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稻6号”缘何成杂交水稻“明星”？
经袁隆平推荐，成为我国首个水稻基因测序材料

记者了解到， 里下河农科所的 “明
星”———“扬稻6号”，经袁隆平推荐，成为
我国第一个水稻基因测序材料， 并成为
世界上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基因测序材料
之一， 这也是我国两系杂交水稻最好的
“父本”。它养育出了“扬两优1号”“两优
培九”“丰两优1号”“Y两优1号”。这四大

品种， 位居我国杂交籼稻年推广面积中
的前五位。

正是在袁隆平这些科学家， 以及顾
铭洪、潘学彪等教授专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水稻亩产量不断增收。潘学彪说，上
世纪50年代，最早水稻品种是高秆品种，
每亩产量仅500斤左右；上世纪60年代初

期，半矮秆品种出现，亩产量提升至800
斤左右，但这必须以好田、肥田为前提，
如果是中低产田， 亩产量也不过600—
700斤；1976年， 袁隆平的杂交稻在海南
进行大规模制种；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杂交稻生产水平从亩产量800斤增
长至1000余斤；2014年，超级杂交稻成功
突破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大关。

这意味着， 中国水稻育种已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牢牢地将“饭碗”端在自己
手中。

本报记者 楚楚

扬州组合斩获银牌

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赛昨决双打金牌

本报讯 （记者 孔茜） 昨天，省运会青少年部羽
毛球比赛双打项目全部进入金牌争夺战。扬州男双组
合陈盛和柯景栋不敌苏州组合，获得银牌。

昨天上午，13岁组男双比赛率先开战。 扬州队陈
盛和柯景栋与苏州队王殷杰、张坤重争夺冠军，最终
以16:21落败，获得银牌。走下男双赛场，陈盛、柯景栋
又闯入了13岁组男单的厮杀。遗憾的是，陈盛和柯景
栋不敌南京队朱鸣浩、镇江队孙文铎，无缘冠军争夺。
今天上午，他们将争夺13岁组男单的季军。

在昨天举行的11岁组男子单打半决赛中，扬州小
将张文鑫牢牢抓住对方弱点，猛力扣杀，最终以2:0战
胜无锡小将赵启轩，今天上午张文鑫也将向冠军发起
冲击。

接待就餐人员
破七万人次

自省运会开赛以来，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自5月6日省运会青少
部竞赛开赛以来，截至昨天，我市共接待省运会就
餐人员70754人次，共204274餐次，完成食材快检
8250批次，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昨天，市食药监
局公布了省运会食药安全保障最新数据。

截至8月14日， 全市共出动驻点食品监督员
1627人次， 驻点保障酒店36家。 快检的8250批次
中，检出不合格7批次，不合格食材均已销毁。

当前正值高温季，省运会各类赛事日益密集，
市食药监局要求全体食品驻点监督员， 要以省运
会食品安全保障为中心， 严格驻点保障程序和要
求，加强省运会食品安全保障全过程、全追溯、全
记录管理，奋力冲刺省运会保障零食品安全事件、
零食源性兴奋剂事件、零药源性兴奋剂事件、零举
报投诉事件四项保障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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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科技日报》头版头条刊

登报道《不能遗忘袁隆平，“暂时”也

不行》，直接批驳近日在网上转发的

公号文章《请暂时遗忘袁隆平，我们

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

人们》。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发现，《科

技日报》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中也

包括扬州大学教授潘学彪。他从自

己的专业角度，有力地佐证了“杂交

水稻之父的功绩不容抹杀”。采访

中，记者还了解到，袁隆平曾在扬州

巧解“饭”字。

倡导落实文明礼仪规范
展示城市形象

全市“夹菜用公筷”文明用餐暨清洁卫生
行动现场观摩会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胡俭

吴丹 ） 迎办省运会和省园
博会进入冲刺阶段 ， 全市
“夹菜用公筷” 文明用餐暨
清洁卫生行动现场观摩会
昨举行 。市委常委 、宣传部
部长姜龙出席并讲话。他强
调，举行现场观摩会的目的
主要是再次动员全市上下
认真学习市委全会精神，深
入宣传推进落实 “守规矩
讲礼仪———扬州文明有礼
二十四条”， 着力打造文明
公筷城市名片和清洁卫生
城市新貌，努力以市民文明
素质的新变化和社会文明
的新高度，为成功举办两大
盛会增光添彩，为建设全国
文明城市提质加分。

会议前与会人员分别
现场观摩了景区迎宾馆、虹
桥坊“夹菜用公筷”和“文明
公厕 ” 行动的推行落实情
况， 并听取了经验介绍，随
后与会人员集中交流 ，景
区、旅游局、城管局、旅投集
团等四家单位分别作了交
流发言。

姜龙要求，全市上下要
提高认识 ，坚定信心 ，增强
倡导和落实“文明有礼二十
四条”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创新思路 ，稳步推进 ，抓紧
抓实 “夹菜用公筷 ”文明用
餐行动。要深入宣传发动餐
厅酒店布置宣传海报 、墙
贴 、小桌卡等 ，提醒人们使
用公筷 ， 运用媒体工具充

分、 反复向社会广泛宣传，
形成社会共识，逐步形成文
明习惯。 创新方式方法，即
使只有两个人同桌吃饭，也
要放公筷公勺，也要做到一
菜一勺，要有技巧地劝导客
人使用公筷公勺。坚持以点
带面 ，各级文明单位 、机关
生活服务中心、星级宾馆饭
店要率先普及文明公筷的
要求，把扬城的餐厅打造成
有口皆碑的文明窗口。各部
门 、各单位 、各媒体积极努
力形成部门引导 、 行业响
应 、市民参与 、媒体关注的
良好态势。同时，聚焦公厕，
管住烟头，广泛开展清洁卫
生“四不落地”行动。

姜龙强调，省运会扬州
市筹委会从6月起在全市组
织开展了“喜迎省运会，当好
东道主，全民动起来”大扫除
活动，要求全市上下按照“房
前屋后无死角、 过道楼道无
杂物、公共厕所无脏污、公共
设施无破损、 公共场所无杂
乱、责任包干无盲区”的“六
无” 目标， 迅速进行任务分
解、工作落实。办好省运会和
省园博会是扬州的机遇，弘
扬时代文明新风是共同的责
任。 希望全市上下积极行动
起来， 倡导落实文明礼仪规
范， 把最美好的城市形象展
现出来 ，为 “把人们心目中
的扬州建设好，满足世界人
民对扬州的向往”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 孔茜） 昨天，省
运会青少年部10—11岁组篮球比赛
在广陵体操馆落下帷幕。在昨天的决
赛中， 扬州U10女队力克无锡队，获
得该组别冠军，而扬州U10男队则遭
遇绝杀，屈居亚军。

政 务 速 递《科技日报》头版报道：不能遗忘袁隆平，“暂时”也不行

扬大教授力证
“袁隆平功绩不容抹杀”

“扬稻6号”经袁隆平推荐，成为我国首个水稻基因测序材料
“杂交水稻之父”曾在扬州巧解“饭”字，谈杂交水稻推广

袁隆平曾在扬州
巧解“饭”字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扬州日报》
副总编拾景炎还在扬州大学工作，当
时他曾访谈袁隆平 ， 专访稿件题为
《袁隆平巧解“饭”字》，这个标题的来
由让拾景炎印象深刻。袁隆平先生开
口第一句话就说 ，“中国人造字很讲
究，左为食，右为反，有了充足的食物
天下太平，否则天下大乱。”

访谈中 ，袁隆平先生表示 ，通过
多年推广杂交水稻，让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老百姓吃饱肚子，这是他最引以
骄傲的事。

“杂交稻是我们的特色，在此之前
世界上是没有的。” 潘学彪教授也提
及，杂交水稻在中国推广后，中国也为
东南亚国家制种， 培育适合当地的种
子。如今印尼、斯里兰卡、缅甸、泰国、
柬埔寨、老挝等亚洲国家和一些非洲、
南美洲国家引种我国的杂交水稻，都
获得成功。“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本国
广泛推广中国的杂交水稻， 解决本国
人的吃饭问题。”

为什么说袁隆平给世界水稻定调？
扬大教授潘学彪：“他告诉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值得做。”

袁隆平是我国第一个发现水稻杂种
优势现象的科学家。他在一篇《水稻的雄
性不孕性》文章里，为世界杂交水稻发展
定了调：“杂交水稻研究值得做。”

“三系杂交育种最伟大的贡献，是解
决了思想问题。 袁先生用自己的研究结
果告诉大家 ， 杂交水稻研究是否值得

做。”潘学彪说，袁隆平定了调后，才有人
跟进尝试做亲本选育和杂交种测配试
验。此后，通过技术改进，我国实现了杂
交稻稻谷产量大幅提高并应用于大面积
生产。

令潘学彪心生敬佩的， 还有袁隆平
先生的敏锐洞察力、 超强组织力和坚定

执行力。“1971年找到雄性不育系，1974
年找到三系配套模式，此后成立‘全国杂
交水稻研究协作组’，1976年我国就实现
了三系配套大规模制种。不到6年时间完
成这些工作，速度惊人。”

1987年，潘学彪跟随全国著名的水稻
科学家、曾任扬大校长的顾铭洪教授加入
杂交水稻863计划。“如果没有先生的毅
力，就没有杂交稻的成功。”潘学彪回忆当
时与袁隆平共事的场景说，“试验田就是
他的中心，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
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

◆ 扬州故事 ◆

扬州
渊源

相关精彩内容和视频， 请打开
“一本政经news”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省运会青少年部10—11岁组篮球比赛昨落幕

扬州小将收获一金一银
U10女队强势夺冠，男队惜居第二

昨天下午，U10女子决赛率先
开战，扬州队对战无锡队。几次传
接配合后，扬州队21号谢琪睿直接
上篮得分并加罚一球进框， 以2:0
的比分为扬州队打开局面。两队比
分一直紧咬，扬州队也及时改变战
术。21号谢琪睿不断外线突破上篮
得分，24号万萌则完全掌控了篮板
球。终场哨响，扬州队以16:5的比
分强势碾压对手，获得省运会青少
年部10—11岁组篮球比赛U10女

子组冠军。
在随后进行的U10男队比赛

中，扬州队与常州队也打得十分胶
着。取得了开门红的优势后，扬州
队一度将比分打至6:0。不过，常州
队的实力不容小觑，连续的三分球
进球让常州队很快把比分追平。比
赛只剩下9秒，两队战成平局，但常
州队得到了两个罚球机会。最终扬
州队以 12:13的比分遗憾输掉比
赛，获得亚军。

篮
球

扬州队再摘两金一银两铜
省运会青少年部跆拳道赛程过半———

本报讯 （孔茜） 昨天，省运会青少年部跆拳道赛
程过半，奖牌争夺也进入白热化。在昨天的比赛中，扬
州队小将们继续高歌猛进，再得两金一银两铜。

从晋级赛开始，扬州小将张芙蓉就一直以大比分
获胜。进入决赛，张芙蓉更是展现其实力，与徐州队侯
彦如的对决中，以14：0的绝对优势获胜，获得了16—
17岁组女子63公斤冠军。

14—15岁组男子50公斤比赛的参赛人数是本次
比赛参赛人数最多的组别之一。扬州队钱志豪击败多
名选手后，进入决赛，最终击败南京队韩家乐，摘得一
枚金牌。此外，扬州另一名小将李胜强获14—15岁组
男子70公斤亚军， 沈嘉伟获同级别季军， 刘顺清获
14—15岁组男子50公斤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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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篮球比赛中。王乃驷 乔家明 摄

扬州“北大门”靓丽呈现

高速瘦西湖出入口改造提升工程基本完工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记者昨在启扬高速瘦西湖出口
附近看到，扬州“北大门”———
高速瘦西湖出入口改造提升工
程基本完工，靓丽呈现。

在启扬高速瘦西湖出口的
南侧， 靠近瘦西湖路的地方已
经堆土成山，高低起伏，地上栽
种了绿草。在其东侧，则是园林

式的景观， 其间还点缀着层层
叠叠犹如扬派盆景的景观树，
同时建有用小瓦打造的镂空景
观墙。从镂空景观墙走进去，别
有洞天， 里面不仅建有可以休
息的四方亭，更开挖有小池塘，
建有小石桥。在其北侧，有可以
停放少量车辆的停车位，外地游
客下高速后，可稍作休息。

广陵新城廉政教育强党性
本报讯 （徐铭 吴丹） 近

日， 广陵新城纪工委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廉洁教育活动，进一步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强
化纪检部门监督责任有效落实。

结合“我是党课主讲人”活
动要求， 组织机关支部全体党
员开展专题学习，以《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为题，围绕“全面从严治党”
这一主题， 引导党员干部进一

步明辨是非， 增强防腐拒变的
能力。

组织纪检监察室、 财务结
算中心、 规划建设处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赴泰州高港高新区学
习交流，对标找差谋发展。围绕
“廉政谈话及承诺”“实施过程
监督核查”“廉政回访及评价”
“监督结果运用”等方面，学习
了先进经验和优秀做法， 不断
提升广陵新城项目监管水平。

处处都是园林式景观。孔生 摄

A

B广陵体操馆首次开门迎客获点赞

本次省运会青少年部10—11
岁组篮球比赛在广陵体操馆进行，
该场馆也将在省运会期间承办蹦
床和体操的比赛。本次篮球比赛是
该场馆第一次开门迎客，良好的设
施也获得了多方点赞。

负责广陵体操馆建设的项目
经理高健介绍， 广陵体操馆共分5

层，1层用于商业服务，2层则承担
比赛期间的辅助功能，比如这次比
赛的裁判休息区、 运动员休息室
等。3层是比赛区，4层、5层则是训
练场馆。“考虑到省运会结束后的
用途， 我们在建设场馆时在2层设
置了健身房、瑜伽房等，用于服务
扬州百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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