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禾 下 乘 凉 梦  一 梦 逐 一 生　　（上接 1 版）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
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
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
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
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
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
上——— 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
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 2.4 亿亩，
年增产水稻约 250 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
实向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 14
亿人民。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二）“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

做太平洋的海鸥。”

　　 5 月 22 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长沙
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意，人们
涌上街头，齐声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
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全世
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

《2021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 年
在 55 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 1.55 亿人陷入

“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
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不

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除饥饿
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 40 余个国家种
植超过 800 万公顷。
　　 2010 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
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
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
回答。
　　 2017 年 2 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
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
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
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
币，你会更加理解——— 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
让这个曾有 200 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
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

“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
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这是袁
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
的海鸥。”
　　他，做到了！

（三）真如少年

　　 5 月 23 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

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
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
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
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
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
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
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开亮
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花、掌
声……在“95 后”“00 后”眼中，他是当之无
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
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
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 91 岁的老人，
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
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
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
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
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
中——— 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
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

包袱，“跌跤就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总是自称“90
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 80 岁，还能在气排球比赛
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
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
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我
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
奋斗。”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
中国青年的心房。

  （四）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

然闪耀……

　　时针拨回 5 月 22 日上午，弥留之际，亲
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
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
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轻吹
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
梦，也是后来者的梦。
　　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想说的，人
们却能看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庭湖区到
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

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
江等地，已有超过 10 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
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田”的理
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们去坚
守，拼搏，开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出
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
长秘诀——— 唯有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
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
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
28 ℃。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
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
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 爱国为民、
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
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
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
韶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
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请放心，您这位‘90 后’没有完成的，还
有其他‘90 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新华社长沙 5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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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于文静、张泉、白田田、许舜达、陈凯姿）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袁爷爷留下的这粒种子，我们如何传承

5 月 22 日，西南大学袁隆平雕塑前摆放着师生们敬献的鲜花。  新华社发（秦廷富摄）

　　新华社上海 5 月 23 日电（记者袁全、龚
雯）细雨沥沥。23 日，吴孟超院士的追思活动
在其生前工作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举行，前来吊唁者
络绎不绝。他们眼泛泪光、脚步缓慢，用一束
束鲜花和一次次鞠躬，表达着对吴院士的深
深爱戴和依依不舍。
　　 5 月 22 日，“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
超院士走完了人生，享年 99 岁。
　　记者在追思活动现场看到，这里庄严、肃
穆。灵堂中央一副挽联让人对吴院士的一生
钦佩不已：一代宗师披肝沥胆力拓医学伟业，
万众楷模培桃育李铸就精诚大医。
　　前来吊唁的不仅有吴院士的同事、学生，

还有患者家属，以及自发带着孩子一同前来
的市民等。
　　“吴老对我来说，是老师，也像是父亲。”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超声介入科主任医师
陆正华说，从他走上工作岗位至今，吴院士对
他的帮助和教诲已伴随他 40 余载。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有他的指导，也正是
有了吴老，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肝胆外科事业。
吴老永远是吾辈的航标与楷模！”陆正华说。
　　“我们今天是专门带孩子从浦东赶过来
的。”上海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昨天她一直
在跟儿子讲吴院士的事迹，孩子很受感动，在
得知今天追思活动对公众开放后，表示一定
要来送别吴爷爷。

　　“在向吴院士表达崇敬之情的同时，也希
望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愿他能向国家的

‘脊梁’学习。”陈女士说。
　　同样专程赶来现场的还有在上海体育学
院上大一的沈于昕。“我外公之前得了肝癌，
就是在这里医治的。”沈于昕说，虽然她外公
不是由吴院士亲手治疗，但是吴院士不平凡
的伟大事迹让她深受感悟，也为她之后的学
习和人生道路增添了满满动力。
　　“真心感谢大家前来，”吴孟超院士女儿
吴玲泪眼婆娑地说，父亲这辈子工作了 70
多年，永远想着怎么创造更好的条件让病人
得到更好的治疗，他对病人亲如家人，甚至比
家人还亲。“反而是对我们的爱很深沉、很含
蓄，下班回家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吃饭、看
报、写日记和休息。”
　　“刚开始我们还劝他年纪大了要注意休
息，后来我们也不说了，说多了他会生气。因
为工作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直到前几年，父
亲坐着轮椅，还要去他一手筹备的位于嘉定
的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分院看看，来
回车程 2 个多小时，老人家一点也不觉得
累。”吴玲说。
　　“父亲总觉得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去奋斗，
今天我想对他说，请您放心，您留下的精神财
富永存，我们会铭记在心，努力传承延续。”吴
玲说。
　　记者从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
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获悉，吴孟超院士的遗
体告别仪式将于 26 日上午在上海市龙华殡
仪馆大厅举行。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于 23 日至 25 日
在上海市长海路 225 号三号楼广场设置灵
堂，接受吊唁。

民众冒雨吊唁吴孟超院士

5 月 23 日，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工作人员鞠躬吊唁吴孟超院士。  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追梦不停的袁隆平，一直有颗年
轻的心，80 岁时他称自己是“80 后”，
90 岁时又称自己是“ 90 后”。而他对
年轻人，更有着真心的喜爱和热切的
期盼——— 喜爱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盼
望 年 轻 人 成 为 对 国 家 和 社 会 有 用
的人。
　　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不
久，袁隆平就从各处争取奖学金和留学
名额，将一大批青年送到国外深造。从
1987 年开始，他把自己获得的各种奖金
捐出，设立“农业科技奖励基金”，鼓励青
年科研工作者投身农业，为国家粮食安
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有两件往事特别能体现袁隆平对年
轻人的鼓励和爱护。
  2004 年，29 岁的舒服研究生毕业
后进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他
原 本 和 女 友 憧 憬 着 第 二 年 元 旦 举 行
婚礼。
  结果当年 11 月安排科研任务时，
袁隆平点名要带舒服去海南三亚，有人
提醒不知情的袁隆平，小舒马上就要结
婚了。
  袁院士爽快地说：“结婚？提前啊！我
来主婚。”最终，袁隆平不但兑现了自己
主婚的诺言，还带了全家出席舒服的
婚礼。
　　“据说袁老师的名字就估值上千
亿，可在实际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喜欢
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和蔼老人。”1984
年出生的吴俊，如今是杂交水稻国家重
点工程实验室副主任，他回忆，“几年前
的一天，袁老师看到我长胖了，就对我
说：‘小吴，我有一件衬衫买大了，你穿
应该正好合适，拿去穿吧！’就这样，我
得到了袁老师赠送的衬衫，到现在都还
在穿。”
　　 2019 年 9 月，在语文新教材中，纳

入了《喜看稻菽千重浪——— 记首届国家
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一文。当时，
袁隆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语重
心长地说，只有把课本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
　　“书本知识很重要。我是搞水稻研究
的，但是书本里面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
面才长得出水稻，要实践！”袁隆平用这
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叮嘱孩子们和年轻
科研工作者们，一定要手眼结合、注重
实践。
　　也是那一年的 9 月 16 日，在湖南
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袁隆
平在现场勉励数千名“00 后”既要树立
自己的人生理想，也要为理想而努力奋
斗。他在向年轻人分享自己成功的秘诀
时说：“我对成功的体会是八个字：知识、
汗水、灵感、机遇。”
　　“您觉得自己跟青年一代研究力量
有什么不同？”2020 年 11 月 3 日，在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记者曾这样问袁
隆平。
　　一向乐观幽默的老爷子直言自己
可以“比拼”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关
键 是 我 脑 瓜 子 没 有‘ 糊 ’。我 是‘ 9 0
后’。”
  说到这里，袁隆平还现场背起九九
乘法表，“九九八十一，哈哈哈，八八六十
四，哈哈哈……”采访气氛一下被这个

“宝藏”老爷子带得欢快热烈。
　　“您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记者
又问。
　　袁隆平说道：“希望他们为国家、为
社会多作贡献。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就要靠这些年轻人。”
　　听到了吗？这就是袁隆平对年轻人
最大的期盼。

（本报记者周勉、袁汝婷、白田田、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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