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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向11家境外
媒体记者，透露了关于杂交稻攻关的最
新成果。他说：“我在一个小时前得知，位
于湖南衡东县的超级水稻示范基地实现
了每公顷16吨的产量。这是我们继云南
个旧、河南信阳后，第三个每公顷产量达
到16吨的百亩超级稻示范地。”

身着红蓝格子衬衫，今年已届85岁
高龄的袁隆平依旧精神矍铄。落座后，他
用流利英文对杂交水稻如数家珍般的介
绍，很快拉近了自己与外媒的距离。

85岁高龄的袁隆平用流利的英语和
记者交流。对于外媒“如何看待对超级稻
的质疑以及高产不高质”的提问，他面带
笑容回答说，有些人因不了解杂交稻，提
出一些疑问，说米质不好、抗病性不强
等，完全可以理解。但世界上十全十美的
事情很少。

袁隆平说，以前，中国还难以解决所

有人的温饱问题，杂交稻研究的首要任务
当然是提高单产、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所以米质好不好不是首先关注的问题。但
现在我们条件好了，要从吃饱转向“吃
好”。顺应这一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做了相
应的战略调整。“就是要让杂交稻既高产
又优质，但绝不能以牺牲产量来保证优
质，现在这点我们已基本做到，杂交水稻
的米质已经达到国家二级优质米标准。”

“良种、良法、良田”被袁隆平视为杂
交稻高产的基础。“中国耕地总体质量不
高，会否影响杂交稻产量？”面对新加坡
联合早报记者的提问，袁隆平表示，中国
正加大力度改造中低良田，相信随着土
壤条件的改善，水稻产量会大幅提升。

据了解，袁隆平目前正在攻关被其
称为水稻“核武器”的品种“超优一千”。
要在“90岁前实现每公顷17吨的目标，90
岁后还要向18吨攻关。”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央广）

袁隆平卸任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将专心做科研

“90岁前实现每公顷17吨”
湖南省政府近日

下发任免文件，免去袁
隆平的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主任职务。记
者从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证实，此次任免
是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作出的，免去行政职务
后，袁隆平仍将继续自
己的科研项目，并负责
具体的科研工作。

26日上午，在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向
11家境外媒体记者，透
露了关于杂交稻攻关的
最新成果。他说：“湖南
衡东县的超级水稻示范
基地实现了每公顷16
吨的产量。”

据悉，袁隆平目前
正在攻关被其称为水
稻“核武器”的第五期
超级稻品种“超优一
千”。他表示要在自己
“90岁前实现每公顷
17吨的目标，90岁后
还要向18吨攻关。”

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出
生于 1930 年，他的研究成果为解决中国乃至
世界的粮食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 2000 年到 2014 年，由袁隆平领衔的团
队总共实现了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
斤到1000公斤的超级稻攻关的四期目标。

2015年，袁隆平院士启动第五期超级稻攻
关试验，在全国41个县开展试验示范，一直忙
不停。“上半年主要在海南三亚杂交水稻基地，
下半年全国各地水稻基地跑，江西就去了两三
趟，还去了云南、河南、重庆等地。”该负责人说。

虽然他已年过八旬，但他一年大部分时间
仍然在田间地头进行实地研究，不仅经常出现
在湖南省各区县的试验田，也经常奔波于海南、
江西等地，甚至今年还到柬埔寨推广超级稻。

自称是“80后”的袁隆平曾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自己不仅是洞庭湖的老麻雀，还要做太
平洋上的海鸥”，毕生精力会全部投入超级杂
交稻的科研与推广。

世界迎来“创一代”
世界创客大会、“下一代”大会接连召开，低龄创客惊艳亮相

近日，有两场全球知名的科技盛会在大西
洋的两端先后举行。其一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
2015年度世界创客大会，其二是在英国伦敦举
行的《连线》杂志2015年度“下一代”大会。

创客大会由科技杂志《Make Zine》于
2006年发起，其座右铭是“地球上最大的表演
秀”，如果你走进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纽约
科技馆”，就会明白这个座右铭的含义：喷火
的仪器、巨大的机器人、炫酷的特斯拉线圈
……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黑客、发明家、工程
师纷纷涌到科技馆，展示各种最先进的创造
发明或构思。

去年的纽约创客大会有8万人参与。而今
年的规模更加庞大，人数超过了9 万。但不论
是哪次创客大会，“年轻创客单元”总是格外引
人关注，因为那里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人们对
发明家、科学家、工程师等的理解，当你以为十
几岁的机器人专家已经足够令人震惊的时候，
八九岁的发明家会再次刷新你的认知。这些年
幼的面孔在高台上侃侃而谈，展示着他们足以
改变世界的创新和构想，这种对比带来的冲击
甚至比发明创造本身还要大。

如果说纽约创客大会还只是越来越关注
年轻的创新者，那么《连线》杂志“下一代”大会
则是专门为12岁到18岁的少年人所举办。这
些十几岁的发明家、软件工程师、企业家们汇
聚在伦敦烟草码头，举办多场专题论坛、讲座
和现场试验活动，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展示着自己初具规模的商业帝国，以激励和引
导更多的少年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这些
年幼的与会者所讨论的内容，或许会刷新人们
对“创业”的认知。在“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研
讨会上，他们探讨灵感、创意、个性、数据、税收
和文书工作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思考如何成功
推出自己的企业、如何引起重视、吸引风投以
及到底几岁才是创业的最佳年龄。这个问题注
定没有标准答案，但他们已取得的成绩却是实
实在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个一个地认识
这些年轻的创新者们。

事迹：发明具备自清洁功能的防护
服，获托马斯·爱迪生发明奖，被载入美
国“全国年轻发明家名人录”。

声音：我希望我的发明能拯救生命。
Mark发明了一种三层防护服，中间

一层上有许多口袋，里面装满了消毒液，
当消毒液被挤压和释放出来后，能够杀
死包括埃博拉病毒在内的任何病毒。保
障了第三层之内穿着者的安全。

Mark是在看到了有关埃博拉疫情的
电视报道后，才萌发了这个念头。“我的
发明应该能够大大降低医护人员感染埃
博拉病毒的几率。”Mark说。

那一年是2014年，他才刚刚8岁。这

一发明为Mark赢得了托马斯·爱迪生发
明奖，他还被载入美国“全国年轻发明家
名人录”。

对于Mark来说，搞发明创造并非什
么新鲜事，埃博拉防护服已经是他的第7
项发明了。Mark 从 3 岁就已经开始搞一
些小发明创造，例如车载雨伞机械臂等。

“他有着非常具体的技术（步骤）来
实现他的想法，”Mark的父亲鲍里斯说，

“他不止于想到一些东西。他有一种特定
的模式，但有时候也行不通。”

Mark的妈妈柏妮思指出，Mark非常
专注：“他会一耗数小时，他是个很执着
的孩子。”

事迹：欧洲最年轻的 APP 开发者，9
岁已自学编程，目前开发出多款受欢迎
的游戏并创办了3家公司。

声音：不要让你的年龄成为你的阻力。
被称为“欧洲最年轻的 APP 开发

者”，他想鼓励其他年轻人都参与到科技

中来。“作为一名年幼的企业家，也有缺
点，有时人们不会认真对待你。但你还是
要起步。虽然年幼，但也要知道自己想要
做什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如果你知
道你想做什么，不要让你的年龄成为你
的阻力。”

事迹：13 岁就编写出图像处理算法
帮医生诊断脑肿瘤，14岁研制出先进救
援机器人并获谷歌大奖。

声音：科学是推动世界的唯一途径。

“科学是推动世界的唯一途径……
世界并不完美，我们需要精益求精，科学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Mihir Gari-
mella在接受采访时说。

事迹：发 明 远 程 照 顾 宠 物 设 备
iCPooch 并 创 建 公 司 ，还 获 得 天 使
投资。

声音：持续告诉年轻人他们能做到。
当被问及如何鼓励周围的年轻人

去 解 决 问 题 、进 行 发 明 和 创 新 时 ，
Brooke建议：“持续告诉他们，他们能做
到。帮助他们考虑新的解决方案。给予
他们鼓励。”

据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

湖南省人民政府9月28日发布的一则任免
通知显示，现年8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卸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
任，由现任党委书记罗闰良兼任中心主任一职。

罗闰良出生于1957年5月，湖南岳阳人，中
共党员，理学硕士，研究员，曾任小学和大学教
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科研处长，主
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副书记。2012年6月，罗闰
良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位于湖南省长沙
市马坡岭，建于1984年，1995年以其为依托成
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中心
之前一直由袁隆平院士担任主任。

记者查阅发现，2015年8月17日袁隆平的
名字还以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身份出现在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
务报告上，未有变化。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袁隆平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
任一职，是响应国家学科带头人不担任行政职
务的政策，但在杂交水稻研究上，袁院士还将
在水稻科研上带领大家工作。

事迹：发现大幅提高农作物产量的
方法，获谷歌科学挑战赛冠军，入选《时
代》“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25名少年”。

声音：现在就开始！
Emer Hickey 和 Ciara Judge 今年才

16岁，但是她们已经获得了一系列科学
大奖，包括曾在一个欧洲范围的比赛中
击败了不少大学生，以及获得“谷歌科

学挑战赛”全球冠军。此外她们还被《时
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25名
少年（之二）。两人还开创了一家公司，
以推动科学发展和研究如何更好地种
植农作物。

“我们相信年轻人可以做任何事
情，”Ciara Judge 说，“我们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

85岁杂交水稻之父卸任

毕生精力投入超级杂交稻
最新成果每公顷产量16吨

9岁男童已有7项发明

年龄：9岁

已创办3家公司的15岁程序员

婴儿潮一代、Y一代、千禧一
代、触屏一代……一直以来，各个
世代都是以出生年份来划分，但如
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创
一代”，这个群体中，既有八九岁的
儿童，又有三四十岁的青壮年，而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在于“创”，他们
是发明家、创客，是这个时代的创
新者，也是最有潜力公司的创建
人，他们的智慧和发明创造正在推
动和改变着整个世界。

人 物

年龄：15岁

Mark Leschinsky

Jordan Casey

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年龄：15岁

Mihir Garimella

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少年

年龄：16岁

Emer Hickey
&Ciara Judge

年龄：15岁

Brooke Martin

把发明创造做成一门生意

人社部回应
国考为何大幅扩招

针对今年“国考”大幅扩招，计划
招录人数和增幅创历史新高的原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
忠昨日回应称，这主要是因为几个系
统人数比较多的中央直属机构，由于
历史原因今年到达退休年龄的人数比
较集中，所以很多岗位需要补充较多
新生力量。

在 27 日举行的人社部 2015 年第
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李忠介绍，今年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计划招录 2.7
万余名公务员，这是组织招考以来招
考计划人数最多的一年。

据了解，今年“国考”计划招录人
数与去年相比，增加了 5500 多人，增
幅约25%，不仅人数增加最多，增幅也
最大。

“所有这些招录计划都严格控制
在中央核定的编制限额内，没有超编
制招人情况。在全部招录计划中，县区
级以下职位招录计划占 78%，所以这
次公务员招考也充分体现了重视基
层、充实一线的用人导向。”李忠说。

截至26日18时，2016年度中央机关
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网上报名和资
格审查工作已全部结束，共有199.8万人
次网上报名，139.46万人通过了用人单
位的资格审查，较去年的140.9万人减少
了1.44万，同比减少了1%。

李忠表示，今年招考和往年相比，
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突出了重
视基层的用人导向；二是进一步降低
了艰苦边远地区用人的门槛，去年中
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公
务员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艰苦边
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的
意见》，今年招考已体现出这方面特
点；三是在实行分级分类考试方面做
了进一步探索；四是进一步加大考试
作弊行为的打击力度。新修改的刑
法，将包括公务员录用考试在内的国
家考试中组织实施作弊的行为列入刑
事犯罪范畴，今年将以此为契机，加大
打击力度。 （新华社）

美国大选：
杰布选情告急
布什家族全员出动拉票

现实永远比想象中残酷。美国前
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原本被视
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的大热
门，但因强劲对手的围追堵截，他在民
调中一直落后、竞选前景堪忧。所幸，
杰布还有一个坚实而强大的后盾——
声名显赫的布什家族。据美国媒体10
月 26 日报道，日前，杰布的父亲老布
什和哥哥小布什齐齐现身筹款活动，
希望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扭转杰布的竞
选颓势，助其续写家族传奇。

25日，布什家族举办了一场为期
两天的竞选筹款活动，邀请 150 名潜
在大额捐赠者前来助杰布一臂之力。
在酒店总统套房里，杰布的母亲芭芭
拉与来宾们握手、感谢他们冒雨前来，
已经 91 岁高龄的老布什当晚在鸡尾
酒会上举杯致辞，希望这些财大气粗
的来宾们能够豪笔一挥、给予儿子更
大的支持。26 日上午，小布什回答与
会者提问，期望重燃金主们对于杰布
赢得党内初选的信心。

除此之外，活动结束前，主办方还
安排来宾们与两位美国前总统（老布
什和小布什）以及杰布合影。而每位参
会者据称需要为这两天丰富的日程安
排支付10万美元。

在筹款晚宴上，杰布向 150 位来
宾表示感谢，表明自己有击败对手、赢
得竞选的实力和决心。“听上去像是他
当前所处的竞选局势相当不错，”一名
来自迈阿密的捐赠者表示，“感觉此前
的阴霾一扫而光。”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杰布 6 月宣
布参加 2016 年总统大选时的确势如
破竹，在第一个月内筹得数目惊人的
竞选资金，他被视作代表共和党角逐
总统宝座的最热门人选。如今 4 个多
月过去了，杰布原本的领先优势丧失
殆尽，在民调中支持率落后，被对手唐
纳德·特朗普和本·卡森抛离。最近，杰
布的竞选团队更是被爆大幅裁员减
薪。这些负面消息极大打击了“投资
者”的信心。

报道称，在此背景下，布什家族合
全家之力举办的这次筹款活动实为一
场“救援行动”，目的是拯救一名眼见
无法继承家族威望、续写总统传奇的
竞选人于颓势。

那么，筹款活动的实际效果如何
呢？虽然有两位前总统站台背书，但仍
旧未能打消捐赠者对于杰布未来竞选
方向的疑虑。“虽然被不少人告知前景
光明，但我们读的是同一份报纸、看的
是同一份民调结果，我们很清楚杰布
现时面临的局势很艰难。有许多我们
原以为会签出支票的人并没有这么
做，”一名参会的捐赠者说，“从某些方
面来说，我们来参加活动是为了看到
杰布还是拥有众多支持者，给自己吃
一剂安心药。” （中国日报）

袁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