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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啊！”11月
2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堆满仪器的实验室见
到了赵炳然，他和团队成员正在观察
秧苗。

从以前跟着老师袁隆平看，到现
在带着助手看； 从一个农学“门外
汉”， 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科研
处处长……时间一晃过去33年。

“门外汉”闯进了农田

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
斤！11月3日，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通报了
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剃着平头的赵炳然，坐在老师袁
隆平的右侧，思路清晰地回答着记者
的提问。

“不知跑了多少次试验田， 光衡
南的实验基地我就去了6趟。”55岁
的赵炳然告诉记者，自己并不算“科
班出身”。1987年从四川大学遗传学
专业毕业，由于成绩优异，当时22岁
的赵炳然得到了难得的留校任教机
会，然而，他犹豫了。

“我想到小时候， 每到过年前
一个月，我娘就要开始发愁，去哪
里借米过年。” 想到自己在资江大
堤上对同受饥饿之苦的童年伙伴
吹过的牛———让大家以后有吃不完
的米饭……22岁的小赵心里，一粒水
稻的种子悄然发芽了。

放弃留校，袁隆平所在的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成了赵炳然的首选。

只走“独木桥”，不走“阳关道”

“袁老一直教导我们， 科研走的
是‘独木桥’，不是‘阳关道’。”赵炳然
说，在袁隆平的耳濡目染下，自己在

选择攻克科研难题时有了一个标准：
人家做的我不做，容易做的我不做。

2013年，湖南“镉大米”事件引
发舆论哗然，眼看着粮食产量不断提
升，粮食质量却拉响警报，赵炳然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 改造稻谷基因，让
大米拒绝吸收或少吸收土壤中的镉，
成为攻克的突破口。

满当当的计划表，一叠叠的实验
报告，4年无休。2017年，赵炳然团队
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研
发出第一代低镉水稻品种。

推开科研技术之窗，风景更美

基因编辑等先进分子技术，从根
本上还是美国的东西，是否会因此对
我国作物基因种植创新方法进行技
术垄断？

“突破了外国技术的牵制， 就能
形成自己的产业创新。” 赵炳然所说
的自己的东西是———理化诱变。通俗
地说，就是不再人为编辑基因，而是
用自然的方式，“引诱”品种自行“基
因突变”成人们想要的样子。

2019年， 分子检测实验室里一
台测序仪见证了这一刻。团队用理化
诱变突变体靶向筛选这一原始创新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让一粒水稻种子
自动“进化”，拥有了拒绝吸收镉污染
的能力。

赵炳然说，2至3年的繁育期和稳
定期过后，这一技术有望在“十四五”
期间在全省进行推广。

记者笑问，33年前的“小赵”追问
的工作的意义，如今想清楚了吗？“为
粮食产量和质量安全‘保驾护航’，就
是我工作的意义。” 赵炳然笑呵呵地
说，“和我年轻有力的团队一起努力，
推开科研技术之窗，这边风景更美。”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龚正伟

会上，省委常委、省军区
政委冯毅宣读了我省受全国
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名单和省
第十届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决
定。长沙市、会同县等38个市
(县)分别被命名为全国、全省
双拥模范城 (县)；永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人民
解放军96831部队等50个双拥
模范单位和汤瑞仁、傅春林等
50名双拥模范个人受到表彰。
（受表彰名单请扫报眉二维码）

会见中，许达哲、毛伟明
向受到命名表彰的全国、全省
双拥模范城 (县)、双拥模范单
位和个人表示祝贺，向驻湘解
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
预备役人员， 向全省烈军属、
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向双拥工
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
候。许达哲说，湖南是一片充
满红色印记的热土， 历来有
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的优良
传统。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
门和驻湘部队把双拥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 、
抓在手上， 推动双拥工作在
巩固中提高、在创新中发展，
“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氛围更
加浓厚。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
看天下谁能敌。当前，我们正
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
点，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 我们要坚持军地合力、军
民同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坚
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全省
各级各部门要站位全局思考、

谋划和推进双拥工作，动员和
激励广大军民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
讲话精神，军民携手奋力谱写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要把
兴武强军与兴湘富民有机统
一起来，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
大事，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要坚持带着感情和责
任做好双拥工作，倾力服务部
队备战打仗，倾情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倾心解决广大官
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让关
心国防、支持军队、尊崇军人
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
觉行动，凝聚军民同心合力的
强大正能量。

全省第十届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召开 许达哲强调

把兴武强军与兴湘富民有机统一起来

本报11月25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书记许达哲主持召开
我省“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
情况汇报会。他强调，修改完
善“十四五”规划建议，要坚持
把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转化为推动湖南未来发展
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体现
对全省发展大局的思考，体现
战略性、方向性、引领性，确保
规划建议可细化、 可操作、能
落地。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
组书记毛伟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

省领导乌兰 、 谢建辉 、
张剑飞出席。

许达哲充分肯定了起草
组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进
一步修改完善“十四五”规划
建议。 要坚持把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实
践要求与湖南的阶段性发展

特征和区域性特点结合起来。
要坚持把融入国家战略、服务
“国之大者”与发挥湖南优势、
体现湖南特色结合起来，从湖
南的基础、特色、潜力出发，把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培育
新发展动能结合起来，把振兴
实体经济与打造国家重要先
进制造业高地结合起来，把打
好核心关键技术攻坚战与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结合起来，把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与湖南优化区域经
济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
起来，把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作贡献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结合起来。要坚持把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
实事结合起来，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
各项“急难愁盼”问题。要把宏
观谋划和微观把握、大局思考
与具体措施结合起来，把握好

宏观与微观、 短期与长远、定
性和定量的平衡点，确保规划
建议可细化、可操作、能落地。

毛伟明说，“十三五”湖南
的发展活力充沛、 生机勃勃，
呈现出良好的态势、走势和趋
势，为“十四五”发展奠定了良
好基础。毛伟明建议，要实践
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抓好制高点，抢占产业、技术、
人才制高点，培育前端、尖端、
高端产业；抓好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 握紧拳头、突
出重点，聚焦再聚焦、凝聚再
凝聚；抓好系统思维，坚持国
际视野，衔接好国家部委重大
规划， 促进省内专项规划、区
域规划、 空间规划相协调，做
到全省“一盘棋”。

会议听取了我省“十四
五”规划建议等有关材料起草
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提出意
见建议。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孙敏坚

许达哲主持召开我省“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情况汇报会强调

确保规划建议可细化可操作能落地

11月25日上午，湖南省第十届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
会在长沙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达哲会见受表彰代表。省委副
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出席大会并讲话。

省领导乌兰、王少峰、张剑飞、冯毅、张宏森、刘莲玉、谢卫江、戴道晋、许凤元出席。

毛伟明说， 湖南是一座没
有围墙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
馆，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
优良传统。近年来，全省各级党
委、 政府和驻湘部队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
作的重要论述， 持续深化双拥
共建，有效巩固了“同呼吸、共
命运、 心连心” 的军政军民关
系。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切

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
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军
民同心、军地合力，不断巩固
扩大双拥工作成果。要聚焦强
军目标、强化服务保障，配合
做好军队建设改革、全面做好
拥军支前工作，着力解决“三
后”问题。要聚焦为民服务、助
力地方发展，在产业发展中贡
献力量， 在乡村振兴中贡献力
量，在重大任务中贡献力量。要

聚焦产业融合、推动共建共享，
加快发展相关产业， 加快优化
保障体系，加快提高质量效益。
要加强统筹、深化改革，在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示范引领、创新
活动形式上发力， 主要负责同
志带头抓、 各成员单位齐抓共
管，落实“六送”要求，讲好双拥
故事，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开创
双拥工作新局面。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孙敏坚

把兴武强军与兴湘富民有机统一起来

湖南是一座没有围墙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赵炳然：护航粮食安全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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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名湖南省2020年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刚从北京载誉
归来，今天又有498名湖南省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将受到表彰。
他们敢于创造、勇于奋斗，在平凡

岗位上做出了非凡的业绩。他们是我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先
进人物，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劳模精神耀三
湘”专栏，集中报道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颂扬伟大的劳模精神。

11月25日，赵炳然（中）和团队成员在光照培养室观察低镉秧苗。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