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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长城

让每一寸土地
生产更多小麦

惊蛰时节，气温回暖，河北省辛集市马兰

农场里，2000多个小麦实验小区的麦苗正沐

浴着春光返青生长，郭进考的小麦育种团队

又进入了春管忙碌季。他们要观察不同品种

麦苗的长势和抗寒性，记录成千上万组数据，

沙里淘金般选育小麦“优等生”。

先前培育的“优等生”每年都在交出骄人

“答卷”。2022年夏收，在邢台市南和区阎里

村，专家测评组对50亩节水高产小麦“马兰1

号”高产攻关田进行现场实打实收测产，亩产量

高达863.76公斤，创下全省小麦亩产历史新高。

一面世就惊艳世人的“马兰1号”新品种，

正是由石家庄市农科院、辛集市马兰农场、河

北大地种业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主要育种

人就是郭进考。

谁能想到，作为我国小麦主产区，20世纪

70年代，河北小麦亩产量曾长期在二三百公

斤徘徊。从低产到中高产，再到超高产，河北

小麦亩产量跨越式增长背后，浸透着郭进考

等小麦育种人50年的心血和汗水。

1951年出生在河北一户普通农家的郭进

考，对儿时的深刻记忆是挨饿。“小时候是糠

菜半年粮，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馒头。”郭

进考说，有一次，因肚子饿误食野果，他还昏

迷了两天。

“如果能放开肚子，可劲儿吃白面大馒

头，该多好啊！”怀着这种朴素愿望，郭进考考

进了农校，1973年毕业后分配到刚筹建的石

家庄地区农科所。

刚进农科所大门，郭进考一下子就懵了，

心凉了半截：办公在四面透风的破旧小楼，试

验田是漏水漏肥的滹沱河沙地，很难取得科

学数据。一无育种资源、二无试验设备、三无

研究资金，科研基础薄弱……

“当时，老领导鼓励我说，我们共产党人

就是在一穷二白中强起来的。只要我们有信

心、有决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一番话让郭

进考豁然开朗。

中专毕业，缺知识怎么办？补！利用业

余时间，他“啃”下《育种学》《遗传学》《统计

学》等十多部专著，记下十几万字学习笔记；

没经验怎么办？学！他和同事们像小学生一

样，隔三岔五到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等单

位求取“真经”；没有实验材料怎么办？求！

他们三上西北、四去河南、五到山东、常跑北

京……

哪里有知名小麦专家，郭进考和同事就

去哪里拜访。数十位专家为他们答疑解惑，

上百位同行互通有无，他们收集到500多份

国内外种质资源。

1975年秋，郭进考和三四个同事来到辛

集马兰农场，开始了育种试验。“他们背着行

李，拎着锅碗瓢盆走进了马兰村。我记得他

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到这里安营扎寨，给你

们添麻烦了。”辛集市马兰村村民张尊说。

当时的马兰农场，“土垒屋顶土垒墙，老

鼠进出太平常，蚊蝇跳蚤要成精，夏天漏雨，

冬天透风”，条件特别简陋。郭进考一头扎到

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

夏收时节，农民用镰刀割麦子，他们却要

把麦子一棵棵连根拔出来，白天晾晒，晚上手

工脱粒。一个麦收要脱粒十天半月，每天只

能睡三四个小时。累了，往麦秸上一躺就睡

着了。一个麦收下来，每个人都要掉几斤肉，

脱几层皮。

“郭老师看起来比我们更像农民。”张尊

说，有一次，小麦灌浆时突下大雨，老百姓都

往家里跑，郭进考他们却往雨里冲，到麦地里

盯着麦苗，看哪些生命力最顽强。最后他们

都被淋成了落汤鸡一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8年，郭进考课题组历经十多年培育

的早熟、丰产、耐旱型品种“冀麦26”问世。普

通小麦亩产二三百公斤，“冀麦26”在大面积

种植条件下亩产达400多公斤，短时间内创

下河北推广面积最大、推广速度最快、增产效

益最高的纪录，并迅速推广到北方六省市和

新疆，轰动了半个中国麦区。

郭进考团队再接再厉，又培育出“冀麦

38”“石4185”“马兰1号”品种，亩产量分别超

过了600、700、800公斤，不断刷新着河北高

产纪录。

“科技赋能，郭老师实现了让每一寸土地

生产更多小麦，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得越来越

牢。”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原站长周进宝

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冀麦26”亩产400

多公斤，到2021年新品种“马兰1号”亩产超

过810公斤，30多年时间郭进考团队把河北

小麦单产高产纪录提高了300多公斤。

让每一粒小麦
消耗更少的水

马兰农场节水小麦展厅里，一棵近3米高

的小麦标本格外引人注目。“原来节水小麦的

根系这么发达，难怪可以钻进深层土壤找水

喝。”参观者时常发出这样的惊叹。

马兰农场里有一块“零水试验田”，节水

小麦在这里播种后一遍水也不浇，全靠自然

降水，却能取得亩产近 500 公斤的骄人成

绩。秘密就隐藏在小麦根系里。记者曾在一

个麦收季节看到，这里的麦田挖出了一个3米

深的土坑，土坑旁边尚未收获的节水小麦根

系，已深深扎入土壤2.5米以上。

作为我国小麦主产区，华北平原在小麦

种植上曾经讲究“肥大水勤，不用问人”。然

而，河北是水资源匮乏省份，如何实现既要少

用水，又要多打粮？郭进考意识到，高产品种

多不耐旱，往往产量越高，需要的水就越多。

培育节水高产小麦新品种，对华北平原地下

水恢复和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郭进考在全国率先提出节水小麦育种新

理念，努力“让每一滴水生产更多的粮食”。

就这样，郭进考和同事们在早熟稳产、高产增

量基础上，深入展开节水小麦育种研究。

农业农村部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

家何明琪研究员一直跟随郭进考开展节水小

麦育种工作。他说：“郭老师提出‘小麦水分

调控垂直选择’新方法，告诫我们要像绣花一

样，仔细发现、认真比对，把各项科研数据记

录准确。”育种团队“大海捞针”一般，把具有

抗旱、丰产双基因的品种一一纳入数据库，再

重新进行配对、组合、评分，选出抗旱高产“优

等生”。

通过无数次探索创新，最终，郭进考团队

摸索出“前水后旱，同一世代水旱复合选择”这

一节水高产育种新方法。历经多年不懈努力，

他们培育出节水与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创下

亩产716.7公斤的高产纪录，成为国家标杆品

种，在全国8省（区）推广面积上亿亩，增产小

麦21.2亿公斤，节水量高达16.3亿立方米。

随后，一系列表现更优异的节水抗旱与

稳产高产相结合的小麦新品种相继在马兰农

场问世，结合科学用肥、精细整地、合理用药、

标准化播种、播后镇压等配套技术，实现了

“浇一水保千斤、浇二水一千二”的新突破。

高产与节水相结合，使得“石麦15”“石麦

22”等河北省6个品种被评选为黄淮麦区北

片节水性较好的绿色小麦品种。经河北省主

管部门组织专家连续8年68点次的验收，节

水小麦浇一水亩产均在500公斤以上，最高

达646.7公斤；浇两水亩产590公斤以上，最

高达711.5公斤。

2021年，马兰农场培育的6个“马兰”系

列小麦品种全部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涵盖了节水高产、优质强筋、优

质专用等类型。其中，具有节水、抗倒、抗寒、

高产等特点的超高产节水品种“马兰1号”，在

邯郸市魏县爱耕种植专业合作社千亩示范方

亩产突破800公斤“天花板”，经专家实打实

收，平均亩产超过810公斤。

这是河北小麦首次大面积亩产超过800

公斤，创全省小麦节水高产最高纪录，使河北

小麦最高单产量提高了100公斤。这一品

种，推广1亿亩就可满足1000万人5年的小

麦需求；节水50亿立方米，相当于350个西湖

的储水量。

有了节水品种，昔日农业“用水大户”，今

朝变为“节水先锋”。种植节水高产小麦品种

的农户，如今只需要浇两水左右，就能实现稳

产高产。全省小麦产量不断提高，用水量却

比高峰期减少了一半。这其中，品种在节水

上的贡献率就能占到45%左右。

得益于一系列抗旱节水品种的推广和

“节、引、调、补、蓄、管”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

河北省地下水“大漏斗”得到有效治理，大多

数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位持续回升。最近5

年，河北累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33.1亿立方

米，基本实现采补平衡。

让技术推广
发挥良种几何效应

良种有了，如果没有耕种的“良法”，就会

成为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

近年来，郭进考一直向“绿色高效优质专

用品种+田间系统化管理”进军。2018年，马

兰农场成立了河北省老专家工作站，年近七

旬的郭进考担任站长，不辞辛劳奔波在各地

田间地垄上，他与农民面对面，进行手把手指

导，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机制和产

业化全程服务体系。

在马兰农场大地种业公司，每一袋小麦

种子里，都装有一张与本品种配套的栽培技

术明白纸。这是郭进考立下的“规矩”，繁种

单位要把良法配套技术与良种一起，完整传

授给农民。

这个规矩，源自郭进考与农民的一次

交谈。

有一次，在查看节水小麦长势时，一位农

民告诉郭进考，自家种植的节水小麦没能达

到预期效果。刨根问底后郭进考得知，这位

农民按照普通小麦品种管理方式种植节水小

麦，方法不对头。郭进考说，每一个品种都有

各自特点，光有良种还不够，还要配套推广良

法，才能把品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我眼中的郭进考，一直‘长’在麦田里，

‘长’在自己岗位上。”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原站长周进宝说，郭老师走到哪里都能和

农民打成一片。每到不同地方培训指导，他

都结合当地实际，有所侧重，讲课既有水平又

通俗易懂。农技人员听了有收获，农民听了

很“解渴”，关键是技术推广应用后确实管用。

每到小麦生长期，郭进考都深入各地田

间地头，去把脉问诊、传经送宝，推广传授小

麦管理配套技术。他经常被省内外参观学习

的种粮户团团围住，拿起话筒一讲就是1个多

钟头，站在地里一晒就是大半天。有时候，一

堂田间课讲下来，他能一口气喝下两三碗白

开水。

“群众的问题就是我服务的方向。”郭进

考常把“科学种田”挂在嘴边，在他看来，“新

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和土地集约

化利用都非常重要，这既是帮助农民们精打

细算降本增效，更是为了做好生态农业可持

续发展这篇大文章。

在一些地方，不少农民按照传统做法，一

亩地要播种30斤麦种，甚至更多，这不仅浪

费种子，还容易影响产量。对此，郭进考总是

苦口婆心，努力帮村民扭过思想这道弯儿：

“小麦讲究斤籽万苗，一亩地播25斤麦种，一

棵小麦会生出俩穗，准能保住45万的亩穗数，

1个穗约35个粒重1.4克，一亩地就是630公

斤的产量。”“提高整地质量，播种均匀一些，

一亩地播25斤麦种就行喽！不光省种子，还

能高产！”

郭进考总是说，农业要算大账，能省则省，

节省了就能提升种田效益。每亩地哪怕少浇

一水、节约种子1公斤、增产10公斤，河北

3300万亩小麦，算下来就能节水16亿多立方

米、节约种子3300万公斤、增产3.3亿公斤。

这些年，郭进考培训指导的足迹还延伸

到山东等地。

2021年11月底，郭进考到山东省德州市

宁津县考察小麦苗情。顶着冷风，他和村民

们在麦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看了足足有3个

多小时。摸清楚了麦苗情况，郭进考又和小

麦种植户王书岭等人围绕着田间管理聊了大

半天。

一个山东人，咋跟河北的专家走得这么

近？原来，宁津县土壤中等偏盐碱，种植一般

的小麦品种，亩产很难“破千”。20年前，王书

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引种了郭进考培育的

“石家庄8号”，结果第二年亩产达到550公

斤，较往年多打了100多公斤。这个消息就

像爆炸新闻，在村子里一下子就传开了。

从此，“石麦15”“石麦22”“马兰1号”，郭

进考新育成的品种一问世，王书岭就第一个

抢先试种，并带动周围群众跟着一起种。如

今，当地种植郭进考小麦新品种已逾20万

亩，每年促农增收5100多万元。

多年来，从辛集市马兰农场走向全国的节

水麦种突破7亿斤，推广遍及河北、河南、山东、

山西、陕西、新疆等地，覆盖面积3500多万亩。

让“匠心育种”
成为一生所求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郭进

考淡泊明志，在他的世界里，仿佛只有育种一

件事。一个破草帽，他一戴就是好多年；去地

里，经常步行或者骑上一个电动车。大家都

说，他就是一个农民，而且比普通的农民还辛

苦许多。

20年前发生在藁城市农科所的一件事，

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韩然

仍记忆犹新。“那天，我们正在开会，听见院里

有人吵吵，说有个农民大伯被看门的小伙子

拦下不让进。我出去一看，这哪儿是什么农

民大伯啊，这明明是咱河北省的农业专家郭

进考啊！”

虽然自己不修边幅，但他对育种的事却下

足了“绣花功夫”。郭进考常说，农业科研人员

的腿，应该“长”到地里。只有扎根播种、管理、

收割、脱粒、考种一线，去真正了解每一个环

节，才能得到一手数据，做出来的成果才有效。

2010年秋，郭进考带领团队成员在赵县

种场实施小麦播种，因试验用地肥力不足，便

买了湿牛粪来匀地培肥。牛粪水分高，工人

用铁锹抛洒时大小不一，极不均匀。见此情

形，郭进考说，这大块牛粪不整碎，等小麦播

下去后，肯定会因为肥力不一致出现缺苗断

垄现象，一年辛苦可就白费了啊！

说话间，他就抓起大块的牛粪，用手一点

一点掰开撒出去，还拿起铁锹给工人们示范如

何才能撒匀，脚上和裤腿上都沾满了粪土。当

工人们得知这个黑痩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

进考时，禁不住伸出大拇指悄声说：“这老头还

真厉害，这么大本事的人还干这活儿！”

2021年，秋汛来袭，河北大片麦田因积水

推迟播种。雨刚停，郭进考就深一脚浅一脚

进了麦地，指导农民翻土晾墒，抢时播种。他

紧跟在播种机后面，不时弯下腰，用手指翻开

疏松的土壤查看。一着急，他还单脚踏上播

种机，蹲在上面盯着它工作。

郭进考还提出温热带交替选种模式，成为

第一个去海南省进行小麦育种加代的人，实现

了小麦育种由一年一代变成一年两代。育种

速度提高了，工作量随之增加。由于使用的是

北方培育的麦苗，为提高移栽成活率，郭进考

白天在河北起苗，晚上坐飞机到海南，第二天

一大早下地移栽，披星戴月，风尘仆仆。

有一年，衡水一块麦田因冬季低温导致

严重冻害，需要查找技术原因，周进宝就打电

话向郭进考请教。当时郭进考刚到海南，嗓

音沙哑，非常疲惫。他问了一些细节，查看了

发过去的视频、照片，可还是觉得得到现场才

能准确找出原因。

“郭老师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我这就去机

场，今天赶回去。”周进宝说，他马不停蹄到衡

水查看现场，解决问题后，又连夜赶飞机回到

海南。

“地里再热我也要下地干活，我有基本功

不会中暑。”“农民说好是我最大的精神享

受。”看到自己培育的品种和先进技术被农民

广泛应用，促进增收，是郭进考最高兴的事。

唯独让他感到遗憾的，就是每逢节假日家庭

身份的缺失。

“1989年中秋节傍晚，我们正准备吃饭，

媳妇带着哭腔打来电话问我，‘你都多少个中

秋节没回家看看孩子、跟爹娘一块吃顿团圆

饭了？’当时在场的十几个人都鸦雀无声，默

默低下了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郭进考研究

团队的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原所长史

占良回忆说，当时，郭老师提议，咱们一起朝

月亮磕个头、许一个愿吧，就算是给家人祝

福，给爹娘尽孝了。

天天忙育种不着家，郭进考觉得特别对

不起老母亲。1985年5月的一天，家里捎信

让郭进考回去，等他回到家里，发现母亲正蜷

缩在炕上咳嗽不止，已经病了1个多月了。“我

埋怨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有气无力地说，

‘怕耽误你的工作，我挺挺就过去了’。当时，

我的眼泪唰唰地掉了下来。”郭进考说。把母

亲匆匆送到医院托人护理后，他又奔向马兰

农场。如今，老母亲已离开人世，给郭进考留

下了无尽遗憾。

“忙起来，不知道啥时是周末、啥时是假

期，只记着小麦的生长周期。”郭进考的老伴

对他很理解，小麦就像家人一样，只有走进麦

田，他心里才踏实。

郭进考如今非常注重对科技后备力量的

培养，目前团队培养了国家级专家5人、省管优

秀专家5人。2000年以来引进和培养博士后

2人、博士4人、硕士7人，成为河北省首批小麦

创新团队。团队中5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科研要有哲学思维，育种人不仅要站在

育种的角度，更要站在农业发展的高度看问

题。小麦产业是系统工程，育种处在最前端，

虽然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只是一部分，却是农

业大产业的核心所在，育种人要以小博大，为

产业发展贡献力量。”郭进考说。

5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和技术发明奖，3

次获省长特别奖以及何梁何利基金奖，多次

获全国和省级先进工作者称号，诸多荣誉加

身却不改育种人本色，如今，年过七旬的郭进

考仍然一年四季“长”在田里。

今年，郭进考已经72岁了。“有人问我，你

准备干到什么时候？我国小麦有着5000多

年历史，在它面前，我觉得我还年轻。只要我

这身子骨还能站在麦田里，我还能干得动，我

就会在地里一直干下去。”郭进考说。

“麦痴”五十年的加减乘除

瘦高个子，衣着朴素，发型凌乱，满脸沧桑，在田间地头碰到郭进考，好多人的第一印
象：“这是一位地道的老农民”。

培育小麦新品种33个，累计推广应用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100多亿公斤，节水超130
亿立方米，创造经济效益上百亿元。这是郭进考团队50年育种生涯交出的优异“答卷”。

“麦痴”郭进考是国家小麦专家组顾问、河北省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石家庄市农科院
原院长、河北省小麦育种原首席专家。他用半个世纪的“加减乘除”之道，展现了一名科技
工作者为民育种、为国分忧的初心。最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又将“关于小麦主产区
良种补贴的建议”带到了全国两会上。

乘

除

郭进考郭进考（（左一左一））在麦田中查看小麦长势在麦田中查看小麦长势。。

郭进考郭进考（（右一右一））在麦田中查看小麦苗情在麦田中查看小麦苗情。。

←郭进考站在麦田中。

加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凤双 范世辉 齐雷杰 白明山

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