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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育种记海南育种记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逝世后的一段日
子里，我陪近 80岁的父亲聊天，说到杂交水稻，父亲
已显苍老的脸色生动起来，话也多起来。44 年前，
时任无锡县港下公社分管农业副书记的他，与一批
农技员，曾到海南培育杂交水稻种子。

1974 年，袁隆平及其课题组的杂交水稻，在湖
南的推广试验取得成功。1975 年底，国务院分管农
业的领导要求在南方十三省（市）推广种植杂交水
稻。1976 年初开始，陆陆续续有育种队伍到海南
岛，培育大批量杂交水稻种子。

父亲告诉我，无锡县赴海南育种队伍是 1976年 9
月组建的，基本上每个公社抽 3 名农技员，共 100 余
名，由农业局副局长毛忠礼、后宅公社分管农业的副
书记邹德基和他带队。育种队伍分成 3个组，第一组
赴陵水县，负责前期工作和制种，另二个
组赴崖县（现三亚市），负责种子繁育。

崖县和陵水县，都属于热带海洋性季
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25度以上，有独特
的气候优势，冬天也能种植水稻。

父亲说，很多农技员没出过远门，有的
连无锡市区都没到过，大家带着简单的行
李，乘汽车、客轮，倒火车，再搭海轮，一路颠
簸，到了海南岛。第二批人到崖县后，他带
着锡西、锡北的30余人，在荔枝沟公社海罗
大队安营扎寨，住进了已预先建在椰树林下
的茅屋草舍，床是用竹竿、秫秸秆、杂木搭建
的，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生活条件很简
陋。虽然人生地不熟，但是大家很快就安
顿好了，全身心投入到育种工作中。

“那里牛比人还多。”父亲印象深刻，
用来繁育种子的 60亩稻田，已由当地老百姓用牛耕
好，土质、肥力尚可，用水来自于不远处依山而建的
小水库。30余名农技员分成 3个小组，各负责 20亩
田。都是种田的“老把式”，又肯下苦功夫，播种、移
栽、施肥、除草、防病治虫、剥叶授粉等等，抓住一个
个生产环节，有分工也注重合作，工作开展得有条不
紊，水稻长势喜人。

“那杂交水稻种植跟常规水稻有何不同呢？”我提
出压在心底很久的问题。父亲为我引见了同去海南
崖县、原港下公社农技站高级农艺师陆月明。

老陆听我说明来意，抓起笔，摊开纸，兴致勃勃
地边画边讲。简要讲述了三系法杂交水稻原理，并
告诉我，崖县 2个组，用不育系和保持系繁育的种子
供制种和繁育用，陵水那个组，用不育系和恢复系制

种供大田生产用，而保持系和恢复系的自交种子继
续作为保持系和恢复系用。

他重点以繁育种子为例，介绍在移栽和剥叶授
粉阶段，与常规水稻种植的明显不同。

移栽时，不育系稻必须与保持系稻按一定行比相
间种植，一般是 5行不育系稻秧苗，旁边再插 1到 2行
保持系稻秧苗，保持系分二期栽种。到了剥叶授粉阶
段，用镰刀把不育系稻子的剑叶割掉，利于保持系花
粉授到不育系的花穗上面去，此谓剥叶。授粉时，因
正在抽穗的不育系稻子长得矮，正在扬花的保持系稻
子长得高，为了保证不育系的授粉，需要人工干预。两
个人，在稻田两边田埂上，拉着绳子，压在保持系稻子
上弯腰行走，绳子拉刮保持系稻穗，花粉
弹出，飘到不育系稻穗上，就能授精结

实。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来回拉几趟，持续 10多天。
这些确实是常规水稻种植中没有见过的，我不时

地点着头。
老陆还跟我说，种植过程中，他们解决了一些

技术难题。如，60亩田中，有极少数的是冷浸土田，
泥层厚，稻苗长不大，分蘖少。农技员们开动脑筋，
群策群力，在 1块冷浸土田中划出 5小区搞试验，分
别施适量的氮肥、磷肥、草木灰、大粪或泥杂肥，最
后是施磷肥的稻苗很快正常生长。这个成果，及时
推广到所有冷浸土田中，效果明显。

听着老陆的介绍，我敬佩他们的钻研精神，同时，
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蓝澄澄的天空，悠远而
辽阔，一片片绿油油、生机勃勃的稻子，农技员又是用
镰刀，又是拉绳子忙碌的场景，既像裁缝在量裁衣服，

又像木工在弹线，细致、生动、讲究。
他们不就是稻田里的工匠么？
父亲和老陆还饶有兴味地回忆了不少劳动以外

的事情。
为改善生活，他们在住地旁边开垦了菜地，种了青菜、

四季豆等不少蔬菜，除了自足，还能给附近的村民一些。
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劳动和生活做到张弛有度。

晚上，打扑克或到附近农场看露天电影。休息天，有人
上山砍藤条，用于编农具；有人步行半个小时，到仅有
一条柏油路的三亚镇区逛街；有人步行 1个小时，去
海边玩。海水退潮时，在海滩上捡海螺，更多的时
候，戴上防水镜，潜到海水里掘石花，十分有趣。这

种体验，现如今，出多少钱也不可能有了。
当地对育种工作比较支持，大队生产

队常有人员来走动，提供些帮助。村民对
农技员也很友好，主动送海盐吃，自行车
等也慷慨出借。

时光在忙碌、冀盼中悄然流逝。
1977年 5月份，水稻成熟了，金黄色的

稻穗笑弯了腰。
进入收割脱粒阶段，繁育的不育系稻

和保持系稻要分开收割和脱粒。都是强劳
力，三下五除二，稻子割好了。农技员向村
民借来水牛和碌碡，再加上人力掼稻，脱粒
工作也很快完成。两种稻谷分别装袋，共
收获约 25000斤。

说到收获，父亲脸上露出笑容：“我们
肯吃苦，讲科学，水稻长势一直很好，种子
的产量质量都不错，为回无锡后繁育、制种
及大田生产，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另外 2个组也如期完工。三地收获的稻种，通过
飞机，运回无锡。

农技员们带着椰子、海螺、龙虾壳，石花等热带、
海洋风情的礼物和对家人的思念顺利返回无锡。

1977年开始，无锡县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种植
面积最多时，约占稻田面积 30%，单产达 1200 斤，高
出常规稻 30%以上。

民以食为天。让人类远离饥饿，是崇高的目标，把饭
碗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是伟大的事业。杂交水
稻研究成果和大面积推广，大幅增加了稻谷产量，
谱写了宏伟壮丽的篇章。无锡县农技员们远赴海
南育种，以智慧和汗水，留下
了难忘的、有意义的一笔。

□魏建彪

李白在长安，曾因玄
宗之命作《清平调词三
首》。词云：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
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
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
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
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
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
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此词作于何时？
《辞源》“清平调”条

下谓：
古曲调名。唐开元

中，禁中牡丹盛开，玄宗因
命李白作《清平调》辞三
章，令梨园弟子略抚丝竹
以促歌，帝调玉笛以倚
曲。见《乐府诗集》八十清
平调题解。后用为词调，
单调，二十八字，平韵。

《辞海》“清平调”条
下谓：

唐大曲名，后用为词
牌。相传开元中，李白供
奉翰林，时宫中有红、紫、
白、浅红四色木芍药（牡
丹）花盛开，玄宗于月夜
赏花，召杨贵妃侍酒；以
金花笺赐李白，命进新词

《清平调》时李白尚在醉
中，乃成三章，由李龟年
手捧檀板歌之，伴奏有梨
园弟子十六人，每遍将换，
玄宗自倚玉笛和之。

一个谓此词作于开元中，后
用为词调；一个谓此词相传作于
开元中，玄宗月夜赏花，命进新词
《清平调》，皆误。

开元是唐玄宗年号之一，计
二十九年（公元 713年-741年），
但李白作此词，并非在开元时，而
是在天宝初。

李白曾到过长安两次。开元
十八年（730），李白抱着建功立
业之志第一次到长安，通光禄
卿许辅乾去拜访一向推贤进士
的右丞相张说。不意张说正在
病中，便嘱托儿子张垍接待李
白，张垍嫉贤妒能，他想方设法
疏远之。李白从初夏到秋，一
直未见到这个张垍，只好慨叹

“归去来”了。
这其间李白不可能作此词，

一是时间不符，牡丹开花是在暮
春，李白至长安已是初夏，花期已
过；二是李白此时尝未著大名，玄
宗不会命其作诗。

李白第二次入长安，是在天
宝元年（742）秋，这从其诗作《南

陵别儿童入京》中“黄鸡
啄黍秋正肥”及“余亦辞
家西入秦”句可知。时年
四十二岁的李白，是经吴
筠的推荐，玄宗特诏征召
为待诏翰林的。只因被
驸马张垍等人谗毁，不到
两年便被“赐金放还”。

所以其所作《清平调
词三首》，当在天宝二年
或天宝三载（天宝三年正
月初一，玄宗下令改“年”
为“载”）牡丹花事正繁的
暮春。

这既是合乎时令，更
重要的正与杨玉环入宫
得宠之时相吻合。

杨玉环（719- 756），
两唐书说她“姿色冠代”

“姿质天挺”，于开元二十
四年纳为寿王（李瑁）
妃。而玄宗所宠之武惠
妃逝世后，玄宗感情上
出现了空白，《新唐书·
杨贵妃》：“开元二十四
年，武惠妃薨，后庭无当
帝意者。”于是，开元二
十八年（740）冬十月，在
骊山温泉宫避寒的玄宗
出现神思恍惚的异常情
绪时，使高力士取杨氏
女于寿邸（寿王李瑁府
邸），两唐书及《资治通
鉴》都不提高力士，仅
作“或奏”“或言”，是谁
不得而知，相会十八天
后，度玉环为道士，不到

一年，玉环便住进了兴庆宫，恩
礼如武惠妃。

据唐朝韦睿《松窗录》记载，
有一次，兴庆宫沉香亭畔牡丹花
开，太真妃玉环随玄宗赏牡丹。
著名歌手李龟年手捧檀板，押众
乐前，将欲歌之，玄宗曰：“赏名
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
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
《清平调》三章，“龟年遽以辞进，
上（玄宗）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
竹，遂促龟年以歌。”

由此可见，李白作《清平调
词三首》，并非是在开元间，而
是在天宝初，《辞源》依《乐府诗
集》题解所误，以讹传讹。《辞
海》言作于开元间，亦非。其

“月夜赏（牡丹）花”之说，亦不足
为信。至于“命进新词清平调”，
则是因果倒置。李白作此诗后，
《清平调》方为词牌，而非是为《清
平调》词牌填词。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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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从上海法学院转入南京中央大学的关
露，因热爱文学，又从哲学系转入中文系。发表了处
女作《她的故乡》《余君》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
发生，《淞沪停战协定》的屈辱和日本侵略者的暴
行，强烈地刺激着忧国忧民的关露，她满怀愤慨地
写下散文诗《悲剧之夜》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
亡》。同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间到了 1937年，上海滩大街小弄到处传唱着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
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电影《十字街
头》主题歌《春天里》的词作者就是关露。

淞沪抗战期间，关露和丁玲等年轻作家来到闸
北前线慰问十九路军的英勇士兵，并朗诵了她的
《悲剧之夜》。之后，她始终积极投身抗战工作，并

写下了大量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的散文诗歌。在上
海这座孤岛上，在民族危亡之际，她倡议广大文艺
工作者都应该站在统一战线上，创作挽救民族、抵
御外侮的国防文学。她躬行实践，把手中的笔用作
反抗侵略的尖锐武器。“八一三”事变后，她在上海
冒着炮火上前线劳军，并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
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关露关露：：
忍辱入狼穴忍辱入狼穴 义胆何壮哉义胆何壮哉

关露，原名胡寿楣，热播谍战剧《旗袍》主人公关萍露原型之一。1907年出生于山西右

玉县，15岁时父母双双离世，她和妹妹胡绣枫随二姨生活。20岁时，关露考入上海法学院，

一年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继续学习。1930年，关露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从

此，她写诗，创作小说，为电影歌曲作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合称为

“民国四大才女”。眼看她如一颗明星在上海滩冉冉升起，却突然在文坛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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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11月，关露正在修改长篇小说《新旧时
代》，突然接到了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叶剑英的
密电：“速去香港。”她立即赴港，在香港的一间旅
馆里，见到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
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潘汉年传达了组
织的命令：要关露打入上海极司菲尔路 76 号汪伪
特工总部，接近日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获取
情报，并相机策反李士群。

李士群本是中共党员，与胡家姊妹早有交
往。1932年，李士群协助特科红队完成一次任务，
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妻子叶吉卿怀孕无人照顾，是

关露妹妹胡绣枫把叶吉卿接到家里悉心照料。李
士群出狱后，也在胡绣枫家居住多时，受到热情款
待。最艰难时期的友情，让李士群夫妇将胡绣枫
视为救命恩人。

李士群投敌组建 76 号特务机构后，潘汉年决
定派人打入李士群身边。人选本是妹妹胡绣枫，
但是她在重庆的工作不能脱身，潘汉年又选中了
姐姐关露，她和李士群也熟悉。潘汉年布置完任
务后，叮嘱关露：“以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要
辩护，一辩护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

关露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很快打入了 76 号

魔窟。自此以后的两年里，日军的清乡、扫荡计
划总是会提前出现在新四军领导人的案头，从而
为新四军反清乡、反扫荡创造了先机。但关露也
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曾经的朋友都视她为汉
奸，对她避之唯恐不及，连母亲都不愿见她。丁
玲曾经这样描述过关露：“为了获取日伪情报，她
装扮成交际花，混在李士群那帮汪伪汉奸里面，抛
头露面……除了与她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别的同
志不了解内情，都骂她是‘汉奸’‘不要脸’，她背负
着骂名，一直忍辱负重为党工作，为我们党收集了
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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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国土
侵略和文化侵略双管齐下。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
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 5月，关
露奉命成功应聘《女声》杂志编辑，《女声》是日本驻
华大使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情报部联合主办的。之
后的日子，她在《女声》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
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1943年 8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将在日本举
行，《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赴日参会。如果出
席，关露的“汉奸”之名铁定坐实。就在关露犹豫之
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
田教授。

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
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
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
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忍辱负重。在日
本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恢复了延安
的日共和日军反战同盟与日本本土日共中断多年
的联系，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又一重要贡献。

可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在国内传开，一篇
登在 1943 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
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
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
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而关露依然坚

守着“我不辩护”的承诺，默默地做着组织交办的
事情。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关露回到了朝思暮
想的苏北解放区。

受潘汉年案牵连，关露曾坐牢 10 年，还蒙受
“文化汉奸”之冤多年。但她始终对党忠贞不二，
所有探望过她的人，包括她的妹妹胡绣枫都没有
听到关露有哪怕一句怨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说：“如果我能再次选择自己的人生的话，我仍
旧会按党的指示，走我曾经走过的路。哪怕这条
路再艰险，再坎坷；哪怕需要在烈火中焚烧我三
次，连同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名誉都毁掉，我
仍旧会一往无前！” □虢安仁

人物春秋

蹈锋饮血，跃马横刀。救民
族于危迫，争国格以尊高。合
纵连横，怒向暴殄之日寇；协肩
挽手，紧束血性之战袍。誓斩
楼兰，锤镰之旌猎猎；破除“神
话”，布衣之伍虓虓。挫枯强
虏，振奋舜尧。炳焕晴空朗月，
迓迎霁雪清霄。

原夫日寇启侵犯于奉天，红
军历长征至陕北。蒋家之“进剿”
未终，天皇之“王道”延祟。吾党
审势揆情，烁见英伟。颁“八一宣
言”而振策，止兄弟阋墙；助“西安
兵谏”以息争，促国共联袂。卢沟
桥炮响，平津告急；淞沪战尘嚣，
金陵愧悔。千万众壮心对敌，八
路军猎缨更旆。于是毛
周帷幄运筹，朱彭前线
领队。遣将布局，调兵筑
垒。赫赫兮三大劲旅，兀
立于黄河泰山；威威兮
十万健儿，投身于抗击
保卫。红星焜耀心魂，
大义锤锻锋锐。独立自
主，游击山地以扩营盘；
配合友军，奇袭城乡而斗
妖魅。共缚魔兽之铁蹄，
同净禹甸之云水。

抗战初始，投降派
之扰扰，亡国论之惶
惶。腥风呼啸，昕曙渺
茫。然无畏之锐旅中
坚，请缨出战；优秀之太
行儿女，挺起脊梁。兵
民为本，信念如钢。于
是韬略高超，统驭善战
之前卫；阵法稳健，棋布忠勇之武
装。出没于湖淀密林，战术灵活
机动；植根于草莱热土，作风团结
紧张。纪律严明独一，士气旺盛
无双。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
驱宰豺狼。手榴弹、独角牛，地雷
地道；汉阳造、盒子炮，冷箭冷
枪。壁立千村，积小捷以成大胜；
旗插万仞，偕军民而制猖狂。平
型关首歼板垣之精锐，黄土岭炮
毙阿部之嚣张。响堂铺、雁门关，
战果卓著；抱犊崮、阳明堡，捷报
传扬。粉碎合围“铁网”，崩裂“武
运”久长。戊寅反“九路围攻”，赢
十八失邑复克；庚辰展百团大战，
致三万獍犬夭殇。举沁源围困凌

厉，鼎齐鲁攻势顽强。终引湘鄂
江淮，遍地亮剑；黔桂川豫，全
线刃创。夫演出壮剧，奏响凯
章。狼牙山壮士纵深崖，传英
雄佳话；马本斋司令承母志，图
神州茂昌。呜呼！历八载驰
骋，铸抗战史中流砥柱；十万役
征战，看法西斯上演灭亡。卓
绝而壮烈，苦难而辉煌。功垂千
古，威震五洋焉。

浩浩兮！得炎黄之抚育，钢
铁铸成；经风雨以淳濯，烈火淬
炼。故而信念笃定，征程夷坦。
或仪容儒雅，慎思而冰清；或气宇
轩昂，豪爽而和善。或乐天幽默，
睿智精明；或朴实执着，坚毅果

敢。个个侠骨勇士，人
人忠烈洪范。冒死征
战，只为救国拯民；舍弃
优渥，甘愿赴艰履险。
身先士卒，气冲霄汉。
总司令受任于危难之
秋，效命于喋血之堑。
率决死而从容，受爱戴
则奋勉。战斗整风，建
政生产。文韬走笔通
灵，武略落棋消黯。尤
见亲率二百近卫，阻三
千日军之突袭；鏖战七
十二时，掩友军两部以
逆转。复有彭大将军战
友情深，故人感念。晋
地迎风为朱总巡岗，黎
城忍病使高参病缓。
谋宏猷殚精竭虑，跋涉
于五台、武乡；操胜算沥

胆披肝，奏凯于正太、平汉。左权
参谋长，称反扫荡之楹栋，拼洒热
血以卫中华；怀灭强虏之雄才，留
得英名而冠辽县。嗟夫！如此股
肱林立，正义之纛高悬；百姓攒
拥，地利人和固占。岂能不所向
披靡、天下服叹哉！

复观今之我人民解放军，洵
其主体之扩展，唯其精神而继承。
听党指挥，尚仁尚义；初心不忘，允
恪允诚。坚守防线，爱好和平。先
礼而绝非怯懦，后兵而毫不留情。
小米步枪，已逐日寇；“东风”航母，
何惧敌兵？曩昔强盗骄侵，已被歼
诸丑类；而今中华筑梦，更看气壮
环瀛也。 □石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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