女儿的不解。

女儿上幼儿园期间，有一次早上说啥也不去上学了，李艳
华去劝，女儿却一直往下扒她的衣服。原来，女儿觉得李艳华
的衣服太差、太旧了，不像别的小朋友妈妈穿的衣服那么鲜
艳。

由于常年忙于工作，李艳华觉得自己对家庭、女儿有很多亏欠。

女儿出生不久后，李艳华就到试验田去工作了，孩子需要
喂奶时，丈夫就把女儿抱到地里给她喂，喂完再抱回家。

“孩子成长中，打疫苗、上下学这样的事都由我来办。”丈夫
王国栋说。“别人家孩子，有事都找妈，我家孩子，有啥事就找我，
她妈抓不着影。”

豆农们的财神，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育种专家

“天上的火箭不让人落下，地里的种子也不能”

你知道“金豆娘娘”吗？如果在海伦农村问这个问题，很多豆
农会说知道，同时再竖起一个大拇指。

因为，“金豆娘娘”的外号，便是当地农民送给李艳华的。

李艳华所培育的东生系列大豆品种，因产量高、品质好，深
受当地农民欢迎。她是豆农们的“财神”。

“李老师培育的品种，产量比一般品种一垧(公顷)少说得高
出 500 来斤！一般品种，结豆荚一株也就 20 来个，李老师的品
种，多的能到 30 个。”“十一”期间，顾不上休息的海伦镇建城村
农民赵成军正在地头指挥机割大豆。今年他种了约 1000 亩大
豆，全部是李艳华所培育的东生系列。

“我老感激了！”谈论起李艳华，向荣乡向丰村农民王淑艳难
掩激动之情，“我种的东生品种，每公顷能增收 2000 元左右。”

“在我们很多豆农心目中，她就是另一个‘袁隆平’！”王淑艳说。
由于太受豆农、豆商欢迎，李艳华被拉入到各种跟大豆有

关的微信群里。“少说也有十几个群。”李艳华说。
群里有 4200 多“好友”，其中大部分是农民，还有经销商。

“我有三片地，头一块每垧(公顷)6200(斤)，第二片每垧 6300
(斤)，第三片每垧 7130(斤)”“我每垧最高能达 7200（斤）”“东升 2
(升应为生——— 记者注)40 个蛋白，有需要联系我”……群里每天
交流种植经验、收成情况，发布产品信息，热闹得像个大豆交易
所。

开办讲座，传授农业知识，坐着拖拉机下乡去解答农民疑
问，李艳华做这些事从不讲报酬，农民们却都一件件记在心里。

夏天的土鸡蛋、冬天的黏豆包，这些都是当地农民为表达
心意送给李艳华的“礼物”。

不久前，眼看着地里大豆长势喜人，海伦市共和镇主力村
农民林凤送给李艳华一双手工缝制的布鞋表达感谢。

听闻此事，克山县西建乡农民林忠堂送给李艳华一首“打油
诗”：“礼物虽小意非同，一针一线表赤诚，一颗拳拳赤子心，大豆
缔结鱼水情！”

李艳华对育种工作上心，但对于评定职称、向上晋升很重
要的论文数量，却不怎么“上心”。

“我们这种研究更多是要实践，论文写得再多，培育不出来
好品种也没用。”李艳华说。

也正因此，李艳华晋职称的脚步比别人慢了许多。一起参
加工作的同事 2008 年就获评正高职称。直到 2015 年，李艳华
才因科技成果转化成绩突出，破格晋升为正高级工程师。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是李艳华的一些同事对她的评价。
“天上的火箭不让人落下，地里的种子也不能。”李艳华瘦弱

的身躯里凝聚着满满的自信。
中国是大豆原产国，至今已有约 5000 年种植史。曾作为主

要蛋白来源的大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然而，我国大豆远未能自给自足。2017 年，我国大豆总进口
量多达 9554 万吨，相当于每天 26 艘满载大豆的万吨巨轮靠岸。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2018 年我国拟增加的大豆种植面积就
达 1000 万亩。

这一“反差”让大豆育种专家李艳华倍感紧迫。
“我们是大豆的故乡，就应该研发出最好的大豆种子，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李艳华紧迫中蕴含着冲劲。

“金豆娘娘”：伴豆一生，为中国大豆“争气”
“天上的火箭不让人落下，地里的种子也不能”，大豆育种专家李艳华扎根黑土地培育出系列高产优质大豆

中国是大豆原产国，至今已有约

5000 年种植史。

尴尬的是，我国大豆平均亩产却只

有 240 斤，几乎只有美国的一半。2017

年，我国大豆总进口量多达 9554 万吨，

相当于每天 26 艘满载大豆的万吨巨轮

靠岸。

李艳华，扎根黑土地几十年的大豆

育种女专家，培育的优质大豆系列新品

种，大田种植亩产普遍达 400 斤，甚至有

农户种出每亩 480 斤高产，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她培育的十多个优质大豆品种，累

计推广已达 5000 多万亩，增产 20 多亿

斤，增收 40 多亿元。

中国大豆，应该有自己的自信！

扫描二维码，观看

新华视频《 黑土地上的
“金豆娘娘”》，看李艳华

如何培育出咱自己的高

产优质大豆

▲李艳华为农民讲解大豆知识。本报记者杨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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