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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梦，那就是不断创新，选育出更好、更

优的水稻品种”

评说

湖南农业大学试验田旁有一口水井。
每年水稻两系不育系选育、繁殖季节，

陈立云就把井水灌到田里， 并拿着一个温
度计测水温。 这是选育水稻两系不育系的
一项基础工作，陈立云一干就是20年。

学生肖应辉被陈立云这股执着认真
劲吸引，转学水稻育种，拜师陈立云。

如今，肖应辉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水稻
育种专家、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我们学校老一辈水稻育种专家康春
林教授，经常去试验田，都是带着两个馒
头，在田间一待一整天。他们的工作作风
对我影响很大。我一直认为，言教重要，身
教更重要。”陈立云说。

唐文帮是陈立云的弟子，每年要随陈
立云到三亚、云南育种，常常一去就是几
个月。 妻子陈桂华看到丈夫常年在外出
差，既不舍又不放心。陈立云知道后，对陈
桂华说：“我培养学生首先是人品培养，其
次才是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我的

学生出差在外，你们放心好了。”
在陈立云的培养下，唐文帮出了很多

成果，也成了知名水稻育种专家。
邓化冰是陈立云的女弟子。 几年前，

灌溉试验田的水质不好，污染严重，像老
师一样常年泡在田间的邓化冰患上了湿
疹，多处皮肤受损，又痒又痛，她依旧坚守
在试验田里……如今，邓化冰成了湖南农
业大学教授、陈立云团队的骨干。

湖南农业大学有个80后的年轻教
授，他就是陈立云的学生雷东阳。陈立云
告诉他：“做我的学生要三不怕： 不怕苦、
不怕累、不怕饿。”

雷东阳牢记着老师这句话，在育种研
究领域很快崭露头角， 取得了不少成果，
成为年轻教师的表率， 荣获2016年第十
届湖南省青年科技奖。

陈立云用“三不怕”精神带出的这支
“陈家军”，已成为杂交水稻育种的重要科
研力量。

3 “做我的学生要三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

从46岁出第一个有影响的成果，到
68岁“产”出65个优良品种，成为育种界
的一个传奇。

“陈老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他
的勤于思考分不开。他搞科研总比别人看
得更远， 想得更深， 他的科研都很接地
气。”邓化冰说。

2010年， 当大家还沉浸在杂交水稻
不断推广的喜悦时，陈立云却呼吁“拯救
杂交水稻”。原来，陈立云发现，随着水稻
传统育秧移栽方式改变为抛秧或直播技
术，每亩杂交水稻用种量较以前多了2至3
倍，而每公斤杂交水稻种子的价格通常在
60至100元之间。因此，种植杂交水稻的
效益下降，农民开始改种常规水稻品种。

杂交水稻的推广是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保障。为了降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成
本，在科研经费不够的情况下，陈立云带

领团队自掏腰包开展研究。他们的目标是
把杂交水稻的种子生产成本降低一半，把
卖到农民手上的杂交水稻种子的价格至
少降低一半。目前，他们在高异交两系不
育系选育和机械化制种研究方面已取得
重大进展。

“当大家都在研究大穗型杂交水稻
时， 陈老师却提出研究多穗型杂交水稻，
当时不太理解。现在明白了，多穗型品种
更稳产，更适合现代农业的轻简化、机械
化生产需求。陈老师培育的C两优系列品
种已推广10多年，推广面积越来越大，就
在于这些品种符合现代水稻耕作方式的
变革。”雷东阳说。

“我还有梦，那就是不断创新，选育出
更好、更优的水稻品种，为农民增产增收
做贡献。”陈立云说。

1 “水稻育种是田间学问，脚上踩泥，才心中有数”

“我不去不放心。”3月24日，刚从
海南三亚选种回来的陈立云，放下行
李，就来到了湖南农业大学水稻研究
所的办公室，开始工作。

今年68岁的他， 消瘦的身材、黝
黑的皮肤、有力的双手，像学者，更像
一名老农。

出生在洞庭湖畔的陈立云，是一
名农家子弟。1972年到湖南农学院
（现湖南农业大学） 农学专业学习，
1975年毕业留校任教， 开始了他长
达40余年的漫漫科研路和教书育人
的生涯。

海南三亚的冬季， 温度较高，可
以种一季水稻，是育种的天堂。

自1975年开始， 陈立云每年像
候鸟一样往返于长沙、三亚之间。

“我们常常是11月去，第二年4
月回来。”陈立云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长沙去三
亚，需坐火车、轮船、汽车……有时，

路上的行程要花一个星期。
湖南农业大学三亚南繁基地，最

初租的几间简陋的农舍，烧饭、打柴、
耕地、插秧……样样事情都是自己动
手。

简陋的农舍， 常常有“不速之
客”。有一天晚上，陈立云被一阵“嗤
呼、嗤呼”的声音吵醒，开灯一看，原
来是一条眼镜蛇钻进了支撑蚊帐的
竹竿中出不来了……

三亚的阳光晒在身上生疼。而陈
立云每天都是顶着朝阳出门，披着晚
霞、满脚是泥地归来。

2014年， 陈立云在云南进行水
稻两系不育系的繁殖试验，一位老农
看着他每天赤着脚在田间忙碌的样
子，感慨地说：“我们到你这年龄都不
下田了， 你一个大教授还在田里忙。
佩服！”

“水稻育种是田间学问，脚上踩
泥，才心中有数。”陈立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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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陈立云是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农业
科学家。

知道他的故事是3年前湖南卫视拍摄
的一个专栏节目 《绝对忠诚》。 镜头中的
他，身材消瘦，两脚沾满泥泞，行走在稻田
间，宛如一株挺拔的水稻。

两年前，在与他的学生肖应辉教授一
次交流中， 肖教授谈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那次拍摄中， 陈立云对电视台记者说，请
不要把我们的工作拍得太辛苦，我希望更
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我们的科研团队，守
护国家粮食安全。

这个细节，让记者很是好奇：他是一
个怎样的人？

在出第一个成果之前， 陈立云在科研
路上默默前行了20年。那时，工资待遇低，
每月36元，常年出差在外，过着比当地农民
还辛苦的生活……是什么让他执着坚持？

“责任和担当。”陈立云回答。
他告诉记者，自己这一代人跟着共和

国一起成长，看着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一天一天强大， 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对党和国家都有着强烈的情感。作为农家

子弟的他，感受
更为深切，是党

和国家的培养上的大学，成了一名教师和
科技工作者， 才有平台取得今天的成绩，
特别感恩，感恩党和国家，感恩好的时代。

参加工作后，湖南农业大学的老一辈
教师，特别能吃苦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对他影响很大。“学
习是潜移默化的， 他们特别能吃苦的精
神， 让我常常思考怎样做学问、 做人、做
事，要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生活
上的艰苦，科研道路上的寂寞，对我来说
是有苦有乐，甚至是乐大于苦。”

如今的陈立云， 依旧每天忘我工作，
并告诫学生：“从事水稻育种研究不过节
不过年。” 他自己有30多个春节没有与家
人团聚。

在陈立云的办公室，记者看到满满一
书柜的工作笔记和荣誉证书。除了科研成
果外， 陈立云还有一项令他骄傲的成果，
那就是他的学生， 都像他一样能吃苦，朴
实勤奋，成绩斐然。

“国家的强大需要每个人努力工作。能
为国家富强、 农民增产增收贡献自己一份

力量，这是我前进的
不竭动力。” 陈立云
说。

陈立云教授是农大教师的优秀代表。 大地般
厚重，农民般质朴，就是陈立云的特质。他始终扎
根土地，心系农民，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把粮
食安全责任扛在肩上， 始终把研究与民生紧密结
合，把研究优质稳产高效的水稻作为一生的追求。

———湖南农业大学校长符少辉
陈立云教授矢志不移，持之以恒，潜心水稻科

学研究。他像候鸟一样辗转于湖南、海南、云南，奔
波于课堂、田野、村庄，不辞辛劳，干着别人不愿干
的活，真正把论文写在了大地。

———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处处长陈光辉
他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对学生，像慈父无私关

怀；对水稻育种，把科研成果无偿贡献给行业 。专
家们说，陈教授积了功德，为两系杂交稻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

———陈立云学生、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唐文帮
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宽容、奉献、坚持。陈老师

强调，科学研究一定要接地气，要耐得住寂寞 ，坐
得了冷板凳。 种子公司除了高产， 更需要的是稳
产；种粮大户不仅要丰收，还要方便高效 。陈老师
心中总是把农民的需要， 把为农民解决生产中的
问题作为研究的第一要务。

———陈立云学生、湖南农业大学教授肖应辉
我出生在农村，家境贫寒。没有陈老师，我的发

展不可能这么顺畅。在科学研究上，陈老师一直用
创新思维和智慧引领着我国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发
展。多年前他提出，随着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水稻生产方式和耕作制度将
发生重大改变， 对杂交水稻的一些农艺性状必然
会 提 出 新
的要求。陈
老 师 很 早
就 开 始 着
手 这 方 面
的研究，所
以，业内同

行说他的做法 “经
常被模仿， 难以被
超越”。

———陈立云学
生、 湖南农业大学
教授雷东阳

陈立云，1949年出生，湖南华容人。杂交
水稻育种专家，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在两系
杂交稻理论创新、不育系及组合选育、两系
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突破和优质三系杂交稻
选育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育成65个水稻
新品种，累计推广近3亿亩，新增效益230亿
元。培养博士后5名，博士生15名，带出了一
支在国内有影响的水稻育种队伍。被评为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教师。

走近科学家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陈立云：

水稻育种领域的“候鸟”

大地般厚重
农民般质朴

手记

两脚沾泥稻花香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吕志 刘启定

在杂交水稻育种研究领域，有一
个人，40余年默默耕耘，育成优良水
稻品种65个。他就是陈立云。

他是杂交水稻育种最早瞄准
优质高产的研究者，是为两系法杂

交水稻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科
学家。

他是学生眼中亦师亦父的引路
人，培养了一支国内知名的水稻育种
专家队伍，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
号。

他的故事有着大地般厚重，农民
般质朴。

生活中吃得苦、耐得住寂寞的
陈立云，在科研攻关的路上，也是
不畏艰苦，勇于创新。

杂交水稻优质与高产矛盾突
出，是长期困扰杂交水稻育种的难
题。陈立云默默攻关了20多年。

“做育种研究就是要耐得住寂
寞，坐得了冷板凳。水稻育种一般
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出成果，
我的第一个有影响的成果是46岁
那年才出的。”陈立云告诉记者。

1996年，经过艰苦攻关，陈立
云选育出我国第一个优质高产两
系法杂交水稻组合培两优288，紧
接着又选育出我国第一个优质香
型三系杂交稻新香优80，破解了杂
交水稻高产与优质的难题。

两系法杂交水稻发展前景广
阔，但制种安全问题，却让育种专
家们头疼不已。特别是一遇到持续
低温天气， 大面积制种厄运难逃，
造成直接损失上亿元的事件时有
发生。

突破这一技术瓶颈！陈立云又
开始了历时22年艰苦攻关，选育出
杂交稻母本“C815S”，不育起点温
度比原来降低了2摄氏度， 耐受低
温的时间长达7天。正是这关键的2
摄氏度，陈立云给两系杂交稻制种
系上了“安全带”。

同时， 他利用全国740多个气

象站点50年的气象资料，研制出最
佳制种基地和时段决策系统，从制
种区域、时间与空间方面解决了两
系杂交水稻制种的安全问题。

杂交稻母本“C815S”不育起点
温度低，制种安全了，但繁殖又成
了一道科研难题。以前的两系杂交
稻母本繁殖，通常采用冷水串灌和
海南“冬繁”。风险大，产量低，颗粒
无收的情况时有发生，且种子纯度
不好。

为此，陈立云及其团队研创出
两系杂交稻母本繁殖基地与时段
计算机智能选择系统，筛选出不育
起点温度22摄氏度的两系不育系
最佳繁殖基地是云南保山。 经试
验，两系杂交稻母本“C815S”的繁
殖产量达亩产500公斤以上， 是海
南繁殖产量的6至7倍。现在，国内
许多种子企业按照他研创的方法
繁殖两系杂交稻母本，都获得了成
功。袁隆平院士等专家对该技术评
价是“对两系杂交水稻的健康快速
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12年，“水稻两用核系C815S
选育及种子生产新技术”获得了国
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袁隆
平院士是元帅，我是干将。干将就
是要干，不干就不是将。”陈立云说
得很诚恳。

2 “袁隆平院士是元帅，我是干将。干将就是
要干，不干就不是将”

� � � � 2014年10月11日，陈立云教授（中）和助手在长沙县江背科研基地查看水稻生
长情况。（资料照片） 何纲跃 摄

� 2014年10月11日，陈立云教授（中）和团队成员一
起查看水稻生长情况。（资料照片） 何纲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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