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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稻的历史

“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是 《山海经》 中
对稻的最早记载。稻，是人类最早驯化和栽培的
粮食作物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全
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日常口粮。中国在
世界上最早种植并食用稻米。稻作农业为中华民
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稻米文化深深
融入中华文明的血液。中国的水稻种植史，不仅
仅是栽培一种农作物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
不断开拓、垦殖、成长、进步的史诗。

走进水稻历史展厅，首先看到的是远古时代
先民们采集、狩猎的场景。先民们所采集的食物
中，就有野生稻。在长期劳作中，人们逐渐掌握
了野生稻的习性，将它们驯化成栽培稻。2004
年，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几粒炭化稻
米。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
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推进到1.2万年前。

万余年前的稻谷虽在此无缘得见，但博物馆
展示了一盒距今 5300 年-4000 年的炭化稻谷。它
们出土于浙江余杭莫角山，正是良渚文明所在
地。与这些稻谷差不多同时期的石犁，来自浙江
嘉兴，是一种大型犁田工具。石犁为扁薄的锐角
等腰三角形，由页岩琢磨而成，两腰磨出单面
刃，可以增强石块的犁地能力。

在原始农业时期，农具的材料以石、骨、
蚌、木为主。到了夏商周时期，随着青铜冶铸业
发展，金属农具开始出现，常见的有镢、铲、铜耒
套、犁铧、锄、斧、镰等。到了西周晚期，人们开始冶
炼铁，春秋以后铁制农具的使用逐渐普及。

牛耕的出现，更是加快了农业文明发展的步
伐。一块汉代牛耕画像砖，描绘了“二牛抬杠”
的耕作方式。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人口南移，
将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入江南。魏晋南北朝时
期，随着南方人口增加和农田水利开发，水稻产
量不断增长。

唐宋时期是耕犁、风车等传统农具发展的巅
峰时代。展厅里的曲辕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工
具。曲辕犁最早出现于唐代江东地区，又称江东
犁。它将传统的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辕
头装有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还增加了犁评和犁

建，轻便灵活，可以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要
求。曲辕犁的出现在农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此后历代耕犁的结构没有明显变化。

从火耕水耨到精耕细作，从一年一熟到一年
多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业技术和耕作
制度不断发展，以满足一代代人不断增加的粮食
需求。近现代以来，中国稻作农业朝科学化发
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水稻科技不断进步，
在育种、栽培、生理遗传、品种改良等领域取得
重要成就。

一个人的追梦

“袁隆平院士一生有两个梦想：一是‘禾下乘
凉梦’，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在袁隆平
与杂交水稻展厅，我们跟随讲解员的介绍，走近
袁隆平的追梦人生。

展厅里第一件展品，便是袁隆平的出生证
明。1929 年 8 月，袁隆平出生于北平 （现北京）
协和医院，父亲便为其取名“隆平”。童年和少年

时期，他跟随父母从北到南辗转多地。1953 年，
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 （现西南大学） 毕业。他放
弃了留在城市从事科研的机会，服从分配，来到
偏远的湖南安江农校任教。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工
作了18年，潜心研究、用心育人，杂交水稻研究
正是在此启航。

“这是一处场景复原，再现了1961年7月的一
天，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实验田里发现一株形态特
优水稻的情景。”讲解员介绍，这株水稻一穗达到
230粒，籽粒饱满，在稻田里仿佛鹤立鸡群。通过
第二年的试种，袁隆平发现这是一株天然杂交
稻。它证明水稻存在杂种优势，为袁隆平日后从
事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带来启发。

1964 年和 1965 年的夏天，袁隆平冒着酷暑，

在稻田里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仔细检查1.4万余
个稻穗后，共找到 6 株雄性不育株。展厅里还原
了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实验室做花粉染色试验的场
景。简朴的书柜和桌椅，被使用多次的显微镜、
干燥皿、玻璃试管等实验器具，把人们的思绪带
到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展柜里陈列着一份珍贵的手稿，这是袁隆平
写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1966
年 2 月，这篇论文刊发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 《科
学通报》 上，引起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的重
视。在有关部门支持下，袁隆平专心从事杂交水
稻研究。1974年，袁隆平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强优
势杂交组合“南优 2 号”，并在第二年制种成功。
1976年起，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水稻产
量大幅提高。

经过多年努力探索，中国的杂交水稻已从三
系杂交稻、两系杂交稻发展到超级杂交稻。袁隆
平的“禾下乘凉梦”步步成真。展厅里一面展示
108种超级稻示范推广品种的大型“种子墙”，正
是近年来中国水稻育种成果的生动写照。

杂交水稻不仅为中国粮食增产做出重要贡

献，还走出国门、惠及世界。自1979年起，袁隆
平等中国农业科学家多次奔赴海外，通过开设国
际培训班、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外试种等多
种形式，将杂交水稻传播到世界各地。

展厅尾声部分有一个“杂交水稻世界”联动
装置，通过装置感应正在种植或研究杂交水稻的
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到世界地图上40多个国家和
地区被点亮。

一座馆的精彩

“自开馆以来，我馆就是备受欢迎的‘网红打
卡地’，也是小朋友们喜欢学知识的地方。”隆平
水稻博物馆馆长张璎说。

科技感强、互动体验丰富是隆平水稻博物馆
的特色。馆内布置了近百个多媒体设备，包括环
幕影院、幻影成景、360度全息投影等，让观众与
场景内容进行交互，拥有沉浸式体验。

在“稻米之路”体验空间，两侧十余块全息
屏幕垂直而立，通过投影展示亚洲不同国家、民
族的稻作文化。缤纷的光影在前后两端镜面的反
射下，延伸出一条光彩夺目的“稻米之路”。

在水稻科技展厅，观众可以体会“爱丽丝梦
游仙境”的意趣。大屏幕动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小
女孩的梦境，与“米博士”一起踏上奇异旅程，
探寻水稻从种子变成大米的奥秘。展厅设立了46
个多媒体设备，有不少是互动体验项目，让观众
在趣味游戏中学到知识。其中一款游戏跟随可爱
的“稻谷”奔跑，特别受孩子们欢迎。

开馆不到一年，隆平水稻博物馆已获得“中
国对外援助培训实训基地”“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
留学生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基地”两块“国字
号”招牌。一批批海外观众来到这里，感受中国
悠久的稻作文化和当代农业发展成果。

“东方红，太阳升……”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
卫星的国家。从太空传回的 《东方
红》 乐曲，让每一个中国人激动、
自豪。

今年 4 月 24 日，在第五个“中
国航天日”暨“东方红一号”卫星
成功发射50周年之际，由中国国家
博物馆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联合
主办的“永远的东方红——纪念

‘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五十周
年”云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云展厅开
幕。云展览分为“太空奏响东方
红”“五十年砥砺前行”“精神的力
量”“航天强国立新功”四个单元，
回顾“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历
程，充分展现“东方红一号”成功
发射50年来，中国空间事业发展取
得的巨大成就，生动阐述在重大工
程实践中不断传承发展的航天精神。

“永远的东方红”云展览是中国
国家博物馆第一次利用三维建模、
全景漫游等数字技术，汇聚多媒体
资源，在虚拟世界打造的线上云
展，也是第一次在5G通讯技术支撑
下与多平台联动直播，标志着国博
加速向线上拓展、向云端延伸，迎
接智慧博物馆时代的来临。

云展览的展厅设计紧扣2020年
“中国航天日”活动主题“弘扬航天
精神 拥抱星辰大海”，造型取自

“东方红一号”卫星形象，依展览架
构设计为环形，各个单元依序排
列。展览中展示了从“东方红一
号”到“神舟”“嫦娥”系列航天珍
贵物证近50件套，涵盖手稿、任务
书、名单、邮票、模拟器、航天服
等多种品类，其中包括国博馆藏近
20件，如邓稼先领导研制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用的手摇计算机、“神舟五
号”载人飞船航天员杨利伟穿的舱
内航天服、“神舟七号”搭载的丝绸
版中国地图等。

云展览中嵌入 8 段短视频，展
现了中国太空探索的多个珍贵镜
头。此外还有卫星、火箭、手摇计
算机等十余个展品的3D模型，供观
众 720 度观览、互动。为配合此次
云展览，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空间
技 术 研 究 院 推 出 了 几 款 H5 小 程
序，邀观众重温“东方红一号”研
制历程，在五线谱上奏响 《东方
红》，还可以“穿上”航天服与“东
方红一号”合影留念。

当晚的直播在 9 家平台 20 多个
端口同步进行。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长王春法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
长张洪太共同开启了这场云展览。
85岁高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总
体组成员胡其正作为嘉宾现身直播
间，与广大网友分享了当年参与研

究“东方红一号”的故事。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庞之浩和国家
博物馆专职讲解员赵梦阳为观众带
来了精彩的导览讲解。

此次云展览自开幕之日起，长
期在线上进行展览，观众可登录国
家博物馆官网观看。

“丰富的书籍就像一双巨大的
手，始终推动我快乐地面对新的一
天”。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中
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六
任院长单霁翔在多家网络平台直播
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并介绍自己
的新书《我是故宫“看门人”》。

作为紫禁城建成 600 周年的献
礼之作，《我是故宫“看门人”》由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讲述
了单霁翔在故宫博物院担任院长期
间，带领全体“故宫人”通过不懈
努力，让故宫文化走近人们的生活，
让故宫博物院“活起来”的故事。

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9 年 4 月，
单霁翔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7 年，这
本书是他首次完整记述在故宫博物
院工作点滴的代表之作。作者用独
特的叙事视角、流畅的语言和大量
珍贵的图片，解读了故宫博物院的
社会形象转变，同时也向公众传递

了自己的文物观、文化观，体现了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
护”的理念。

紫禁城的中轴线是怎样点亮
的？闭馆日的故宫博物院在做什
么？哪个展览给观众沏了 2500 杯
茶，还免费发了 800 盒方便面？书
中透露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和故事，
内容涉及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传承、
文物保护、管理改革、学术与教
育、品牌建设、文化传播与交流等
各个方面。

单霁翔在该书序言中说，让文
物“活起来”，需要让文物重回人们
的生活。“门”字里面写一个“活”
字，成为“广阔”的“阔”。“在故
宫博物院工作了 7 年多，我这个

‘看门人’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将
‘活’字写入故宫的大门，让故宫文
化遗产资源走近人们的生活，走向
更广阔的空间。”

隆平水稻博物馆

稻作传万年 稻香飘海外
本报记者 何 勇 人民网 李芳森

无人机飞上湖南长沙上空，镜头
扫向芙蓉区浏阳河东岸，一组建筑如
几颗饱满的稻粒，在阳光下闪耀着金
色光泽。

这便是隆平水稻博物馆。
作为世界首个大型水稻博物馆，

隆平水稻博物馆以“传播稻作知识，
弘扬农耕文化”为宗旨，2016年5月试
开馆，2019年9月正式开馆。博物馆总
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展陈面积约
6000 平方米，设有中国水稻历史文
化、水稻科技、袁隆平与杂交水稻3个
基本展厅和1个临时展厅，通过1200
多件文物展品和丰富的多媒体设备，
集中展示与水稻相关的文化、知识以
及袁隆平研制杂交水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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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东方红”云展厅 国博供图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航天员杨
利伟穿的舱内航天服 国博供图

单霁翔推出新作

讲述故宫“看门人”的故事
雅 文

俯瞰隆平水稻博物馆 王志伟摄俯瞰隆平水稻博物馆 王志伟摄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实验室场景还原 何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