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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前往明阳山殡仪馆送别袁隆平

昨日，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人们
来到这里，与袁隆平告别。

上午10时，“杂交水稻之父”、“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的遗体送别仪式在铭德厅开始。

铭德厅门口，挽联写着：功著神州
音容宛在，名垂青史恩泽长存。

哀乐低回。袁隆平躺在鲜花翠柏
中，面容安详。阳光透过天花板的玻璃
洒落在他身上。他穿着红蓝格子衬衫
和深蓝色西装外套，这是他生前最喜欢
的衣服。

袁隆平的遗孀邓则一袭黑衣，坐在
轮椅上。她的头微微侧着，没有朝着遗
体的方向，右手紧紧握住左手，放在大
腿上。她的左手戴着一枚戒指。

10时15分，铭德厅内开始默哀。
吴俊穿着一件衬衣，站在默哀人群

中，衬衣是袁隆平送给他的礼物。这位

“80 后”是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也是袁隆平的弟子。

袁隆平的助理辛业芸，眼圈泛红，始
终沉默地看着邓则的方向，面露担忧。

人们面朝遗体，从右至左绕灵一
周，与邓则等家属握手，一些人缓缓说
出“多保重”。邓则反复说着“谢谢”。

不久后，孩子们推着轮椅，陪着邓
则来到遗体正前方。邓则突然站起身
来，快步走到袁隆平遗体前，跪在地上，
埋头哭泣。

铭德厅外，长沙明阳山仿佛被人潮
淹没。拥挤的人群中，许多人看不清面
容，一眼望去，只能见到一朵朵明黄和
雪白的菊花——人们把手中的鲜花举
过头顶。

70 岁的农民周秀英和家人来到这
里。“知道他走了，一定要来送送他，我
们种田的，对他有感情。”她抹着眼泪

说。
25 岁的青年胡胜涛来到这里。他

早晨7点乘坐高铁从广州赶来，下午就
要返回。10 小时路途，只为深深鞠一
躬。“人太多了，我只在遗像前待了不到
一分钟，可是很值得。”

江苏的母女张秀华、王宇辰，结束
深圳的旅程专程赶来。“90 后”王宇辰
说：“我想和妈妈一起，来向袁爷爷道
别。”

前往殡仪馆的柏油路被人群挤
满。

年轻的外卖骑手，骑着摩托车缓慢
穿行。外卖箱里，有满满一箱金色稻
穗。下单的人来自广东、福建、重庆……

路的左边，身穿蓝色衬衣的“雷锋
车队”举起悼念横幅。一排出租车整齐
停着，车窗玻璃上贴着“免费接送车”字
样。司机刘浩辉说：“上百台出租车自

发组织起来，免费接送从外地赶来的人
们。”

路的右边，42岁的水电工郭庆伟站
在一辆棕色的商务车旁，车里堆满了口
罩。他和朋友买了8000余个口罩，从5
月23日上午9点起为群众免费分发。“昨
晚几乎没合眼，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许多人前往摆放袁隆平遗像的明
阳厅。人山人海，却格外静默。

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妇女半跪在
遗像前，放下一碗青豌豆。这是袁隆平
生前爱吃的菜。她哽咽着说：“您要记
得好好吃啊。”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齐绍
武说：“袁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袁老
一直相信，我们会把杂交水稻事业好好
干下去。我想，他是放心的。”

这一天，长沙气温23℃。科研工作
者说，这是适宜杂交水稻生长的温度。

袁老，一路走好
昨日，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举行

昨日早晨，湖南长沙。
人们向明阳山殡仪馆集聚，送别袁

隆平。
他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

子”。
这粒种子，已深深扎根在百姓心中。
他爱好自由，“上班不打卡，下田最

快乐”。
既是榜样，也是凡人。从家人、同

事的讲述中，记者还原出一些细节，发
现这粒种子的一生，扎根心底的五个人
生“头条”。

（一）
“为什么学农？”
1949 年，高中毕业，在如何填报大

学、专业，袁隆平与父母产生了分歧。
父亲希望他报考重点大学，学理

工、学医。母亲说：“隆平，爸爸的意见
你还是要认真考虑。”

19 岁的袁隆平自有打算。小学一
年级时，他跟着老师去一个园艺场参
观，“桃子结得满树都是、红红的，葡萄
一串一串的，花圃也搞得很好。我说这
个学农才美，我要学农。”

他还想起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
代》。镜头里窗外满是随手可摘的水果，
想喝牛奶，奶牛走过来顺手接一杯……

“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
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

这是从未过过农家生活的袁隆平
执拗的想法。

但他更有道理跟父母争辩：农业多
重要！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
田，人们就不能生存。

他如愿报考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
农学系。跳进“农门”，这是决定人生道
路的“头条”。

有趣的是，大学临近毕业时，他才第
一次真正深入、住进农民家里。“真正的
农村原来又苦又累又脏又穷”，他意识到
少年的梦想，背后竟是美丽的“误会”。

命运使得这粒种子，在西南的“原
野”落地生根。

袁隆平后来说，在那个年代，看到
农民挨饿受穷，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
者，感到自责。

（二）
昨日，原安江农校的20多名师生代

表从怀化来到长沙，呼唤“袁老师，一路
走好”。

袁隆平当回应。在那里，他收获了最
幸福的“头条”。与邓则相遇，偕老终生。

1953年，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省怀
化地区黔阳县安江农校。家庭出身不
好，打扮随意，他也多次相亲过，最后成
了学校的“大龄青年”。

这个场景他时常谈起，1963 年冬
天，热心的同事帮他张罗相亲，他尴尬

地发现对方竟是自己曾经的学生邓则。
印象中，邓则端庄大方，性格温和，

能歌善舞，篮球还打得不错。袁隆平动
了心，鼓起勇气给邓则写了一封情书。

“茫茫苍穹，漫漫岁月，求索的路
上，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酥手；穿越凄
风苦雨，觅尽南北东西，蓦然回首，斯人
却在咫尺中。”

相恋，求婚，邓则爽快答应，两人浪
漫“闪婚”。穿越57载风雨坎坷，亦妻亦
师亦友。

3个孩子、两边的老人，生活的重担
全部都在邓则的身上。

他培育的秧苗被毁，跌跌撞撞回到
家，瘫倒在邓则的怀里。妻子安慰他：

“没关系，顶多是去当农民，我和你一块
去，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就有希望。”

他有了勇气，站起来，找到残存的
秧苗继续培育。

袁隆平多次说：“这辈子最大的幸
福就是在别人都不肯嫁给他的时候，邓
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求婚。”

今天，邓则悲恸，你还会从试验田
里为我写一封情书吗？

（三）
刚到安江农校，袁隆平研究红薯、

西红柿的育种栽培。
3 年困难时期，全国遭遇粮食和副

食品短缺危机。“没有粮食吃，什么事干
不出来，所以我决定从事水稻的研究。”

当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
交”学说垄断着科学界。袁隆平做了许
多试验，依然没有任何头绪，决定改变
方向，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
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研
究水稻杂交。

1963 年，袁隆平通过人工杂交试
验，发现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的现象，
推断水稻具有杂种优势，并认定利用这
一优势是提高产量的一个途径，萌发培
育杂交水稻的念头。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第一
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
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
17卷第4期上。这篇论文首次向世界宣
告，水稻的雄性不育在自然界中是存在
的。这个“头条”引起国内外瞩目，杂交
水稻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开启。

2016 年，在纪念《水稻的雄性不孕
性》发表50周年的座谈会上，袁隆平透
露一件往事，正是《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篇论文，引起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
英的注意，赵石英请示科委领导，给湖
南省科委以及安江农校发函，要他们支
持袁隆平的研究工作。

9年后，袁隆平获得了成功！

（四）
关于水稻杂交创新，袁隆平被问起

人生难忘的节点，他第一个提到的，是
“1973年三系法成功”。

按照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理论，必
须要找到雄性不育系的种子。然而，袁
隆平和团队成员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
合试验，结果却让人灰心：均达不到每
年100%保持不育。

1970年的冬天，袁隆平的学生李必
湖在海南南红农场一处沼泽中发现1株
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

袁隆平欣喜若狂。他将转育出来
的三粒雄性不育种子命名为“野败”，

“三系配套”从此打开了突破口。
李必湖回忆，袁隆平将杂交水稻研

究材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一次，
试验田被淹，他们师徒几人穿着短裤、
赤着胳膊，冒雨抢救，袁老师后来还因
此得了一场重感冒。

“野败”如同稀世珍宝，但袁隆平面
对其他科研人员时却很大方，将“野败”
分送给全国10多家有关单位。当时福
建省科研组的试验秧苗出了问题，他便
把仅有一蔸“野败”第二代不育株挖出
一半送去。

在全国性的协作攻关下，经过3年
时间，我国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三系
配套。

这个“头条”来之不易，却福泽绵长。
1974 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

1976年到1987年，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
积达到 11 亿亩，增产稻谷 1000 亿公
斤。到1995年，袁隆平带领团队历经多
次失败，取得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成功，
比三系法杂交水稻增产5%至10%。

（五）
2019 年 10 月 22 日，第三代杂交水

稻在湖南首次公开测产后组织观摩、评

议。
一早起来，袁隆平突然想到，尽忙

着测产，差点忘了这天是妻子邓则的生
日。在评议会前，“自由散漫”惯了的他
赶紧带着夫人出去买礼物。他幽默地
说，夫人和水稻都很重要。

第三代杂交水稻，被袁隆平看作是
突破亩产1200公斤“天花板”的关键。

他每天都关心天气预报，对水稻生
长念兹在兹。他的孙女说，幼儿园老师
问她爷爷是干什么的？她说，爷爷是天
天看天气预报的。

他的办公室秘书杨耀松说，袁老没
觉得自己应该休息，哪天不让他看一眼
田，他心里就落空了。

前些年，考虑到袁隆平行动不便，
湖南省农科院在袁隆平住宅旁辟出一
块试验田。没曾想，袁隆平起床后的第
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吃早饭，而是
下田。在这次测产前的一个月，9月17
日，袁老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
还在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测产结果出来，虽然亩产1046.3公
斤并不算高，但他信心满满，“第三代杂
交水稻的潜力很大，优势很强，如果配
合好一点的栽培技术，1200公斤完全没
问题！”

这让他感到时不我待：“今后我更
没有时间变老了！”

在海南三亚，袁隆平的团队在这里
找到“野败”，那时他40岁；不到一个月
前，他指导研发的第五期超级杂交稻

“超优千号”在三亚取得好成绩，此时他
已是91岁高龄。

一稻济天下，他将自己写进了历史
的“头条”。

昨日，袁隆平带着“禾下乘凉梦”，
去远方。

袁老，一路走好！

袁隆平，他心底的五个人生“头条”

月全食“邂逅”年度“最大最圆月”，会
擦出怎样的浪漫火花？天文科普专家介
绍，作为本年度最重磅天象之一，5 月 26
日，“月全食+超级月亮”的天文奇景将现
身天宇，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将有
幸欣赏到一轮“超级红月亮”。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津科学技术
馆天文科普专家宋媛媛介绍，月食分为半
影月食、月偏食和月全食，其中月全食最为
好看。在月全食发生过程中，从“食既”到

“生光”之间的这个时段，月球在人们视线
中并不会消失，而是呈现出神秘而优雅的
古铜色，即人们眼中所谓的“红月亮”。

天文预报显示，这次月全食始于北京
时间5月26日16时46分，此时月球开始稍
微阴暗（半影食始）；17时45分，月面开始
有缺（初亏）；19时09分，月球完全进入地
球本影（食既）；19时19分，月球的中心与
地球本影的中心最近（食甚）；19时28分，
月球开始重现光芒（生光）；20时53分，月
球走出地球本影（复圆）；21时51分，月食
现象结束（半影食终）。全部过程历时5小
时零5分，其中本影食历时3小时零8分。
我国除西藏西部、新疆西部以外，其他地区
可见“带食而出”。越往东的地区，看到的
月食越完整，全食持续时间也越长。

巧合是，本次月全食同时也是今年“满
月”中月亮最大的一次，也就是公众所熟知
的“超级月亮”。根据天文精确推算，5 月
26日10时月球过近地点，此时月地距离为
35.7 万千米，比月地平均距离 38.4 万千米
近了2.7万千米，是月球全年距离地球最近
的一刻，此时月亮视直径最大，约为33.46
角分；5月26日19时14分，月亮达到最圆
状态，也称“满月”。

“‘超级月亮’和月全食都不算罕见天
象，但是二者‘合体’则比较罕见，非常值得
公众观赏。”宋媛媛说。

“超级月全食”
明日现身天宇

我国公众可赏一轮“大红月亮”

据美国技术新闻网站“临界点”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5月22日10时35分左右，英
国维珍银河公司一架双体运输机载着“团
结”号太空船从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美国航
天发射场起飞，在距地面约13.4千米的高
空释放“团结”号。

“团结”号内两名飞行员随后启动火
箭发动机，加速至 3 倍音速，数分钟后关
闭发动机。太空船借助惯性继续爬升，于
美东时间 11 时 30 分左右升至最高点、即
距地面约 89 千米处，随后缓慢转向、滑翔
下降，大约 13 分钟后降落在美国航天发
射场跑道。

按照维珍银河公司说法，这次试飞对
升级后的水平稳定器、其他飞行控制装置
和一组机舱摄像头展开评估。这些机舱摄
像头旨在向地面人员提供飞行实时图像。
太空船上还搭载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飞行机会项目”的研究装置。
维珍银河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科尔格

莱齐尔说，公司正式开展太空旅游前还需
至少两次试飞，时间未定。下一次试飞将
搭载4名任务专家。

“团结”号太空船一次可搭载两名机组
人员和 6 名游客，游客将在飞行中体验数
分钟失重感觉，从太空欣赏地球景观。目
前“船票”单价定为25万美元，已有约600
人预订。

维珍银河在实现商业太空旅游之路上
曾遭遇挫折。2014年，太空飞行器“太空船
2 号”试飞时坠毁，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
另一人受重伤。

维珍银河太空船
载人试飞成功

新冠疫情期间，英国看病难的问题恶
化。一项调查显示，如果经由公共医疗系
统预约，一些英国人竟然要等 3 年才能看
上牙。

据英国《泰晤士报》5月24日援引社会
保健监管机构“英格兰健康守护”发布的调
查报告报道，英国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国民
保健制度的一些牙医报告，手头有数千名
患者预约看牙。这些患者有的要等上 3
年，但若愿意将支付费用改为“私人预约”，
一周内就能看上牙医。

报告说，接受调查的 2000 人中，约三
成不得不改为“私人预约”寻求尽快治疗。
还有23%的调查对象取消例行检查，只在
必须接受治疗时看牙。

即使借助公共医疗系统看牙，仍有
27%的调查对象说相关费用令他们捉襟见
肘，有人干脆放弃看牙。在英国国民保健
制度下属医院或诊所看牙，费用在23.8英
镑至 282.8 英镑（约合人民币 216.7 元至
2574元）之间。

受疫情影响，英国从去年6月8日起暂
停普通牙医服务一段时间，其间病情严重
的患者只能到紧急牙医服务中心看牙，接
受包括拔牙在内的有限治疗。

预约等3年
英国疫情期间看牙难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