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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勤

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律师我随江西
德安的当事人来到了湖南长沙。

路上，我心里一直很忐忑，袁隆平，中国的国宝，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美国科学院院士；为
人类做出的贡献可是无人可比，无人不晓啊，见了他，
我怎么和他交谈呢？他会重视我们的谈话吗？

到达时已经下了班。由于事先和秘书有约，
我们的车一到，秘书立即催促，快去、快去 袁老在
办公室等着呢！

三楼最里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一个熟悉又
陌生的老人起身迎接着我们。

啊，家乡人！袁隆平笑盈盈地伸出温暖的手。
“袁老，您好！这是我的律师，也姓袁。”当事

人告诉袁隆平。
“您可是我们袁家的骄傲啊！”我赶忙说。
接着我笑着问：“我该怎么称呼您呢？院士？”

“叫老师吧！”
“老师。”我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果然，后来

与他谈话就自然多了。
坐在了袁隆平老师的身边，他亲切地问着家

乡九江和德安的点点滴滴，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
他的帮助。

约过了半个小时，考虑到他老人家还没有吃
饭，我们准备起身离开，临别时我斗胆请求，说大
家都非常敬慕您，我女儿知道我到您这，她希望能
得到一本您的签名书呢。

“秘书，还有书吗？女儿的名字是？”
女儿名字中的“曦”笔画难写，或许是我写得

也有点潦草，袁隆平老师对照桌上左手边的字典
一笔一画认真写着，真没想他老人家对一个无名

小辈的请求能这么认真和重视。
难得有这个机会，我得寸进尺，继而又问：“能

把您的电话给我吗？”
当事人一惊，直拉我的衣服，说你怎么能要他

的电话呢，他怎么可能接你的电话呢？他应该不
随便就给人家电话的……

正懊悔自己的冒失，没想到，袁隆平老师直接
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报给了我，还说，去走廊打打
看，通不通？

试了几遍都是通的，捎带着他还把两个秘书
的手机号也给了我。

我说：“如再来长沙，我就来找您，可以吗？”
“当然！”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
感觉十分温暖！
我希望能与他合个影，他让我挽着他的胳膊，

当时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与自己家中和蔼慈祥的长
辈在一起。

再次起身告辞时，没想到袁隆平老师拉住我
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哈。一次，我遇到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我问：本家啊，你贵姓啊！袁贵仁说，你都
叫我本家了，还问我贵姓？

哈哈！真是一位睿智又幽默的长者。
吃完饭来到袁隆平老师家门口时，得知他老

人家按惯例已到了球场。进去一看，他正和一帮
年轻人在一起打排球，远远望去，他的精气神真不
像年过八旬的老人。

休息时间他问我：“你们那里没有这种球吧？”
我不假思索答道：“排球有啊。”
他笑着说：“这不是排球是气排球哟！”
啊？掂在手里真的是轻很多，不过规则好像

是一样，不碰真不知道和排球还有区别，要用巧
劲。

次日一早，袁隆平老师要去省里开会，我们一
行去了他家，门口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来自江
西九江，没有多问就让我们进去了。

右边白色的就是袁隆平老师的住宅，里面设施
非常简朴，没有任何高档的家具和陈设，甚至感觉
有些寒酸。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多年前身价就被
评估有 1008个亿的科学泰斗的家哦！

看起来有些气派的庭院和客厅那是根据需要
专门用于接待客人的。客厅布置也比较简单，只
是中央那幅功勋科学家梅花图和两旁挂的国家领
导人和袁隆平老师在一起的照片有些醒目。据夫
人邓则老师介绍，袁隆平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海南
和田里，客厅使用率并不高。

有幸能见到袁隆平老师并到了他的家，主要
是缘于袁老对故乡和家乡人的那份特殊的情感，
从他给我讲的笑话也不难看出，他对家乡、对“本
家”人的厚爱。

5 月 22 日，惊闻袁老仙逝，长沙百姓一路送别
“袁爷爷”情景令我泪目！当时和袁隆平老师在一
起的情景也仿佛就在眼前，因怕打扰到老师，当年
您留给我的电话我并没有拨打，袁老能得到全国
老百姓的爱戴，是缘于乐于奉献，有爱国爱家爱人
类的伟大情怀；是基于执着追求、平易近人、风趣
幽默的优秀品格，国之脊梁，您的丰功伟绩和对人
类的贡献，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家乡人民永远不
会忘记！

衷心祝愿我的本家“老师”袁隆平院士一路走
好，您的音容笑貌我将永铭于心！

我敢说，
您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稻田守望者，
终日不知疲倦地奔波
在阡陌纵横的黄土地上，
把梦想的种子一一悄悄撒下，
哪怕盐碱荒丘
和海边滩涂
也不放过。

天道酬勤，
发芽的种子迅速膨胀衍生，
犹如嗷嗷待哺的新生儿，
一个个在您面前晃悠着可爱的小脑瓜。
寻找快捷成长的秘方，
从此构成了您生活的全部。
晶莹的汗水，
终于被勾兑为一剂特殊的营养液，
让杂交秧苗
顷刻有了刮目相看的味道。
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景象，
好像早已见怪不怪，
连禾下乘凉似乎不再是
一个遥远的梦想。

小满春播时节如约而至，
远离饥饿记忆的人们蓦然发现，
您第一次悄然缺席了
这古老而传统的仪式。
不远处的布谷鸟来回啼叫，
仿佛在反复告诉我们：
您已经把自己变成了
一粒不朽的种子，
深深根植
在富有动感的泥土中……

像收藏邮票、书籍、青铜器一样爱惜。
把米缸里最后一把米收藏起来

国之重器：一粒稻子的基因排列
有五千年的秘诀

“家中有粮，心里不慌”

国士袁隆平先生走后。长沙的雨
一直在下。下到秧田里
下到中国人的心上，都长出杂交水稻
下到禾下乘凉的
——梦想成真

（一粒米饭的重量很轻
14 亿人每日加在一起的分量如山，很重）

告诉家人把米缸里最后一把米收起来
那是先生在世时的呕心之作
还原成谷子有青铜的光芒

怀念先生的背影
无论生前，还是生后
也像是一粒稻种
很想再听到一次，
先生在家书中喊出的那句话

“妈妈，稻子熟了”

我与“袁老师”的一面之缘

近日，全国各地都以不同的方式悼念“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院士，而我追忆与他深情交往的一段往
事，算是献给袁老的一朵小花。

袁老祖籍九江德安，1930 年出生于北平，自幼随
父母在北平、天津、武汉、重庆等地生活，只是在年节
时回老家德安县，与长辈、亲友团聚。随着知名度提
升，他的工作任务和压力越来越大，回家乡的次数就
更少了，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并未减少。据袁院士的
妹妹袁慧芳老师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袁隆
平在南昌开会，临时夜间驱车来到德安袁慧芳家中，
畅谈家常和亲情，交谈的时间比往返的时间还要短，
袁隆平还要连夜赶回南昌。

我因收集九江名人史料，曾数次从九江到德安了
解袁隆平家族、亲人、祖墓等情况，绘编成《袁隆平院
士家族亲缘关系图》，拍摄了袁家的家族墓碑等凝聚
亲情之物。2004 年 9 月 25 日下午 4 时许，袁隆平夫妇
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德安考察访问，受到当地政府和
群众的隆重欢迎，德安的街道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挂
满了欢迎的标语。但这次德安之行只有两个半天的
时间，时间非常紧凑，能列入陪同团近距离接触袁院
士的成员都是经过德安县党政领导认真研究的，而我
这个九江县政协的文史工作者，是临时得到消息，带
着袁院士的资料匆忙赶到德安。我只能来到德安迎
宾馆门外寻找机会设法接近。此时，我在门外看到门
内的九江日报记者宋小勇，便向他喊话。他知道我多
年收集袁隆平资料，便联系让我进门汇报，我向宋记
者说明来意后，他立马联系袁院士的秘书戴牛松同
志，戴秘书见缝插针地寻找机会向袁院士汇报，并得
到袁院士的同意，安排我在晚上记者招待会后与袁院
士作五分钟的简短交谈。

傍晚，在袁院士去拜谒祖墓的乡间小路上，碰巧
袁院士与我走得很近，我便就此机会向袁院士汇报此
前我曾考察过此墓，并绘出袁家的血缘亲缘关系图，
准备晚上记者招待会后面呈给您，袁院士对我的话引
起了重视。

晚上记者招待会上，境内外记者们的热情提问，
超过了预定的时间。散会后袁院士回房休息，还是
有很多记者追到了他的住处，警卫谢绝我追随，但戴
秘书留下了我。轮到我汇报时，我迅速拿出了袁院
士的著作、传记、专访、评论、图片以及祖墓、亲属关
系图等两百余件资料，在场的袁院士和陪同的领导

看到我收集这么多专题资料表示赞许。袁院士最感
兴趣的还是我绘制的袁家亲缘关系图，此图从袁隆
平曾祖父起，往下六代人的家庭亲缘关系图及袁家
家族墓碑照片和碑文，这些资料明晰、直观地反映了
袁院士家族关系。此时，袁院士深沉而感慨地叫来
夫人邓哲共同观看、交谈追思。袁院士还关切地问
我的姓名、工作单位等情况，我一一作答，并向他介
绍了我多年收集、研究 400 多位海内外九江籍名人
著作资料 6000 余件，并编著《九江古今名人传》《九
江名人报》，十多次举办九江名人业绩展览，总结九
江名人共同的思想特点，这对增强九江地缘凝聚力
作用重大，而地缘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起点
和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正在筹建九江名人馆和藏书
协会，想请袁院士为此题词。由于袁院士与我交谈
时间较长，约五十分钟，远超过预定的五分钟，警卫
一再催促我尽快结束谈话，说题字就以后再题。此
时袁院士对警卫说，还是帮他题一幅字，于是我高兴
地拿出纸笔。他认真地写道：“九江古今名人，袁隆
平”，以示对我从事九江名人史料收集、研究工作的
理解、支持。

十多年后，德安县博物馆周馆长为筹建新博物馆
及袁家旧居前往湖南向袁老征集其史料，袁老说让周
馆长找我提供。可见十多年前的会见，袁老仍然记忆
深刻。正因为那次会见，使我更加努力地收集袁老的
著作史料；网上资料虽然丰富，纸质资料也不可代替；
至今我已收集到 600 余件，其中有他早期（七十年代）
研究、推广杂交水稻的资料 20 多件，还有 20 多年来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大报头版头条对袁老
的专访 20余种，目睹于眼，震撼于心。对照他 40多种
文集、传记书，这些史料大部分是他书中没有的内容，
也很珍贵。这对今后深入研究、弘扬袁隆平的学术思
想和科学精神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收集名人资料的原因，我调到九江市史志办
工作，又结识了一些收藏了很多九江名人史料和地方
文献的师友，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于 2018 年世界
读书日在九江文化宫创办了市职工藏书协会和《九江
藏书》报，团结众人，从事袁隆平等九江名人和地方史
料的搜寻、编目、展览、利用，藏书协会（后改名为市职
工文体协会藏书分会）近年所办的首届藏书展及九江
文艺、教育史料展，九江老地图展等展览中都将袁隆平
史料陈列在醒目位置，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我收集了袁隆平专题史料
■ 胡荣彬

■ 罗幸泉

稻田守望者

稻 念
■ 左拾遗

稻子是黄色的
我们的脸色也是
您把两种意象嫁接
然后撒稻成兵
一粒粒金黄的子弹
射向黄脸的饥荒
喂养一个民族
然后又把这种色彩
织成温暖的金丝被
覆盖全人类的梦想

如今，您走了
是乘着一抹阳光走的
您是去天国播种金色的星星
去追赶那轮成熟的太阳
我知道，您还会回来
因为您就是一株成熟饱满的稻穗
长长的根系
永远植在家乡的黄土地上

父亲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时候经常
没有饭吃，吃野菜、啃树皮那都是家常便饭。粮食
在他的心目中比命还重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
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哪有什么
精神追求，成天就是在地里找食，脸朝黄土背朝
天，艰难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略有好转，但还是吃不饱
肚子。正在长身体的父亲每天都是饿得前胸贴后
背，做梦都梦见饭桌上有一碗喷香的白米饭。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地分产到户，情况才渐有起
色，但那时父亲刚刚成家，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家
里张口吃饭的人多了，靠几亩薄田难以维持生计，
加之又在山区，稻谷产量也不高。

父亲爱惜自己的土地，肯下力敢吃苦，在当地
是有名的种粮能手，秋后亩产都要比别人家要高出
近百斤。父亲常挂在嘴里一句话，耘耙底下也长
肥。意思是说，要经常给水稻耘草施肥，促进水稻
的生长。为了能多打粮，父亲起早摸黑，侍弄着自
家的田地。从下种、育秧、耕田、插秧、耘田到守水
收割，倾注了父亲大量的心血，特别是水稻分蘖抽
穗的关键时候，父亲就会给水稻施肥，那时的肥料
基本都是农家肥，父亲从牛栏或猪圈里用粪箕把农

家肥一担担挑到田里，用手沿秧苗间距铺开，再用
脚踩踏在烂泥里。有了底肥，田里的水稻长得油光
发亮，长势喜人，与相邻的稻田形成天壤之别。

尽管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但秋后的收获亩产
不是很高，稻穗上瘪谷比较多。父亲摸着空空如
也的瘪谷，心里也好像掏空了似的，长吁短叹，一
筹莫展。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成，稻谷还有个好收
成，要是碰到刮大风下暴雨等恶劣天气，稻子倒伏
在水里，那真是揪心呀，不及时扶起来，稻谷就会
发芽。碰到这样的情况，父亲就带着全家一起出
动，下田扶稻子，不但人累得筋疲力尽，而且产量
也大打折扣。

那年，父亲兴冲冲从县里拿回家一袋稻谷种
子，宝贝似的对我们说，这是刚研究出来的高产杂
优品种，现在拿回来试种。有了良种，父亲就期盼
着早点开春。天气转暖，父亲就着手育秧，把良种
均匀播种在泥土里，盖上薄膜。一段时间以后，种
子发芽了，长出了嫩绿的秧苗来。犁田、插秧，父
亲就像侍弄襁褓中的婴儿一般，生怕有个闪失影
响了稻谷的生长。把秧苗插到水田里以后，父亲
每天下床的头一件事就是查看田里的秧苗，分蘖
抽穗、扬花灌浆，父亲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片优良

水稻。优良品种就是不一样，稻穗从根兜到梢头
都密实结满了颖壳，颖壳里灌满了浆液，沉甸甸的
稻穗压弯了稻禾。父亲收工回家，心情好的时候
就会在饭桌上向我们介绍田里的优良水稻，不但
结穗多，还有抗旱、抗虫、抗倒伏的优点。言谈中，
父亲喜形于色，好似喝了蜜一般。

收获的季节终于到来了，饱满的稻穗随风摇
曳，“嚯嚯”的镰刀声仿佛带着欢乐，“轰隆隆”的打
谷机也欢畅地转动起来。筛掉禾叶禾秆，过称一
称，乖乖，亩产足足有一千来斤。父亲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是在做梦一般，咧开嘴笑了。

父亲逢人就竖起大拇指夸奖：“ 杂交水稻好
呀，今后再也不会饿肚皮了，多亏了背后的科学
家。”后来父亲从报刊电视上了解到是袁隆平在研
究杂交水稻，心中对这位科学家产生了无比的崇
敬之情。后来袁隆平又推广了三系杂交水稻，亩
产突破了一千公斤，为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在得知袁隆平院士逝世的消息，父亲很难过，
他走出家门。门前的水稻已经开始分蘖，长出了稚
嫩的稻穗，而水稻杂交之父却驾鹤西去，上苍落雨，
青山垂泪。父亲掐了一小把稻穗在手，面西而拜。

那一抹永远的金黄

禾苗抽穗思袁公
■ 江初昕

特刊

■ 袁毓明

胡荣彬收集的袁隆平专题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