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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候鸟”“农田院士”，人们这样称呼朱英国。
朱英国是著名遗传学家和水稻生物学家，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和中国杂交水稻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每年秋天，朱英国候鸟般从江汉平原来到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又转到海南育种，直到第二年春天。
冬“衔”稻种来，春“含”新种归，是“水稻候鸟”朱英国近半个世纪的真实写照。
今年8月9日，朱英国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去世。
“育稼与民，功越神农。”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为中国粮食安全奋斗一生的育种人。

新华社记者 廖翊
李伟 俞俭

大
家

逐梦春天的逐梦春天的““候鸟候鸟””

1939 年 11 月，朱英国出生在大别
山深处的湖北省罗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

“我从小到大，每天在脑子里打转
的，最折磨人的两个字就是粮食。”朱
英国这样回忆。

当个农业科学家，让天下人不挨
饿，成为他懂事后的最大梦想。

1959 年，朱英国高中毕业参加高
考，填报志愿时，连填三个“武汉大学
生物系”。

朱英国从未走出大别山，不知道武
汉在哪里，只听说武汉大学好，在那里
学生物、学农业错不了！

他如愿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植物遗
传专业。1964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
留校任教，开始投身于水稻雄性不育与
杂交水稻的研究。

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之一，栽种历
史悠久。历经漫长岁月和反复的近亲繁
殖，种子退化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只有 150 公斤，
有些地方甚至只有几十公斤。选育新的
优良杂交水稻品种，解决中国人吃饭问
题，成为中国最紧迫的课题。

1972 年，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国家
重点科研项目。朱英国担任武汉大学杂
交水稻科研小组组长。

杂交品种的选育极为繁复，每一对
品种都要从成千上万的品种中去挑选，
需要不断试种、反复回交，寻找精准的
科学数据。水稻是喜温作物，育种只能
在春天进行，在湖北一年只能搞一季。
要加快研究、培育进度，只有去广西、

海南。
1972 年 11 月，朱英国和同事邓海

铭用 1000 多个套袋带上全部种子材
料，连同被卧卷蚊帐，每人挑着100多
斤的担子前往海南。

从武汉坐 40 小时火车硬座到湛
江，下车后换几小时汽车到海安，住宿
一夜，坐两三个小时混装轮船横渡琼州
海峡，再从海口坐约 10 个小时汽车，
抵达海南陵水县椰林公社。路上走了六
天七夜。

多少次，买不到坐票，他们一路站
到湛江。有时遇到台风，受困琼州海
峡，路上得走十天半个月。

“海南非常美丽，在房子里能看到
树上很好吃的菠萝和椰子，还能看到田
野上的水牛和远方的大海。”朱英国给
远在大别山的妻儿写信时这样描述。

事实上，他们一直借住在当地农民
家，连电灯都没有。平日要自己种菜，砍
柴做饭；蚊虫毒蛇，让他们防不胜防。由
于供应关系不在当地，粮油等必需品无
法买到，猪肉更是难得吃到一次⋯⋯

试验田的活儿又苦又累，还得做到
绣花般精细：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地
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
封口、记录、建档⋯⋯海南太阳又大又
毒，每次下田，全身湿透，像从水里捞
上来似的。

守护试验田，更是头等大事。硕大
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
苗咬断，朱英国和同事只得将铺盖搬到
田埂边，每天晚上拉隔网、撒鼠药、放
夹子、持长杆，轮番值守⋯⋯

待到第二年 4月，种子收割，成千
上万个组合都得分类整理，带回湖北赶
季播种。

这一走，整整半年。
1975 年 4 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

常，稻子晚熟。为赶湖北育种期，他们
来不及晒干稻种，匆忙装包往回赶。到
了湛江，朱英国感觉不对，取出一包包
开始发烫的种子，摆摊似的排放在湛江
火车站前水泥地上晾晒。更糟的是，由
于 着 急 赶 路 ， 忘 了 带 《病 虫 害 检 疫
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怎么央求
无济于事。

稻种本身已发热，要是再耽搁，几
年的心血就将白费。情急之下，朱英国
当场昏倒过去。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
破例放行⋯⋯

冬去春来。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
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
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
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
的后代种质非常好，“红莲”第一代终
于诞生。

这项成果获得 1978 年全国科学大
会奖。

多年后，朱英国谈起当年坚持下来
的原因：“我是共产党员，完成党组织
交给的任务是我的本分；我年轻时的梦
想就是为天下苍生不挨饿而奋斗，我对
梦想看得很神圣。”

“朱英国不仅有梦想，而且他一直
把梦想当日子过，虽然追梦异常艰苦，
可是他过得很充实很快乐。”最早与朱
英国同赴海南的邓海铭这样说。

年少立志：为苍生不再挨饿

在杂交水稻领域，朱英国的“红莲
型”与袁隆平“野败型”、日本的“包
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
雄性不育类型。惟有“野败型”“红莲
型”获大面积种植推广，被誉为“东方
魔稻”。

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
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 1
亿亩。其中，红莲型“珞优8号”最高
亩产达 876 公斤，跨入“超级稻”行
列。“红莲”不仅惠及 5 亿中国农民，
而且开始造福世界人类。

40 多年来，朱英国一直过着“水
稻候鸟”的生活。连续 26 年，没在家
过年。他高兴地表示，自己的一年要过
几个春天，一年可以干几年的活。

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中国人可以
吃饱了；粮食连增，浪费多了；青壮年打
工，种田成本上涨，耕地抛荒多了；城里
人胃口高了，看不上国产大米了⋯⋯朱
英国感到，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新的考验。

在他看来，杂交水稻是属于中国的
原创，创新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

根本出路。他在带领团队完善“红莲”
家族的同时，不断寻找安全盛放中国人

“鸡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第二个、
第三个“篮筐”。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朱英国就提
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
的 设 想 。 1984 年 3 月 ， 经 过 大 海 捞
针，他和助手余金洪在上千个农家品种
中发现了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

经过 3 年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
雄性不育系“马协A”终于成功培育出
来了。“马协型”杂交稻的突出特点是
米质优，目前在全国推广面积已超过
2000万亩。

水稻界专家认为，“马协型”和
“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
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有效防
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可能给我国粮食安
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朱英国率团队紧盯“高
产、优质、广适、生态”目标，加大开
发新的不育系力度，在培育抗干旱、抗

高温、抗倒伏、抗虫害、氮肥高效、易
育种、易管理、适宜中低产田种植，以
及再生稻新品种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
成果；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市场推广
队伍，有力推动了产学研一体化。

虽年事已高，朱英国仍不断学习、
与时俱进，他在国内最早使用分子标记
辅 助 育 种 技 术 ， 并 取 得 技 术 突 破 ；
2014 年，75 岁的朱英国凭借“两系法
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

武汉大学高级工程师朱仁山 32 年
跟随朱英国搞科研，他深有感触地说：

“是使命感决定了先生的科研高度。他
的科研目标始终明确，就是保证老百姓
吃饱吃好，保障国家粮食绝对安全。和
他一起工作，最大感受是时不我待。”

他忘不了，上世纪 90 年代，曾有
一段时间，由于缺少科研经费，请不起
工人，50 多岁的朱英国从早到晚在学
校试验田，干着最重最累的活。一次，
他的脚被严重割伤，只是用水冲了冲，
再接着干⋯⋯

居安思危：为吃好端稳饭碗

“田里育良种，校园育人才。”朱英
国的博士生、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
传学系副教授胡骏对导师充满敬意。

17 年前，胡骏获得保研资格，但
在选择专业和导师上很是犹豫。他忐
忑地敲开了朱英国的门，朱英国亲切
招呼他坐下，给他递上一杯热茶。

“学农不苦，为人民服务，有什么
苦呀？”朱英国笑着说，“你对水稻有
感情，水稻对你就会有感情。”

导师发自内心的话感染了胡骏，
坚定了他一生的专业方向。

2003 年 4 月，黄文超从四川农业
大学考上朱英国的博士研究生，来武汉
面试前，临时通知改为由四川农业大学
代为面试。原来，导师不只是为了免去
他的旅途之苦，更是为了保证他的安
全，因为当时国内正流行SARS⋯⋯

2003 年年三十，黄文超没回老
家，待在了实验室，朱英国陪着他过
了除夕。

正月初一，他走出实验室，发现
先生的办公室开着，进去一看，先生
仍在办公室，抬头微笑着向黄文超说

“新年好”。
黄文超才知道，在这个中国人最

重要的节日，先生整整陪护了他一
夜！黄文超当时扭头跑回实验室，泪
流满面。

对于学生的学业，朱英国要求极

严，毫不迁就。胡骏的硕博连读，历
时 8 年。在胡骏家人产生怨言、自身
决意放弃时，已是院士的朱英国亲自
带上礼物上门给学生拜年，为胡骏及
全家做工作，对他进行鼓励。胡骏博
士论文答辩通过后，朱英国拿出珍藏
多年的茅台，为胡骏庆贺。

胡骏没有辜负导师，2011 年 12
月，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植物学
界顶级刊物 《植物细胞》 发表论文，
揭示了红莲型杂交稻的育性恢复机
理，提出了恢复基因分子复合体模
型，推进了育性恢复机理的认知，引
起学界注目。

朱 英 国 一 生 惜 才 爱 才 、 育 种 育
人。他对人才的关注、培养不问背
景，不论出处。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
物遗传学家杨代常就是朱英国在田间
发现的。

1975 年，在湖北沔阳进行杂交水
稻的培训与推广中，朱英国发现当时
不到 20 岁、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技员杨
代常很执着，是个苗子，于是给他送
去科普书籍，悉心指导。

1985 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
生，在朱英国的极力推荐下，初中肄
业的杨代常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经
过刻苦努力，成为朱英国的第一个硕
士生、第一个博士生。

野外农田是朱英国最珍爱的实验
室、最重要的讲堂。“没入学先下田”
成为他的师训。

武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学峰记
得，当年，朱英国是戴着草帽、在学
校试验田里对他进行考博面试的；胡
骏研究生的第一堂课是在水田里上
的；所有研究生入学时间是 9 月，朱
英国的研究生 7、8 月先下田，带着满
身泥水、满脸黝黑开学⋯⋯

“国家粮食安全要靠你们”“人是
要有精神、有坚持的”，朱英国对每个
学生这样说。

言传身教，成为巨大精神感召。
1999 年，杨代常成为美国加州一

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实验
室主任。2005 年，朱英国来电，一声

“你该回来了”，让杨代常立即卖掉房
产、放弃股权和丰厚待遇，毅然回
国。回国后，他承担了国家 973、863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重大项
目。2014 年，其科研成果荣获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

朱英国先后培养了 100 多位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为地
方培养出大批杂交水稻科研、制种与
栽培技术骨干。他带出的红莲型杂交
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市场推广三
支队伍，形成杂交水稻研发、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强大“矩阵”。

悉心育苗：为人才接续布“方阵”

“我从大别山走向珞珈山，再从珞
珈山走向五指山。”朱英国曾这样描绘
自己的人生轨迹。

这位从大别山走来的农民儿子，
一生没有离开农田。2005 年，他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永远对人微笑，总是那么和蔼
可亲。背个破挎包，穿着永远擦不亮
的皮鞋，走路比谁都快。”

“总是把别人的事当事，帮很多人
解决家属工作问题，自己老伴做了一
辈子临时工。”

“不在实验室就是在田里，当了院
士也这样，所以叫他‘农田院士’。”

“院士一生勤俭节约，每次在外吃
饭，剩饭剩菜一定打包⋯⋯”

“他不要院士专车，出差从不坐公
务舱、一等座。包都是自己背，别人
要替他背，他抢回去。”

“他对党感情特别深厚，在今年 3
月的党支部民主生活会上，他无比激
动地回忆了 50 多年前在党旗下宣誓的
情景，感染了所有党员。”

⋯⋯
同事、学生向记者描述朱英国。
丁俊平是推广红莲杂交稻品种的

民营企业董事长，他感受最深的，是

朱英国对农民深入骨髓的爱。“做什么
事都不能亏老百姓”，朱英国经常对他
说。合作十多年，朱英国只关心种子
质量，百姓收成，公司商业化的事情
找他，一律拒绝；凡是农民的事，他
一律支持，一次次下到田里为农民作
技术推广。

“这是他对大地的情怀！”
2015 年起，朱英国出现抵抗力下

降、身体容易疲劳的症状，诊断为骨
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如果治疗了不能工作，我宁可不
治疗。保命对我没有意义。”朱英国态
度坚决。他同意治疗的前提是不影响
正常工作。

这两年，他出差下榻宾馆的第一
件事，是找冰箱存放煎好的中药；回
到武汉的第一件事，是直奔医院输血
小板。虽然两年间几下病危通知书，
由于他工作如常，一切故我，很少人
了解他身体的真实状况。

“由于长期打针，父亲胳膊手腕上
已经无法下针了，只有在胸口装一个
滞留针，直到去世也没取下来⋯⋯”
朱英国的小女儿朱金红说。

今年 4 月上旬，已是 78 岁的“水
稻候鸟”朱英国最后一次来到海南育

种基地。他戴着草帽、顶着日头，站
在试验田里，看到已经抽穗灌浆的禾
苗，满心喜悦。

“他要下田，谁都劝不住。他说，
到了海南，我的病就好了。”朱仁山
说，“他对水稻的喜爱别人无法想象，
就像小孩看到最喜欢的玩具和巧克力
一样！”

从海南回来后不久，朱英国住进
了医院。他的学生龙伟雄回忆陪护导
师做骨穿刺手术的情景：

“针头从他后背插进去，由于老师
的凝血功能不好，而且得抽三次，每
一次抽的时间都得半个小时，但他却
很平静⋯⋯”

8 月 6 日，躺在病床上的朱英国专
门召集研究人员，商讨杂交水稻新品
种研发事宜。

学 生 罗 肖 陨 陪 导 师 走 完 最 后 一
程。导师走前一天晚上，关切地了解
他的实验进展情况，留下最后的嘱
托：“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国家的栋
梁，要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己任。”

天空，留下翅膀的痕迹——祖国
美丽的天地山水间，逐梦“候鸟”曾
经飞过！

新华社武汉8月28日电

此情绵绵：为祖国守望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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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到大，每天在脑子里打转的，最折磨人的两个字就是粮食。”
“学农不苦，为人民服务，有什么苦呀？你对水稻有感情，水稻对你就会有感情。”

———追记—追记““农田院士农田院士””朱英国朱英国

（上接第一版）
问：三科统编教材有哪些主要特

点？
答：道德与法治教材按照由近及

远、由浅入深、螺旋上升原则，从家庭—
学校—社区—国家—世界生活场域逐步
拓展，选取学习素材，突出德法兼修，
强化实践体验，全面系统地落实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语文教材采取“语文素
养”和“人文精神”两条线索相结合的
方式编排教材内容，发挥语文学科独特
的育人价值，以文化人。历史教材按照

“点”“线”结合的方式编排教学内容，
“ 点 ” 是 具 体 生 动 的 重 大 历 史 事 实 ，
“线”是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通
过历史学习培养学生唯物史观，了解和
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增强爱国主义
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统编教材中是如何落实的？

答：三科教材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道德与法治教材联
系学生生活经验，按照由近及远、由浅
入深的原则，以主题单元集中讲授和分
散嵌入的方式安排相关学习内容，使学
生系统认知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语文教材通过精选人文主题和典范
文章，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教材注重从历史
发展演进的角度，通过具体、丰富的史
实，使学生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历史渊源及现实意义。

问：统编三科教材是如何落实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答：语文教材所选古诗文数量有所
增加，体裁多样。小学有古诗文 129
篇，初中有 132 篇，其中以古诗词为
主，还有一些文言文；增设专题栏目，
安排了楹联、成语、谚语、歇后语、蒙
学读物等传统文化内容。历史教材主要
在中国古代史部分体现，内容涵盖中国
古代的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

方面，涉及的历史文化名人 40 多位，
科技文化著作有 30 多部。道德与法治
教材介绍了传统节日、民歌民谣、传统
美德、民族精神、古代辉煌科技成就等
内容，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认同。

问：统编三科教材是如何强化革命
传统教育的？

答：语文教材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
经典篇目，小学约 40 篇，初中 30 多
篇。教材中既有老一辈革命领袖，也有
革命英雄人物，以及为新中国建设作出
巨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还有鲁迅、茅
盾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同时指导学生
阅读红色经典名著。历史教材专门有两
册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领
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史实，
完整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
全民族抗战到最终胜利 14 年的史实。
道德与法治教材讲述了革命领袖、英雄
人物、革命事件、革命故事等具有代表

性的内容。
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在中

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在教材统编工
作中是如何落实这一要求的？

答：将义务教育阶段原品德课调整
为“道德与法治”，强调德法兼修。在
小学和初中分别编写了法治教育专册教
材，集中讲授宪法，强化系统性。其他
册次教材结合相关内容分散嵌入，确保
法治教育贯穿始终、全程不断线。其
中，小学涉及 30 多部法律法规，初中
涉及50多部法律法规。

问：为开阔学生国际视野，语文教
材都选用了什么样的外国作品？

答：语文教材注重汲取人类优秀思
想文化精华，选取来自不同国家的名家
名篇，选文涉及革命领袖和历史人物、
科学家、自然和人文景观。义务教育语
文教材中选入的外国作品约占总篇数的
10%。

问：如何健全教材审查制度，把好

教材质量关？
答：在三科教材审查过程中，完善

审查制度，创新工作机制，确保审查效
果。一是组建审查队伍，委托基础教育
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从政治思
想、专业水平、社会影响、实践经验等
方面确定标准，遴选相关领域资深专
家；二是完善审查标准，强化政治性、
思想性、科学性、适宜性的要求；三是
严格审查程序，实行思想政治审查、学
科审查、专题审查、综合审查，在首先
把好教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的
前提下，既从专业角度对教材内容的科
学性、系统性、准确性和适宜性进行把
关，又统筹兼顾对跨学科横向配合和各
学段纵向衔接情况进行把关，同时专门
对涉及我国主权、边疆海域、民族宗教
关系等内容进行把关，确保教材整体质
量和水平。

专家工作委员会先后集中召开了
24次审查会商会议，共计有900多人次

参加审查工作。最后，报国家教材委员
会审查通过。在审查过程中，还专门将
教材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中央“马
工程”咨询委员会、教育部基础教育课
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有关民主党派
等征求意见，每科组织百名特级教师从
课堂教学使用的角度进行精细审读，提
出修改意见。

问：三科教材投入使用后，如何不
断提高教材质量，增强使用效果？

答：三科教材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
的过程，教材投入使用后，将组织专家
定期对教材进行跟踪调研，了解一线使
用情况。专门开辟三科教材意见反馈渠
道，欢迎社会各界给三科教材提出意见
和建议，以便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
题。结合中小学教学周期，定期对教材
进行全面修订，周期内则根据实际需
要，及时修订完善教材，不断提升教材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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