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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铮和第一亿亩“中黄13”
“中黄 13”品种累计种植面积

达 1 亿亩，是我国大豆育种工作的
标志性重大成果，是大豆产业发展
的里程碑式事件，对调整优化种植
结构、构建合理耕作制度发挥了积
极作用，对满足国内食用大豆消费
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著名大豆遗传育种专家、中
国农科院原院长王连铮研究员选育
的大豆品种“中黄13”，至2018年累
计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

这是近20年来全国仅有的年推
广面积超千万亩的大豆品种、近30
年来唯一累计推广面积超亿亩的大
豆品种，也是唯一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的大豆品种。

近日，“中黄 13”第一亿亩收获
现场会在安徽宿州举行。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余欣荣在现场会上指出，

“中黄13”的育成展现了老一辈育种
家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崇高精
神。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达1亿亩，是
我国大豆育种工作的标志性重大成
果，是大豆产业发展的里程碑式事
件，对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构建合理
耕作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满足
国内食用大豆消费需求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表
示，这既是第一亿亩的产业收获，也
是农业科技的成果收获，更是褒扬
科学家的精神收获。

宿州市是安徽大豆主产区和最
早引进和推广“中黄 13”的地区之
一。提起“中黄13”，宿州市淮河粮
食产业化联合体示范户李勇总有很
多话要说。“这片地是 6月 9日播种
的，生长期间暴雨、高温等灾害天气
多发，超过 35摄氏度的就有 28天，
但‘中黄13’长势依旧很好。”他说。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韩天富介绍：“‘中黄13’大面积
推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品种适应
性广、皮实耐用，农民喜欢种植。自
2002年推广以来，无论何种年景从
未出现过大面积绝产绝收的情况。”

无绝产绝收，更高产稳产。“中
黄 13”在黄淮海地区曾创造亩产
312.37 公斤的单产纪录；在推广面
积最大的安徽省区试平均亩产

202.7公斤，增产16.0%，全部25个试
点均增产，产量位列参试品种首位。

黄淮海地区是几个劳动力输出
大省所处地带。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在过去20年间大量转移到城市。“中
黄13”在9月下旬收获，农民工利用
国庆黄金周回家，收好大豆、种上小
麦，又安心回去工作，正好满足了社
会转型时期农民的需求。

大豆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养地作
物，还是作物轮作换茬中最好的茬
口。在黄淮海地区，大豆为小麦创
造了非常好的前茬，但接下来，小麦
为大豆留下的茬口并不好，特别是
近些年小麦普遍机收，留茬高、秸秆
量巨大，大豆的播种质量非常差，经
常缺苗断垄。

“‘中黄 13’株型很特殊，叶片
大，分枝比较多，即使是在缺苗断垄
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尽快覆盖土地，
有基本的收成。”李勇说。

麦子种好了，留守人口粮食有
保证；家里有豆子，就有豆腐吃，可
以满足蛋白需求。事实上，“中黄
13”的蛋白含量很高，在黄淮南部地
区可达到 45.8%，商品品质好，也非
常适合当地豆制品加工业的发展。

不仅是在记者来到的安徽地区
有大量种植，“中黄13”适应性广，先
后通过国家以及9个省市审定，适宜
种植区域北纬29°~42°，跨三个生态
区、13个纬度，是迄今国内纬度跨度
最大、适应范围最广的大豆主栽品
种。

“以王连铮先生为代表的大豆
科学家，立足国家需求，选育出‘中
黄13’这一优质大豆品种，创造了中
国大豆育种史上多个‘第一’，为稳
定国家大豆产业作出了历史性贡
献。主要体现在育种科学价值大、
保护大豆产业作用大、对豆农增收
贡献大、对绿色生产方式创新大。”
张合成表示。

“‘中黄 13’是普通农民真正需
要的品种。王连铮先生一生务农、
学农、爱农，是人民的育种家。我
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科学家对
人民的感情。”韩天富说道。

1997年，韩天富来到中国农科
院工作时，60多岁的王连铮已从农

科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
的品种选育绝不是指挥别人干，而
是自己干。连司机都说：“我车上
拉的不是高级干部，是高级农民”。

就在那一年，王连铮亲自决选
了大豆品系“中作 975”（“中黄 13”
的小名）。韩天富记得，那年秋季，

“王院长亲自在昌平基地选种，打
着手电筒在晒场脱粒”。

巧合的是，“中黄 13”正是在中
国加入 WTO 的 2001 年通过国家
审定的。“中黄13”的推广一直伴随
着中国大豆产业和进口大豆激烈搏
杀的过程。这个品种和中国大豆产
业一样，不仅没有倒下去，而且发展
壮大，今年累计达到1亿亩。

若按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操作，
上亿亩的品种规模，他应该是亿万
富翁。依照王连铮的贡献，他理所
当然可以享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秉承王连铮所代表的科学精
神，真正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需要更多的青年人对农业科技感兴
趣并加入其中。”中国农科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春明说。

长期以来，作物科学研究所紧
密围绕我国大豆产业发展需求，针
对大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开展大豆重要性状遗传规律研
究和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选育，不
仅在热带大豆适应短日条件的分子
遗传机制等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率先
取得突破，而且培育出一批适合黄
淮海和东北大豆主产区种植的新品
种，开展新品种配套技术集成和展
示示范，为我国的大豆产业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比如，针对黄淮海大豆生产中
存在的播种质量差、秸秆处理困难
等问题，集成8项单项技术，形成黄
淮海夏大豆麦茬免耕覆秸精播栽
培技术模式。该技术可实现大豆
增产 10%以上，水、肥利用率提高
10%以上，亩增收节支60元以上。

在刘春明看来，“作科所特别
骄傲的一点是，真正把我们的工作
跟国家粮食安全、服务乡村振兴、
服务农民增产增收紧密联系在一
起”。

“在大家对中国大豆产业发展

前途非常担心的时候，我们想给
社会大众以信心。”韩天富说道。

他告诉记者，“加入世贸组织
以来，在严酷的市场环境下，黄淮
南部地区的大豆种植不仅没有萎
缩，反而有所扩大，相当于守住了
我们的‘上甘岭’。我们有保证阵
地的杀手锏，就是以‘中黄 13’为
代表的大豆新品种”。

目前，我国食用大豆绝大多数
由国产大豆提供，高蛋白大豆育
种是我国大豆育种的优势和主要
特色。我国已经育成一批蛋白质
含量在 45%以上的高蛋白大豆品
种，个别品种蛋白含量甚至超过
50%。

近年大豆高产典型的涌现，与
栽培技术模式的不断完善和技术
到位率的提高有直接关系。利用
良种良法配套，“中黄 35”在新疆
塔城地区连续四年创亩产超 400
公斤的全国大豆高产典型，2012
年亩产达 421.37 公斤，创造我国大
豆单产纪录。“中黄 35”也是王连
铮选育的大豆品种。

“直到目前，这个高产纪录还
没有人突破。这为未来生产条件
改善以后大豆的株型和超高产栽
培提供了样本，给我们提供了光
明的前景。”韩天富说。王连铮是
非常具有预见性和超前性的科研
工作者，可以说，他不仅服务当

下，也在为未来育种。
以王连铮为代表的团队，针对

中国大豆主产区的情况进行了相
应的品种、技术研究，为中国大豆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未来大豆
产业的提升提供了技术储备。而
说到未来，如何以这样的育种精
神、远见和实践，再为我国大豆科
研的未来谋划一二？

“长期的研发投入不足和特殊
的大豆产业环境，导致我国在大
豆产业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
比存在明显差距。从生产、加工
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均缺乏相应的
技术保障，特别是缺乏从技术研
究到技术应用的载体和桥梁，生
产规模小，技术到位率低，导致我
国大豆总产和单产不高，产业竞
争力较弱。”韩天富说。

专家建议，大力推广禾豆轮作
制度，发挥大豆的生态作用；优化
产业布局，构筑区域竞争优势；调
整产业扶持政策，创造作物间的
公平竞争环境；启动国家大豆科
技振兴计划，围绕大豆产业关键
技术问题进行协作攻关，包括高
产优质大豆品种选育、大豆绿色
提质增效技术研究与集成、县域
大豆高产创建、大豆深加工技术
提升等；倡导健康消费，提高蛋白
利用率。

据《中国科学报》

近日，我国著名隧道及地下工
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离
世，享年 80 岁。去年 9 月，王梦恕
曾因脑出血住院治疗。

王梦恕生于 1938 年 12 月 24
日，于 199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他数十载耕耘铁路工程科技
领域，为促进我国隧道建设技术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梦恕最广为人知的称号是
“高铁院士”。此外，他还被记者亲
切地称为“中国铁路代言人”。这
位以爱说真话著称的科学家，多年
来奔走在许多城市的地铁、隧道论
证会间，频频发表自己的看法。即
便招致质疑和非议，他也始终不改
初衷。

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浙江
省温州市境内发生重大铁路交通
事故，舆论哗然。担任事故调查组

副组长的王梦恕，面对人们对高铁
设备安全性和技术可靠性的质疑
公开发声：“甬温线发生事故的列
车运行速度只有 100 公里/小时左
右，根本与‘高铁’是两码事。事故
原因也并非轨道和机车，而是运行
指挥系统出了问题。”他还直指，某
些人对“高铁”的无理攻击，有推卸
责任之嫌。这些言论迅速将王梦
恕推向风口浪尖。

“在中国高铁这么困难的时
候，包括王先生和我在内，全国站
出来发声的专家没几个。”北京交
通大学教授贾利民对记者说，“我
不知道王先生经历了怎样的舆论
压力，但当时我自己感受到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在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
的最初设计方案中，建筑上方有个
可滑行的顶盖，提出者是全球最著

名的设计师之一。但王梦恕从工
程力学角度核算后，强烈建议取消

“鸟巢”的这一设计——1.8 万吨的
钢材在90米宽的平面滑动，有很大
的安全隐患。“万一掉下来一块，得
砸死多少人？”他联系了另外三位
院士，联名上书国务院，并在全国
两会上一再争取修改方案。最终，
北京奥组委决定取消可开启屋盖、
扩大屋顶开孔。这一建议不仅让
鸟巢更加安全，还节省了 22.3%的
钢材。

2007 年，上海决定建设沪杭
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但一度
受到沿线居民的抵制。老百姓担
心磁悬浮列车带来噪音及辐射污
染，会干扰生活、损害健康。双方
僵持之际，王梦恕经过实地考察，
公开撰文反对磁悬浮项目，说这
只 是 一 种 费 用 高 昂 的“ 城 市 玩

具”。由于观点言辞太过犀利，上
海某媒体要求他亲笔签字才敢发
布这篇文章，王梦恕毫不犹豫地
签上名字。上海一个 160 万人的
社区纷纷复印、分发、传阅这篇文
章。

地铁站该不该安装屏蔽门、
债台高筑的铁路系统要如何改
革、南水北调的隧道规划合不合
理……在这些很多人不想碰、不
愿碰的话题领域，总有王梦恕的
声音高高响起。

直言敢言的王梦恕得罪过不
少人。有人直接说他“几乎代言垄
断了铁路事务领域的一切发言”。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来不是王先生要
垄断言论，而是太多人不敢说、不
想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种
大环境下，敢说话的王先生弥足珍

贵。当然他的很多话也是一家之
言，但科学就应该在不同观点的交
锋中越辩越明。”

贾利民说：“在学术领域，谁也
不能保证说出的话永远正确。但
这种仗义执言、实事求是的风骨，
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之一。”

然而，这位耿直的老人并不像
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难打交道。亲
切、质朴、不端架子、相处轻松愉
快，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

徐飞说：“这两者并不矛盾。
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但都是摆事实
讲道理，从来不会以势压人。”“他
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客观为准
则，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媒、不从
众。”

徐飞说，“中国高铁有今天，少
不了王院士的一份重要贡献。”

据《中国科学报》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前排右三）、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左
一）等领导和专家在“中黄13”第一亿亩收获现场会上。 中国农科院供图

一亿亩“中黄13”

一种科学的精神

守住大豆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