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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洋）5 月 22 日，91
岁的袁隆平老人带着不舍，离开了这个
喧嚣的人世间。

侠之大也，为国为民。当袁老逝世
的消息传出来后，三亚市政协原主席苏
庆兴除了震惊，便是满心的悲痛。

“10 多年前，因为某个农业主题公
园项目与袁老结缘。这10多年来，我先
后撰写了《三亚的光荣与使命》《岁月留
下的痕迹》两本书，记录了袁老与三亚
的‘南繁情’。”5月 23日下午，苏庆兴告
诉记者，袁老勇于钻研的精神，是后辈
专家们学习的榜样，袁老的科研成就，
更是所有水稻研究人员需要攀登的高
峰，同时也是三亚的荣光。

10 多年前，为了推动项目进展，苏
庆兴组团专程到长沙拜访袁老。得知

苏庆兴搜集了自己在三亚研究杂交水
稻的不少素材，袁老十分高兴，还主动
邀约他一起合影。

这张与袁老的合影照片不仅装进了
两本书里，袁老的精神、品格、情怀，具有
超越时空的魅力，已经镌刻进他的心里。
他把这两本书当作礼物送给了袁老。

在袁老半个多世纪的杂交水稻研究
生涯之中，大量的时间在三亚度过。

苏庆兴说，从“书三代”到田园老
农，袁老不忘初心。有些人在取得成绩
后骄傲自满，也有的人保持初心，始终
如一，而袁老正是后者。

——“人工杂交水稻”成功后，袁老
一如既往奔波在田地间，只为取得更好
的成绩。

——不会退休的袁老，生病前在三

亚为观察水稻生长每天都下地；在长沙
住院了，还在关心稻子长势如何。

——袁老身上穿的经常是几十块钱
的衣服，开的车也只是十来万元的那
种，生活上更是极力追求节约，每逢出
现天灾，他会慷慨捐出数十万元。

——从正值年少到白发苍苍，袁老
一辈子都在围着“吃饭”转。

——从吃不饱到留有余粮，老人的
心愿在三亚一步步实现。

苏庆兴说，袁老的科研、贡献以及所
形成或将形成的文化形态，其价值是多
方面的，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甚至是世界
性的。袁老是三亚不可多得的精神财
富和文化源泉，三亚有责任加以深入挖
掘和传承发扬，展示袁老的科技成果，
弘扬袁老的科学精神。

三亚市政协原主席苏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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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三亚的阳光还是一如既往的火辣，站
在槟榔村口的试验田边，望着地里竖着的“中国杂交
水稻发源地”几个大字，周晓东一直哽咽着抹眼泪，
他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个有趣又无私的老人已经走
了。

“本来年后我还准备去看他，但是因为疫情就
在家没出来，谁知道，这就再也见不到了”。虽然
不是袁隆平院士的学生，但认识袁老这十多年来，
田间地头的技术交流，却让他受益匪浅。

2004年，周晓东受部队委派来三亚搞育种，试
验田刚好在袁隆平院士水稻育种基地附近，带着

“追星”的心情，他在师部农场的稻田里终于“堵”
到了课本中的偶像。

“他那时身材比较健壮，问我哪的，我说东北
的，他说我看你像当兵的，我说确实是部队的，他
说好好干，当兵的做事比较认真，一定能成功
的。”说起第一次见袁老的经历，周晓东现在还是
记忆犹新，他说没想到袁老是那么朴素的人，更
没想到对待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会给那么多真
诚的鼓励，还满脸笑容。

和袁老不一样，周晓东主要做“北稻南移”的
常规育种工作，虽然研究方向不同，但每次跟袁
老请教问题，袁老都毫无保留地回答，并且告诉
他，不要怕错，要敢于尝试。

“他说这是过去没人搞的，你试就是了。你我
不是种地的，我们是拿着棍儿在前面开路的，我们
深一脚浅一脚没关系，不要让后面的人这样就
行。”在跟袁老汇报自己想把南方水稻和北方水
稻优势结合起来培育新品种时，老人家开玩笑说
的一席话，至今他还记得。

科研可以放心大胆地干，科研有好有坏，大
不了从头再来，不要听别人说东说西，自己朝着

目标努力就是了。这是袁老对周晓东说得最多
的话，也是袁老对年轻人提得最多的要求，要敢
想，更要脚踏实地地去付诸实践。

周晓东说，袁老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正能量的
“老顽童”，在技术方面对年轻人毫无保留，在生活
中又平易近人，甚至有些小调皮。他还记得在某一
次国家级奖项颁奖晚会前，袁老突然笑眯眯地跟他
小声说，“晓东，你快看，我的股票又涨了。”

音容笑貌还在眼前，但那个爱开玩笑的老人家
却再也不会出现在三亚的试验田里了，那个给无数
年轻育种人指点过迷津的“老顽童”真的走了。
1999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
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
星”，如今他真的化作了天上的星辰，凝望着他牵
挂了一辈子的神州大地。

走在袁老无数次走过的小路上，周晓东特意拔
了几株新抽出的稻穗，他想委托记者带到长沙，带
到袁老的灵前。

“接下来我还是要做好南北方水稻优势结合的
研究，这是袁老给我提过的方向，也是完成袁老先
吃饱后吃好的目标。”在与袁老初遇的这条路上，
周晓东再次说了自己未来的工作方向。他在说给
记者听，仿佛也是在说给袁老听，但这一次，他听
不到那充满湖南口音的鼓励了。

先生千古，精神永存！

周晓东简介：
周晓东，1966 年生，大学本科，全国首届“最美

退役军人”荣誉称号获得者，海南省“拥军模范”
荣誉称号获得者，现为海南华光渔业有限公司总
农艺师，主要从事“北稻南移”工作，经常跟袁隆
平院士在田间进行技术交流。

“北稻南移”育种专家周晓东深情回忆与袁隆平院士过往——

人间少了“老顽童”
天上多颗“启明星”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李栋梁 窦惟康

本报讯（记者 林林）5 月 23 日下午，在
2021 年早造“杂交水稻双季亩产 3000 斤”
崖州湾科技城坝头村试验示范点里，一株株
因奉献而渐渐弯下腰身的稻秧，终于卸下了
重负，将身板放平在田头。丰收后的田洋
里，孤独地站着一个人，他是中国科学院成
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再书。“我非常悲
痛。”朱再书说，在得知“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逝世后，他今天特意
返回示范点，就是想再重温袁老带给他的精
神力量，再一次真实地触碰袁老造就的梦
想。

“海南杂交水稻双季亩产 3000 斤目标
非常有希望完成，袁老却看不到了！”朱再书
无比遗憾。

作为一名从事水稻育种工作长达 20余
年的育种家，朱再书虽从未近距离接触过袁
老，但在他心里，袁老的形象无比亲切。“袁
老是一位德高望重，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
他就是我的精神导师。袁老的离去，是我国
农业科学界、世界农业科学界的巨大损
失。”

朱再书说，虽然上世纪 30 年代就有人
提出水稻杂交优势，但到了袁老这里，才把
这条路走通了，他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让杂交
水稻技术真正大面积利用，转化为巨大生产
力，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
粮食供给作出巨大贡献。“20 年前我辞去

‘铁饭碗’投身水稻育种行业，就是因为袁
老，是他给了我义无反顾的力量，让我狠下

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袁老的精神和故事常常激励我，要相
信梦想的力量。所以对于我而言，袁老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
灯，不断指引我朝着正确的方向做研究。”

“之前因为个人工作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南繁，但去
年一听说有机会加入到袁老‘超优千号’的研究工作中来，我
立马就报了名。”朱再书表示，加入杂交水稻双季亩产 3000
斤攻关项目，其实有一些他个人的小“私心”，那便是为了与
袁老见上一面。朱再书告诉记者，对于每一位为保障粮食安
全而努力的育种科研人员而言，袁老就是“精神支柱”。

“禾下乘凉，稻满全球。袁老的梦想是时候让我们来接
力了。”朱再书饱含深情地说道，“袁老永远是我最敬重的科
学家，我会学习袁老一辈子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己任、奋斗一
生的科研精神，我也将继承袁老的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敬业奉献，继续在三亚这片沃土上，培育更多高产优质水
稻品种，争取让更多的人吃上更好吃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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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袁老，一路走
好！”一声声深情呼唤，一束束致哀鲜花，一
张张真情卡片……5月 23日，在位于三亚师
部农场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
各界人士自发带着鲜花和眷恋来到这里，在
袁老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送他“最后一程”，
此情此景，令人泪目。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捧一束三亚杂交水稻到长沙祭奠。

上午 10 时，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基地
里已收割完的水稻，又长出了新的绿芽。一
批又一批各界人士，陆续来到这里悼念。他
们中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科研人员，有的是
普通市民，有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献上
鲜花，深深地鞠一躬，说一句“袁老，一路走
好!”尽管身份不一样，心情却是一样的悲痛。

在基地门口一侧，人们将鲜花整齐地摆
放，不少花束上贴着卡片，手写着悼念袁老
的字句——“我们无法抵御浪潮，但会永远
记得灯塔！”“袁隆平爷爷：国士无双 精神永
存！千古！”

正午时分，烈日愈烈，哀伤的情绪愈浓。
专程从陵水基地赶来的科研人员熊朝栋哭

了，他手捧鲜花在袁老题字的门口深深地鞠
了一躬，泪水从黝黑的脸上滚落下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他几度哽咽，无法从悲伤的情
绪中缓过来，转身走到一旁直抹眼泪。2019
年中秋那一幕依旧深刻在他的脑海，袁老往
日的音容笑貌还在眼前。他清楚地记得，

“2019年中秋节我正在试验田施肥，袁老突然
走到田间送了我一盒月饼，说‘辛苦了！’”这
件事让他温暖了很久，“袁老平易近人，从不
把自己当大人物，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会好好吃饭。”站在基地门口，来自
北京同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晓东停留了
很久，献上鲜花，深深鞠躬，又驻足了许久。
他的内心是悲痛的，虽然和袁老没有过交
集，但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他为让中国人吃
饱作出的贡献，让刘晓东打心眼里对他充满
了尊敬和爱戴。“这周正好到三亚出差，昨天
听闻袁老去世的噩耗，心情非常悲痛，从新
闻媒体得知，袁老在三亚生活了好多年，于
是今天专门携带鲜花来祭奠他。”刘晓东说，
今后一定会好好珍惜粮食，好好吃饭，告诫
子女要珍视袁爷爷的丰功伟绩，时刻践行光
盘行动。

袁老不仅是育种专家也是育人“大家”。
1988 年出生的基地研究员犹召，是袁老

“弟子”廖翠猛的学生，跟随袁老已有十多
年，无法接受袁老已去的事实。听到噩耗
时，他正在田间，一屁股直接瘫坐在地上，缓
了好一会才从地上坐起来，至今还沉浸在悲
痛中。

袁老对犹召的影响颇深。出身于四川农
村的他，经历过贫穷和吃不饱，小时候跟着
爷爷奶奶种田，收割就是他最开心的事，因
为“那时候就可以吃饱、吃好。”也是那个时
候开始，他知道了一位叫作“袁隆平”的科学
家，知道他的杂交水稻可以让中国人吃饱
饭，梦想的种子也从那时埋进了心里。上大
学他选择了农业相关专业，毕业后于2009年
前往湖南长沙，跟随袁老一干就是十余年。

“袁老师不仅是育种专家，在育人上也是
一个‘大家’，他常告诫我们，做育种必须要
沉下心，你的脚必须要深深地扎进稻田里，
光靠坐办公室、站在田埂上，是育不出好品
种的。”犹召说，作为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
悲痛之余，更应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梦想
而更加努力。

晚风轻拂，基地里的水稻似乎也渐渐进
入了梦乡。也许在那个梦里，水稻长得有高
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谷粒像花生
那么大，袁隆平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

各界人士自
发前往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海
南基地哀悼袁老

5 月 23 日，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三亚各界人士悼念袁隆平院士。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5 月 23 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三亚各界人士自发前来悼念。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手写卡片传真情。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鲜花寄哀思。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