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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岁那年，余松烈已经步履蹒
跚，不过当他走到小麦宽幅精播高产
攻关田旁，精神立马抖擞起来，脸上
浮现着兴奋的神色。

他行走在松软的麦垅间，摩挲着
沉甸甸的麦穗，不放过任何一株小麦
的长势。看着子粒饱满的麦穗，放眼
丰收在望的麦田，他认真叮嘱身边
人：“今年秋播，可要早一点。”

从那一年起，生命中的最后 6
年，这位中国现代小麦栽培学的奠基
人把仅存的精力留给了麦田，直到病
倒在医院。

他一生牵挂麦田。他研究创立的
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理论，多次
刷新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惠及山
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累
积 3 亿多亩麦田，增产小麦 260 多亿
斤。

如今，他看不到又一季麦子的成
熟了。

2016 年 4 月 20 日 12 时 20 分，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
余松烈在山东泰安逝世，享年96岁。

继承他小麦事业的学生们赶来
了，他们放下手中的试验，向这位恩
师致敬；接受过他点拨、运用前沿技
术获得高产的农民代表赶来了，他们
手捧麦穗，流下眷恋的泪水：“余
老，您的目标达成了，您就放心走
吧！”

最牵挂那片高产田

他与麦田打了 67 年交道。哪怕
是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最放不下的依
旧是那片麦田。

站在麦垅上的他，与67年前并无
两样。

麦穗在他眼中仿佛不只是麦穗，
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它们低垂的脑
袋，在余松烈看来，像是诉说，像是娓
娓而谈，也如同致敬。所以人们都说，
来到地头的他，永远都是笑着的。

“他一直很关注小麦的生长情况，
他年龄大了走不动以后，就让我替他到
麦田去观察，然后回来向他汇报”。他
的学生、小麦专家董庆裕教授回忆说。

人们清楚地记得，2010 年 6 月 1
日，已经90岁高龄的余松烈照例来到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马庄小麦宽幅播
种高产攻关田。每年的 6 月初，赶到
鲁中地区小麦即将成熟的时候，他总
要实地考察一番。

这天上午，余松烈特别高兴，似乎
忘记了炎热和劳累。看到丰收在望的
小麦高产攻关田，他掩饰不住喜悦的心
情，说：“小麦宽幅播种是在改良精播技

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要适时早播。”
他还嘱咐身边的科技人员说：“今年

秋播，还是希望适时早一点，7日、8日播
种为宜，争取达到亩产 800 公斤的目
标。”

人们劝他早点儿回家休息，他执意
不肯。后来，他的女儿说，那次余松烈回
去之后就累病了，一躺就是十几天。

然而，这一趟现场考察，余松烈没有
白来。他的技术指导，大家都一一记在
心里，落实到了行动上。是年秋播，高产
攻关田有了很大改进，那都是完全按照
他的叮嘱下种的。

“余老这一招，也真神。那年秋天小
麦出苗齐，长势好，分蘖早。”一位农民
说。一直跟随余松烈进行攻关实验的董
庆裕及时跟他进行了汇报，余松烈又和
科研人员提出了冬前“深耘断根”、后期

“一喷三防”等跟踪管理方案。
年龄对他而言，从来不是问题。
他总是这样，一门心思探索小麦高

产的秘密。他对待小麦，就像对待自己
的孩子，看不到就打听，看到了才放心。

2011 年 6 月 1 日，余松烈再次来到
岱岳区马庄大寺村的小麦宽幅精播高产
攻关田，听取测产情况汇报，实地查看小
麦后期长势情况。

当听说测产的理论产量达到820公
斤时，余松烈高兴地说：“今年小麦长势
好，如果近期没有大风大雨，不倒伏，有
希望创造新的高产纪录。”

然而老天却给他开了个玩笑。这年
的20亩高产攻关田，在收获后期受到干
热风等因素影响，实际产量未能突破
800 公斤，给满怀希望的余松烈留下了
深深的遗憾。

2012年春天，余松烈身体明显虚弱
了，他已经有预感，也许，自己看不到小
麦亩产 800 公斤目标实现的那一天了。
那年 3 月 30 日，余松烈拿起过去通常记
录小麦数据的笔，颤颤微微地给山东农
业大学农学院书记赵延兵和研究生处处
长、小麦专家王振林写信，还把他们叫到
面前，嘱咐他们继续搞好亩产 800 公斤
高产田创建工作。

2013 年 3 月，山东省农业厅负责同
志到泰山疗养院看望余松烈，祝贺他 92
岁诞辰。余松烈没有把自己的生日当回
事，却郑重地提出组织全省力量试验宽
幅精播栽培技术、实现小麦亩产 800 公
斤目标的事情。

2014 年春天，余松烈住在疗养院，
饮食靠鼻饲，行动靠轮椅，神智有时不
清。但他一旦清醒，就吵着让助手安排
下地看麦子，兴奋地睡不好觉。因此，女
儿余亚勉常常嘱咐去探望他的学生及朋
友们，尽量少提小麦。

或许是老天也不再忍心看到这位老

人的梦想一次次落空。2014 年 6 月，小
麦收获的季节，农业部组织的 7 位专家
来到了烟台招远市辛庄镇马连沟村，在
农业部小麦高产创建万亩示范区十亩攻
关田里，对由余松烈担任技术顾问的攻
关试验田进行实打验收。经过紧张的收
割、脱粒、晒干等严格程序，实验结果出
来了：3.14 亩验收田平均亩产达 817 公
斤！这块高产麦田，虽然不是余松烈亲
自指导管理的，但是采用的栽培管理技
术，正是余松烈晚年创新的冬小麦宽幅
精播高产栽培技术！

为了这个结果，余松烈研究总结、规划
设计和热切盼望了多少日日月月！从此，余
松烈终于在精神上得到了彻底安慰。

农民视他为最可爱的人

在穿越半个中国向他道别的农民代
表心里，余松烈是最可爱的人。

奉献兴许是没来由的，爱戴却不是无
缘无故的。农民朋友的爱戴，源自余松烈
的专业，源自他毕生对高产小麦的奉献。

小麦之于山东半岛，就像大米之于
南方，甚至更加重要。馒头、面条、烧饼，
曾是山东人传统三餐离不开的口粮。今
天看来供应充足的市场，在上世纪70年
代，却存在巨大的缺口，面粉是一种非常
稀缺的资源，山东人过春节，都要带着馒
头做礼物走亲访友。

那时候，小麦生产水平总体上还处
于低产阶段。1972年，山东全省小麦平
均亩产才 97.5 公斤，但是滕州的高产麦
田亩产已达200公斤以上。这引起有心
人余松烈的关注，他自告奋勇来到滕州
农村蹲点。

1974 年，余松烈送走实习的学生，
背着行李来到滕州。滕州史村一度是科
学种田的先进典型，1966 年，全村 800
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 372.5 公斤，时
任村党支部书记薛振祥还因此参加了
1966 年的国庆观礼。但是 1966 年之
后，直到 1974 年，史村的小麦产量却徘
徊不前，人们亟需科研人员解决小麦更
高产量的栽培技术。

那时候，白天余松烈和村民们到田
间地头做调查，晚上点上煤油灯和大家
分析原因。不久，他就提出“六改”的栽
培方法，即改换主栽品种“鲁滕一号”为

“泰山四号”，改播种量较大为适当压缩
播种量，改适时晚播为适时早播，改耧播
为机播，改行距 16.5 厘米为行距 19.8 厘
米，不种畦埂麦，改重施返青肥为重施起
身拔节肥。

这一下不得了！1975 年，史村全村
820亩小麦平均单产457.5公斤，并出现
500 公斤地块 209 亩。那一年，史村一
季就向国家上交小麦 17.5 万公斤，是全

年任务的4.2倍。
1975 年夏收之后，余松烈总结史村

“六改”试验成果，提出在全县推广史村
的增产经验。当年秋天，滕州县委、县政
府接受余松烈的建议，创办了“五七”农
大，其中小麦班50人，学制一年，农闲时
培训，农忙时参加小麦生产和试验工作。

正值“文革”期间，余松烈在山东农
学院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在滕州农村，
干部群众却把他当成专家、亲人和朋友，
为他开展小麦高产栽培试验提供一切方
便，使他在“文革”中受伤的心灵得到了
慰藉和医治，使他发现了小麦精播高产
栽培技术创新的价值。

1975 年秋播，余松烈又选择姜屯公
社黄庄大队，亲自进行人工小麦精播高
产栽培试验。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问余
松烈：“我们每亩下种十多公斤，种这么
稀还能收到麦子吗?”余松烈说：“地力
差，小麦分蘖少，种稀了不行。地力好，
分蘖多，种稀了麦子会越长越好。”果然，
麦苗起身拔节后越长越好，麦收时亩产
达到 638 公斤，创下了我国北方冬小麦
高产纪录。

滕州市原副市长刘希运是当年“五
七”农大的学生，参加过余松烈的小麦精
播点播试验，后来又到山东农学院工作，
与余松烈朝夕相处12年，对余松烈的感
情很深。他讲了两件事情。

“余老师是一个工作狂人。1977 年
秋播，他打电话说星期一来，本来我想找
车到车站去接。结果他提前一天来了，
下了火车，就徒步向黄庄村赶。他说秋
播是个关键时期，学校的事处理完了，就
提前来了。那时余老师57岁了，自己背
了个包，自己步行跑了几十里路。大家
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余老师自称是农民。在黄庄村，余
老师与村民同吃同住，住在一个姓黄的
村民家里。村民们喜欢做地瓜稀饭，做
好之后热气腾腾，香味四溢，余老师也比

较喜欢地瓜稀饭，房东黄大嫂时常主动
盛上一碗给余老师送去。余老师就买些
馒头、烧饼等送给农民。他和农民吃住
在一起，关系十分密切。”

“文革”后期在滕州劳动锻炼的 5
年，成为余松烈一生最难忘的一段时
光。余松烈曾在自传中写道：“这是我一
生中最愉快、最紧张、最兴奋的时期。虽
然生活比较艰苦，劳动比较沉重，但我始
终沐浴在农民的温暖友情中，这是我向
农民、向生产实践学习的最佳时期，我在
业务上获得较大丰收。”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
北京召开。余松烈的“冬小麦精播高产
栽培的理论分析”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
会奖。全国科学大会授予余松烈先进工
作者称号。从 1974 年至今，42 年来，余
松烈的小麦科研和示范推广工作没有离
开过滕州。滕州一直是全国、全省小麦
新品种推广、小麦新技术应用、小麦高产
的先进典型。

“事业做不好，无法报答
先生的期望”

在为余松烈送行的队伍中，也有来
自各省各地的山东农大校友，他们都以
是余松烈的学生感到幸运和自豪。

“我是余松烈老师的学生，我的成绩
离不开老师的教育指导。”谈起老师，中
国工程院院士、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
组长、山东省小麦技术顾问团团长于振
文充满敬重，“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理论
联系实际的作风对我影响特别大。”

于振文是余松烈指导培养的硕士研
究生，在学术上深受他的影响。1982
年研究生毕业时，余松烈正主持山东省
黄淮海中低产地区夏秋粮均衡增产栽培
技术的研究课题，于振文是课题组成
员，他和余松烈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试验
点上跑。

从此以后，于振文成为余松烈的得力
助手，很快在研究实践中成长起来。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余松烈成为农业部小麦顾
问组成员，还积极推荐于振文参加顾问组
的工作，给他指路子压担子，直到于振文
也成为院士。

余松烈培养的另一位院士是中国科
学院院士李振声。李振声是著名小麦遗
传育种学家，曾经获得 2006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最高奖。

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也是
余松烈的研究生。他专程从北京赶来，要
送敬爱的老师最后一程。谈到与余松烈
的师生情义，曹鸿明特别激动：“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读余松烈教授的研究生，
那时爱人有病，余老师经常过问，还给钱
让我给爱人治病。我忘不了余老师对我
的培养和帮助！”

余松烈对学生学习、研究生科研严格
要求，但他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却细致入微，
其严师慈父的品性，让学生们难以忘怀。
余松烈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山东省小麦技
术顾问团副团长王振林对老师关心爱护
学生的事记忆犹新：“我们上学时期经济
不宽裕，隔上一段时间，余先生就要把学
生叫到一起，请我们吃饭。饭桌上大家心
情舒畅，畅所欲言，师生之间其乐融融。
每次吃饭，余先生都是包饭包酒。他特别
理解青年人，总是提前离场，留下更多时间
让我们同学单独交流。”

有一次，余松烈要请两位南方同学吃
饭，因为那时没有电话，余松烈还特意跑
到王振林宿舍，把他也拉过去。余松烈的
女儿余亚勉专门为南方的两位同学买了
琵琶虾，师生们一起做菜，一起吃饭，就像
一个大家庭，极其温馨。饭后从余先生家
里出来说，两名学生说，事业做不好，无法
报答余先生对我们的期望。

这种爱，是对事业的一种期待，是为
了让小麦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半世辛劳
付热土，一生情怀系麦浪。斯人已逝，

“余”风长存。

90岁，他还在下田，为了小麦亩产800公斤的目标，他一生守望

余松烈：惟愿春风拂麦浪
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刘观浦

大
家

回溯陈鹤琴的往事，容易有种时代
错乱感。

比如，他痛斥中国幼儿教育的三大
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对幼稚园
课程照抄照搬日本及欧美国家模式极
其反感。他专门著文，提出适合中国国
情和幼儿心理、教育原理、社会现状的
15条主张。

又如，他对国人对幼儿教育的冷漠
与无知痛心疾首，愤然而言：“养蜂有养
蜂的方法，养猪有养猪的方法，惟独对
于教养孩子，反而不如养猪养牛的重
要。”“对于养孩子的方法，事前无准备，
事后无研究，孩子的价值，还不如一只
羊，或一头猪。”

要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国尚
处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尽
管形式上已进入共和国时代，但封建主

义的影响仍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
这个有着 80%文盲的国度，孩子不过是
家庭的“附属品”，大人们无知而又专制
地看管着他们。对当时的中国人提起现
代幼教理念，他们只会如同这个古老国
家对未来的命运一样，感到茫然。

作为一名清华毕业的庚子赔款留
学生，陈鹤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下
教育硕士学位，在哥大攻读心理学博士
期间应邀回国任教，在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教育科任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
对幼儿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身处封
建积习浓厚的中国，面对举国上下对幼
儿教育的无知，他愤然说出：“父母对小
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大人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在他的两本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
《家庭教育》中，他对儿童心理特点进行归

纳，提出共计101条教导原则。他说：“幼
稚期（自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时期，什么习惯、言语、技能、思想、态度、
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下一个基础，若基础
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
了。”他主张，家庭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生理
与心理发展规律才能取得成效；要教育好
儿童，首先要学会怎样做父母。

时代的错乱感，既体现在这些话语
的深意上。

这位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和
幼儿园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
教育之父的先生，倘若活到现在，面对
满大街的蒙氏、诺贝尔、小哈佛冠名的
幼儿园，面对收费不菲的幼儿双语课
程、各类所谓兴趣培训班，面对一些地
区的父母们依然采取近乎愚昧的方式
养育子女，不知作何感想？

1923 年，他在自己住宅的客厅里开
办了一所实验幼稚园，自己亲任园长，
聘请了 2 位教师，招收了 12 名儿童，开
展儿童教育实验。他列出三大计划：建
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
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
活动。这三大计划，如今国内幼儿园又
实现几何？

为了寻求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他以
自己的儿子做实验对象，从儿子出生的
第一秒钟就开始了详细记录：出生2秒，
开始大哭，延续10分钟，转为间歇哭；45
分钟后，哭声停止，连续打 6 次呵欠，入
睡；10小时后，撒第一泡尿⋯⋯这种对儿
子的成长发育过程的观察记录持续了
808天，他将观察、实验结果分类记载，文
字和照片积累了十余本，成为中国最早
将观察实验方法运用于研究儿童身心发

展规律的人。这种对事业的韧性和雕
琢，我们现在是多了还是少了？

我们回顾教育家，往往最感慨的就
是，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时代的课
题，回答时代的召唤，投身时代的实
践。正因为他们紧扣“时代”，所以他们
的声音，可以成为历史的先声，他们的
开拓，可以成为历史的开拓。

然而有时也会让我们羞愧。当先
贤们在百年前说过的话，于今依然有着
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问自己一句：是
他们太超前，还是我们太迟缓？

陈鹤琴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志
铭上刻下他1935年写的一段话：“愿全
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
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
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理想，总归是要实现的吧。

陈鹤琴：“大人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高毅哲

回望教育家

余松烈获得学士学位时留影。

人物小传

1921 年 3 月 13 日，生于浙江
省宁波市慈溪县。

1939 年秋，考入迁来上海的
南通学院农科。

1949 年 9 月，到山东农学院工
作，在农学系任教。

1959 年，培育出小麦新品种
“山农1号”“山农3号”，研究出小
麦深耘断根增产等技术。

1966 年 6 月，被打成“反动学
术权威”，受到红卫兵批斗，后被
关进“牛棚”。

1976 年，在滕县黄庄大队 2 亩
的地块上打出小麦亩产 638 公斤产
量，创造了我国北方冬麦区的高产
纪录。

1978 年 3 月，“冬小麦高产栽
培的理论分析”研究成果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授予
的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7 年、1992 年，两次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7 年 12 月，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

1999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6 年，总结出小麦宽幅精
播高产理论与技术。

2010 年，小麦宽幅精播技术
被确定为山东省主推技术。

时年90岁的余松烈在泰安岱岳区马庄大寺村考察小麦高产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