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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水稻如何在成都

9月15日，全国“最美奋斗者”建
议人选开始公示，其中21人来自四
川或者为四川作出杰出贡献。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为隆重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
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
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联合部署在全国城乡开
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评
选表彰70年来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
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目前活
动进入公示阶段。

活动自6月中旬启动，产生300
名“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包括278
名个人，22个集体。公示时间从2019
年9月15日起，至9月20日止。

马善祥 四川隆昌人，重庆市江
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老马工作室”负责人。
王瑛 四川巴中人，生前系四川

省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王顺友 四川木里人，四川省凉

山州邮政公司副调研员，木里县邮
政公司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兰辉 四川北川人，生前系四川
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副县长。

甘远志 四川广安人，生前系海
南日报社经济部主任记者。

刘传健 重庆市人，四川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飞行技术管理部副总经
理、党支部书记。

刘厚彬 四川威远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司法局皮
山农场司法所所长。

李林森 四川宣汉人，生前系四
川省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桂林、陆建芬夫妇 李桂林，
四川汉源人；陆建芬，四川汉源人。
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在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
村小学坚守了29年。

邱少云 四川铜梁人，1949年
12月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九连
战士。

邱光华 四川茂县人，1974年
4月入伍，生前系陆航某团副师
职特级飞行员，四种气象飞行指
挥员。

闵恩泽 四川成都人，生前系石
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副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化工催化
剂专家。

其美多吉 四川德格人，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驾
押组组长。

胡仁宇 浙江江山人，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黄继光 四川中江人，生前系中
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一三五团二营
通信员。

蒋佳冀 四川成都人，1999年8
月入伍，空军航空兵某部部队长。

谢彬蓉 重庆忠县人，四川省美
姑县瓦古乡扎甘洛村支教志愿者。

赖宁 四川石棉人，生前系四
川省石棉县石棉中学初中二年级
学生。

谭千秋 湖南祁东人，生前系四
川省绵竹市东汽中学学生工作处主
任，四川省特级教师。

鲜学福 四川阆中人，重庆大学
采矿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据新华社 综合川报观察

大型预警机作为空中领队机梯队
的长机，率领磅礴的机群划破长空，3
架歼-20、5 架歼-16、30 架歼-11B 组
成的歼击机梯队呼啸而来……这一
次，这种震撼的场景，并非在祖国的蓝
天，而是在两张长方形的桌子上，气势
奔腾，栩栩如生。因为对折纸和飞机的
热爱，75 岁的成都老人许树全，40 年
来用废纸折叠出中国空军各种机型，
在国庆节前夕，老人将现存上千架纸
飞机展示了出来，以此向祖国和中国
空军献礼，他说，在弘扬折纸艺术的同
时，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国空军，提
升民族自豪感。

40年心血折出空中编队
献礼新中国70年国庆

时隔多年之后，已经75岁的许树
全老人再次出现在媒体的视野中，尽
管头发已经花白，但不变的是对折纸
的坚持和对飞机的热爱。

9月15日，赶在国庆节来临前，老
人将 40 年来用废纸折叠出的中国空
军各种机型拿了出来，摆上了两张大
长桌子，中国各个系列的歼击机、运输
机、预警机、客机……琳琅满目，有如
精巧的艺术品。而上千只纸飞机，在老
人的折纸生涯中，也只能算屈指可数
的一小部分。

尽管都是用废纸，但他的飞机却
与现实中中国空军的各种机型貌合神
不离。老人拿起一只“歼10战斗机”递
给记者，翼身融合，主翼与机身中部结
合处的曲面，不仅外形酷似，辨识度也
很高。“这是我现在折的最成熟的机

型。”许树全说。
在安静的工作室里，上千飞机布

局，老人还用数十架预警机拍出了“70”
的图案，“在这个重要的节日，拿出来玩
一下，也算是一个纪念，上一次摆这么
多飞机，还是60周年国庆的时候。”

从小就对折纸产生兴趣
折飞机依旧是每天必做的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空军成立 70 周
年，9月3日，中国空军发布励志宣传
片《蓝天有我 感恩有您》，首次展示空
军歼-20战机7机同框飞行画面。

“我的进度慢了。”自觉还没有将
“歼 20”折完美的许树全既焦急又兴

奋，尽管年事已高，但折飞机依旧是每
天必做的事。老人说，在上小学一年级
的时候，看到同学折了一只纸飞机，从
此对折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专毕
业之后，他被分到了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国营132厂”）
的成飞小学当老师。教书之余，折纸和
飞机，就此伴随了许树全40年。“在这
片航空城生活几十年，从没有离开过。
每天都会看到飞机，听到飞机，太熟悉
了，慢慢地也有了感情。”

歼10刚刚公开亮相的时候，许树全
天天在报纸上、网上找图片研究，仔细观
察飞机的外形特征，还和学校孩子一起
进厂近距离观看飞机。“足足花了好几年
的时间，才能准确折出。”老人回忆。

因为这种热爱，许树全还得到了

“歼 10”战斗机首飞飞行员雷强的建
议，经过了改造的“歼 10”，更加符合
飞机真实形态。

希望纸飞机“飞”得更高
让全民感受艺术和民族自豪感

除了飞机，许树全也会折各种动
物，其中尤以马最多。他根据每年的属
相，折成了十二生肖大合集。在“一带
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老人又折叠了
数匹骆驼，粘贴在画板上，纸到了他手
中，就瞬间活了起来。

据成飞小学一位老师介绍，目前
学校还有飞机模型社团，其中折纸飞
机是社团活动的其中一项，每个班都
有学生参加。许树全在退休之后，也参
与到为学生传授折纸飞机的社团活动
中，定期给孩子们上课。

老人说，他曾经在同学会上，展示自
己折叠的飞机模型，但感觉大多数人对
此都没有任何兴趣，但每次一到学校，不
管是学生还是这里的工人，一看到他的
飞机，都爱不释手，“这里才是航天人的
家，是战斗机的家啊。”老人这样感慨。

尽管如此，现在的许树全，除了常
常研究不同机型的折纸，还把折纸的
心得、方式记录在册，希望将他的毕生
心血传递下去，将折纸艺术传播给更
多的人。“还是那句话，我虽然年龄大
了，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接触纸飞机，
不要遗忘折纸这门艺术，也从纸飞机
中去感受祖国国防力量的强大，民族
的自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刘海韵

这一片“水稻君”可是如假包换
的“蓉漂”。

今年春耕时分，来自天南海北的
9 个院士从各自实验室里到这儿扎
根。这个新家还不小，每个水稻品种
占地 0.5 亩，肩负着千亩长江中上游

优质粮油中试熟化基地试种的光荣
使命。而就在去年，已经有376个不同
品种的小伙伴先来一步了。

想知道有哪些院士？袁隆平，“杂
交水稻之父”，不用多说。还有李家
洋、张启发爷爷，他们和袁隆平是水
稻江湖里三个宗师级人物。去年，三
位因为系统性地研究水稻特定性的
分子机制和采用新技术选育高产优
质水稻新品种中的开创性贡献，获得
了未来科学大奖，这是中国内地首个

由科学家、企业家发起设立的世界级
科学奖。还有万建民、张洪程、颜龙
安、谢华安、韩斌、陈温福6位院士，也
都是水稻界开宗立派的大师。

9 个院士和一块功能区发生“亲
密接触”，这里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全国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试点县
和成都唯一的优质粮油产业园区，更
不用说这里 2000 多年前就开始种植
水稻，自古就有“天府粮仓”美誉。

成都规划的66个产业功能区之

一的天府优质粮油融合发展功能区里，
万亩良田正等着他们大展拳脚。去年

“野优香”拔得头筹，因为它比泰国香米
还好吃，身价倍增，市场售价5元/斤，正
在量产。北京中化农业农产品检测实验
室综合了香气、颜色、光泽等多项指标，
给它打出了92分的高分，要知道国内稻
米界的“天后”五常大米最高分值是95
分，著名的泰国香米参考分值是91分。
国内其他地区，包括四川在内的传统稻
米，往往只能得到70-80左右的评分。

3架歼-20、5架歼-16、30架歼-11B……

成都老人纸折上千架飞机献礼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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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秋，比以往来得早了10来天。
出崇州城区，跨过绕城而过的西河，沿着光华大道一路向西。带着丝丝凉意的风拂过万亩稻田，正在

灌浆的稻穗在绵绵细雨中摇曳，翻起一波波黄绿色稻浪，墨绿竹林掩映的林盘小院散落点缀其中。
平原秋色之中，大田里的水稻风华正茂。崇州是它们的新家，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天府优质粮油

融合发展功能区”（以下简称“功能区”）。这片水稻也将在这里C位（中间位置、重要的位置）出道。

2017年7月，成都市在全市规划统筹布局建设66个主导产业
明确、专业分工合理、差异发展鲜明的产业功能区。总面积267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23万亩的天府优质粮油融合发展功能区位列
榜单之上。

基础扎实、成效领先的天府优质粮油融合发展功能区被成都
市确定为2个农业功能区建设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之一，也是成都
市66个产业功能区中唯一以优质粮油为主导产业的功能区。

目前，天府优质粮油融合发展功能区已落地重大项目18个、
总投资523亿元，建成稻田综合种养示范基地3万亩、水稻种业基
地1万亩、功能型大米基地2000亩，成功创建“隆兴大米”地标品
牌，培育“稻虾藕遇”“土而奇”等农产品品牌15个。以“特色镇、川
西林盘、精品民宿”为抓手，沿绿道推进农商文旅体跨区跨界发
展，天府国际慢城等重大项目全面启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奕 严丹

天府优质粮油
融合发展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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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君扎根下来的这片土地，沃
野绵延千里，还藏着不少秘密：“上
天”VS“入地”。

穹顶之上，遥感卫星在实时守护
着水稻的茁壮成长。今年，世界500强
企业中化农业MAP技术服务中心落
户在了功能区，可以通过卫星传回的
图像、温度等各种信息，随时监控成

长，还会把浇水、施肥、除草的建议通
过APP传递到管理手机上。“地下”还
埋着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测量土壤的
温度、湿度等数据。有了这些技术，让
水稻的每一次成长都可以追溯，而可
追溯的生产流程能让水稻身价更高。

“碎片”VS“连片”。和很多地方细
碎的稻田不同，267平方公里的功能区
里土地规模经营率有85%，96家农业合
作社在安排日常打理。四川农业大学教
授、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
员、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研究智库首席专
家陈文宽，经常来田里转悠，他不止一

次地称赞，这里经过高标准农田整治
后，每块田的面积22.5亩，彻底打破小
农户“碎片”经营难题，促进了全程机械
化等农业新技术新机具的运用。

功能区里落户的龙头企业华川
集团西蜀粮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勤，是水稻的“经纪人”。

他说，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可以支
持规模化生产的连片土地和集中成
片的农业合作社，可以实现“农业企
业+农业合作社+第三方平台公司”的
生产模式。明年，还会有五粮液的酿
酒原粮品种成为合作伙伴，种植面积

有可能会达到1万亩。
“农业”VS“商旅”。从连片的稻

田里，远眺就能望见星罗棋布的林
盘。功能区管委会给这里起名——

“大田景观”。许多城里来的市民带
着小朋友，在林盘里喝茶、吃饭、休
憩，田埂上拍照打卡体验“稻文化”，
再去桤木河绿道转悠一圈，夜宿田
间民宿。

“经纪人”陈勤算了一笔“粉丝经
济”账，就拿距离不远的道明镇竹艺
村林盘来说，一户人能通过农业、商
业、旅游增收20000-50000元/年。

万亩稻田的秘密
“团名”大田景观
“粉丝经济”初现

秋收遇见连绵细雨，让收获季太
难了。功能区里20个烘干中心，可以
让总体重8万吨的水稻迅速脱水减掉
出道前的“婴儿肥”，以前经常担心的
受潮发芽危机都不存在。

员额50人的功能区管委会，不管

体制内干部还是体制外人员，统统是
PK 进来的专业化人才。除了 9 位院
士，功能区还按照“做强主干、服务全
川”的思路，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地质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五院三校”合
作共建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农村社会
化服务平台、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平
台、长江中上游优质粮油中试熟化基
地、川农大农业科技“两化”服务总部
基地“三平台两基地”，与国家发改
委、农业农村部、四川农业大学、四川

省社科院、四川食品发酵研究院等部
委、机构合作共建的多个高端智库。
有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在为功能区改
革发展做全程参谋和服务，并且把这
里的成果向全川推广运用。

目前，管委会专门编制完成了以
优质粮油为主导产业，农商文旅体融
合发展的《功能区总体规划》《优质粮
油产业发展规划》《功能区规划设计
导则》《功能区产业招商指导目录》

《产业引导政务政策》。

要问功能区规划有啥用？把 267
平方公里的资源要素、乡村建设、产
业发展、公共配套统一起来，鲜明区
域特色，形成规模优势，发挥集聚效
应，树立了一把高质量发展的标尺。
不是优质粮油相关的项目进不来，不
是优质的企业也进不来。今年引进的
中化集团是世界500强、北京农信互
联是独角兽企业，瑞士先正达、以色
列安道麦等全球农业领军企业也在
这里做起了试验田。

“蓉漂”种子的生根
9院士领衔加持
出身名门

功能区的一盘棋
“经纪人”团队
除了专业还是专业

稻

全国“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公示
这21人与四川有关

许树全和他的“飞机”

10万亩成都·崇州优质粮油产业园内农科院院士试验田水稻即将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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