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很多人眼里，
“车厘子自由”“榴莲自由”不是那么轻易能实现，

但“甘蓝自由”却是轻而易得的。
然而，甘蓝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常客，

却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
背后凝聚着我国甘蓝育种的进步与贡献，
是一批批育种专家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方智远，湖南衡阳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蔬菜遗传育种专家。20世纪70年代
初开始主持甘蓝遗传育种研究，1973年育成中国第一个甘蓝杂交种“京丰一号”。50余年来，他和研究团队
先后育成30余个不同类型甘蓝新品种在全国各地推广。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3项。1986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2001年两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2000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4年获“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称号，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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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余瑶 张凤云

方智远常说，看一个育种专家的成绩，不能只看
他发多少文章，主要看市场上生产中有多少是他们
育成的品种。

近 60 载，他就像透镜一样，聚焦甘蓝育种。他
和研究团队，研究建立起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雄性
不育系育种技术体系，创新出几十个甘蓝优异种质
和 10 余个骨干自交系。先后育成 30 余个不同类型
的甘蓝新品种在全国各地推广，累计推广 1 亿亩以
上。他说：“解决老百姓的吃菜问题，还得靠我们自
己的品种。”

难忘的童年

1939 年 9 月 3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三
天，方智远出生在湖南衡阳县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
村——昇平村。方家房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
河岸两边环绕着水稻、油菜田，沿河石板小道上，前
往衡山敬香的香客不断。房后山岭长满了松柏、楠
竹，春天遍开鲜红的杜鹃花。天晴的时候，站在后山
半坡向东北遥望，可以清楚看见南岳祝融峰和白石
峰十分雄伟壮观。

方智远的父亲是小学教师。父亲为他起名智
远，大概是希望儿子长大成人后，面对人与事，要有

“理智”和“远见”。
战乱使方智远的童年生活很不平坦，常常要躲

避兵匪的抢掠逃进深山，他和邻居家养的猪两次被
老虎叼走。

1944 年，方先觉将军指挥的衡阳保卫战打响。
方智远依稀记得，那时村里人能听到隆隆的炮声。
有一天大家正在地里割水稻，突然听到有人大喊：

“日本兵来了！日本兵来了！”乡亲们惊慌失措。方
智远的父亲一边招呼乡亲们，一边和姐姐分别抱着
弟弟妹妹，二哥背着他，拼了命地往深山里的亲戚家
逃。一个日本兵眼看就要追上来，他们惊慌躲到树
丛中，总算躲过一劫。日本兵在村里烧杀抢掠，无恶
不作。一个星期后，回家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牲畜屠
宰一空，农田、房屋和学校被糟蹋得面目全非，门和
窗户也都被拆去修机场工事了。这件事在方智远幼
小的心中萌生了国强才能民安的朦胧意识。

1947 年冬天，38 岁的父亲不幸过早病逝，是勤
劳、本分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妹六个抚养成
人。父亲在世时十分重视子女教育，早早就把他们
送到学堂。方智远对启蒙老师姚孝悌先生有着很深
的感情。印象最深的课是老师在黑板上画着中国和
日本的地图，图上的中国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片被日
本蚕食的桑叶，教导大家要刻苦学习、不忘雪耻、奋
发图强。

父亲病逝后，家境顿时陷入困境。1950 年春，
哥哥要上中学，母亲再也供不起他继续读书了，他
不到 11 岁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帮着母亲放牛、砍
柴、养鱼、栽菜、种稻。冬季冒着严寒凿开冰凌耕
地，夏季顶着烈日为水稻中耕除草。为了换回一
斤盐，挑着 30 多斤的木柴，跟着表哥赶到十多里外
的街上去卖。

繁忙的农耕生活中，有时也有欢乐，种的水稻获
得丰收，跟着表哥在作坊里榨出香喷喷的茶油，制作
出又白又嫩的豆腐，酿出香甜的米酒……童年的这
段经历，恰恰为方智远提供了向勤劳、朴实的农民学
习的机会，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精神。春
播夏种秋收，从种子到小苗再到收获，大自然一年四
季更替，三年的农耕循环往复，他竟在不知不觉中对
农业和农作物产生了兴趣。

发奋读书

当然，方智远始终没有忘记要寻找机会走出深
山上学求知的信念。

3年后，已经成为教师的大哥帮助他到银溪小学
完成了高小学习。同年夏季，在哥哥姐姐的支持下，
他报考了衡阳市五中。入学考试那天，校园里人山
人海，挤满了考生和家长，录取比例大致为10:1，考试
科目为语文和数学。语文作文考试题目为《我所知
道的一件新事》，他即以刚刚签订的抗美援朝停战协
议为题作文，由于内容新颖切题，文字流畅获得高
分，可是接着数学考试由于过度紧张，错了一道大
题，走出考场就拉着陪他来的二哥哭了。约四五天
后到学校了解录取情况，惊喜地在录取榜的中部看
到自己的名字，从此开始了新的求知之路。

五中的前身为湘南中学，校园幽静，校风质朴。
当时方智远家因父亲去世早，人口多，劳动力少，几
乎全靠刚参加工作的大哥的微薄工资维持全家生
活，经济上十分困难，有时不能按时缴纳伙食费而被
要求停餐。班主任李富英和文范老师多次为他向食
堂求情或用自己的工资为他垫付。当时他刚由深山
农村来到城市，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服，连话也不敢
大声说，几次被强势的同学欺负，但他总是既不还
手，也不还嘴，一心只想着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努力学习。在第一学年学生手册上，李富英老师
用清秀的字体为他写上“度量宽大，勤学守规”这样
的操行评语。这八个字，在方智远的人生道路上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学习、工作、为人处世的座
右铭。

1956 年秋，方智远考入衡阳市一中念高中。当
时的一中坐落在湘江江心东洲岛，四面是滔滔湘江，
岛上四季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十分宁静秀丽。一年
多后，学校迁到黄茶岭丁家牌楼由师生们亲手参与
建成的新校舍。一中的前身为船山中学，是一所历
史悠久的省重点中学，校长谭月笙严谨治校，以身作
则，常常剃着光头，穿着草鞋，和师生打成一片。生
物老师罗润庠讲授的生物课十分生动，引起方智远
对生物学的兴趣，成为他高考时把生物学当作第一
志愿的重要原因。

1959年8月高考时，方智远如愿以偿被武汉大学
录取，来到美丽的武汉市珞珈山。在武汉大学生物
系5年的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生物学基础理
论。余先觉老师讲授的摩尔根遗传学和遗传学专
题，杨弘远老师讲授的胚胎学，戴伦焰老师讲授的植

物学，徐乃瑜老师讲授的植物育种学，都在基础理论
上为他后来从事蔬菜作物的遗传育种研究打下了深
厚的基础。

这期间，节假日、寒暑假他也很少休息，在悠静
古色古香的图书馆里，在高大的法国梧桐树荫下，常
见到他在苦读的身影。他担任年级的学习委员，除
了协助老师组织好全年级同学的学习，他自己也经
过刻苦努力以全年级最好的成绩从武汉大学生物系
毕业。

培育我们自己的蔬菜良种

1964年8月，方智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 50多年蔬
菜遗传育种的研究工作。

20世纪 70年代之前，我国蔬菜遗传育种研究还
很落后，农民种植的大都是世代留传下来的农家品
种。许多品种产量低、抗病抗逆性差，远不能适应
迅速发展的生产需要。那时候，蔬菜周年供应严重
不均，每年春节到三四月份是春淡，五六月份蔬菜
又特别多，常常论堆卖，到七八月份作物一拉秧又
缺菜了，秋冬季主要就靠“老三样”——萝卜、白菜、
土豆，有的年份冬天就连大白菜都是定量供应。以
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节，黄瓜甚至都卖到十几
块钱一斤。

那时候，有些蔬菜优良品种依赖进口，甘蓝就是
需要从国外购买种子的主要蔬菜之一。甘蓝，又名
洋白菜、包菜、圆白菜、卷心菜，起源于地中海至北海
沿岸，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
要蔬菜作物，也是我国最主要的蔬菜作物之一。在

我国年播种面积约 1400 万亩，在蔬菜周年供应和出
口贸易中均占重要地位。

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广东、福建、广西等
省每年冬季种植的 100多万亩“黄苗”甘蓝种子一直
是花费大量的外汇从日本进口，而种子的质量和数
量却很难得到保证，外商甚至肆意抬高种子价格，降
低种子质量标准。1967年春季造成大量的“黄苗”甘
蓝“未熟抽薹”，60%—70%开花却不结球，农民辛辛
苦苦种了一年却没了收成。

看到农民的惨重损失，方智远和同事们的心在
滴血，默默发誓一定要繁育出我国自己的甘蓝种子，
改变我国甘蓝育种研究的落后状况。没有研究资料
和试验材料，就到全国各地搜集甘蓝种质资源，哪里
有好品种，就立即前往找来赶快进行田间试验。

经过与山东、天津、旅大、青岛等有关单位协作，
终于探索出黄苗甘蓝种子繁育的关键技术，1969 年
培育出的“黄苗”甘蓝种子，不仅在质量上超过进口
种子，数量上也逐渐满足了生产需要，也为国家节约
了大量的外汇开支。

在年复一年的甘蓝引种研究中，方智远发现很
多优良的甘蓝品种都是国外种子公司育成的杂交
种。这些杂交种产量高，整齐度好，抗性强，但外国
种子公司对其亲本材料严格保密，不能直接引进利
用。1970年，方智远开始组织带领课题组，立志选育
我们国家自己的甘蓝杂交种。

那时的首要任务是急需解决杂交种的育种技
术，培育出高产品种，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缺菜的产
业需求。为此，课题组广泛搜集、鉴定育种资源材
料，选育优良的自交不亲和系，配制优良的甘蓝杂交
组合。在上海、南京、西安等兄弟单位支持下，很快

就搜集到 50多份重要的甘蓝种质资源，并从这些种
质资源中筛选出多份可用于配制杂交种的优异亲本
自交系，根据杂种优势育种的遗传原理，选择最优亲
本配制，再筛选出最优的组合。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 1973 年与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合作，育成我国第一个甘蓝杂交
种“京丰一号”。使利用自交不亲和系配制甘蓝杂
交种这一先进技术在国内获得突破。这个品种比
原来的品种增产 30％以上，并且整齐度极好。高峰
时期每年种植 500—600 万亩，至今每年仍有 100—
200万亩。

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京丰一号甘蓝种植面积
过大，加上收获时间集中，一到夏天，很多城市大街
小巷到处都是洋白菜，给市场造成很大压力，课题组
按产业需求把培育适于春夏秋不同季节早、中、晚熟
品种配套作为育种目标，保证不同地区不同季节都
能吃上新鲜的圆白菜。引入上千个国内外种质资
源，每年做上千个组合试验，80 年代初，终于育成报
春、秋丰、双金、园春、庆丰、晚丰6个早、中、晚熟配套
的甘蓝一代杂种。这些甘蓝新品种不仅产量优势明
显，比原有地方品种增产20％—30％以上，还能够排
开播种，分期上市，使新鲜甘蓝产品形成了周年供应
的局面，丰富了老百姓的菜篮子。

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甘蓝生产又出现
了新的问题。各地秋甘蓝病毒病、黑腐病流行，严重
地区甘蓝损失达到30%—50%，部分春甘蓝品种发生
干烧心病和未熟抽薹等现象。继解决丰产、周年供
应问题后，培育抗病品种又摆在了眼前。通过与本
所植保研究室、国内兄弟单位协作，大量鉴定筛选，
最终选育出国内首批抗病毒病、抗黑腐病、抗干烧心

病、耐未熟抽薹的中甘 8、9、11、12 号 4 个抗病、抗逆
性强，增产 15％—20％的新品种，提高了甘蓝丰产、
抗病、抗逆、稳产的能力，保证了市场供应和农民收
益的稳定性。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对蔬菜品质有了新的要
求，生产上不仅要高产、稳产，商品上还要品质好、卖
相好。经过几年的努力，1994年和 1998年我们分别
育成了不易未熟抽薹且球叶叶质脆嫩、口味微甜的、
可以做‘手撕包菜’的新品种‘8398’和中甘15号。这
两个品种不仅早熟性好、产量高，而且在露地和保护
地都可以栽培，因此在全国各省市（区）推广之后深
受生产和市场的欢迎，也表明我国甘蓝品质育种和
设施栽培品种育种获得重要突破，标志着我国甘蓝
育种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此20多年来完成
了甘蓝品种从高产到抗病到品质好的三次品种更新
换代。”方智远说。

上述甘蓝品种都是用自交不亲和系的育种方式
育成的杂交品种。这种育种方式存在着亲本繁殖人
工成本高、种子纯度不能达到 100%的缺陷。为提高
种子纯度和降低制种成本，课题组从上世纪 70年代
开始就开展了甘蓝雄性不育系选育的研究，在数万
株原始材料单株中发现了国内外独有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甘蓝显性雄性不育材料 79-399-3，经过多年
的反复试验，于本世纪初在国际上首次创制出的“甘
蓝显性核基因雄性不育系选育及其制种方法”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课题组还通过多种途径由国外引进改良的甘蓝
胞质雄性不育系，首次提出用自交亲和系为回交父
本转育胞质不育系的思路。2014 年，课题组利用雄
性不育技术培育出“中甘21”“中甘192”“中甘18”“中
甘 96”“中甘 101”等 6 个优质、抗病抗逆的甘蓝新品
种，不仅实现中甘系列甘蓝新品种的第四代更新，并
且完成了甘蓝繁种技术由自交不亲和系到雄性不育
系的重大变革。

近年来，课题组的年轻同志又通过生物育种技
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培育出抗枯萎病春甘蓝
新品种中甘 828、中甘 628、YR 中甘 21、越冬耐寒甘
蓝1305、秋甘蓝品种中甘602、中甘1166、中甘106、保
护地甘蓝品种中甘56、中甘26等，实现了中甘系列品
种春、夏、秋、冬四季全覆盖，把我国甘蓝育种技术和
品种优质的广谱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把良种和技术送到农民手中

为了把优良品种尽快推广到蔬菜生产中去，从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课题组就与种子企业、基层农技
推广单位建立紧密联系。坚持在北京郊区花乡、四
季青乡、东升乡、河北邢台市蹲点十余年，后来又在
全国各地设立了 30多个甘蓝新品种的生产、繁种示
范基地，50余个良种销售网点，与许多种子企业科技
人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长
城内外，大江南北，31个省市区的甘蓝主要产地和市
场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课题组克服各种困难采用典型示范、办培训班、
召开新品种展示会等方法，建立了一整套甘蓝育种、
繁种、区域试验、大面积示范推广一条龙技术体系，
使团队培育成功的30多个甘蓝新品种迅速推广到全
国，高峰时期播种面积约占甘蓝主产区总播种面积
的 50％—60%，几十年来累计推广约 1 亿亩以上，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20 多年前，课题组在当时的河南济源市王屋山
贫困山区，建立起了全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菜繁种
基地。在当地政府、企业大力支持下，不仅种子产量
质量大幅提升，而且甘蓝制种的单季亩均收益在
6000元左右，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做出了贡献。

10多年前，在当时的内蒙古乌兰察布贫困地区，
设立冷凉蔬菜工作站，示范推广甘蓝、胡萝卜、洋葱
等冷凉蔬菜新品种。目前冷凉蔬菜已成为当地优势
产业，每年种植的面积在 60 万亩以上，不仅远销 20
多个省区市，还出口俄罗斯、蒙古国、日本、韩国等国
家，为当地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近年来，他们还在湖南衡阳、广西南宁等原有中
晚熟扁球甘蓝产区推广早熟圆球优质甘蓝品种获得
成功，为华南地区春秋冬季增加了一种新鲜蔬菜。

方智远对记者说：“我们育种上的成果，都是团
队一起做的，我只不过比他们年长一些，参加工作时
间长一些而已。”甘蓝遗传育种团队成立于 1970年，
是目前我国蔬菜科技界持续时间最长的科研团队之
一，2021年获农业农村部优秀科技创新团队一等奖。

方智远介绍说，团队先后有老中青成员十余
人，成立几十年来，大家同心同德。曾经长期担任
副组长的孙培田，为人忠实勤恳，是国家级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另一位副组长刘玉梅，勤奋执
着，是全国三八红旗手；近几年担任过团队首席专
家的杨丽梅，聪颖豁达，是农业农村部巾帼标兵，他
们在团队中起着骨干带头作用。后来的年轻成员
都具有博士学位，思路开阔，知识新颖，使团队的发
展充满活力。

几十年来，团队始终坚持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
研方向，尽职尽责在我国蔬菜生产不同发展时期，选
育出我国自己的好品种，促进了学科和产业的发
展。深入市场和生产实践，了解产业需求，虚心向同
行专家学习，得到广大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的支持。

“一些支持过团队工作的老领导、老专家、基层
科技人员已经过世，但我始终感激他们对团队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方智远说。

记者问方智远：“您怎样看待自己？”
“我并不聪明，但比较勤奋，缺点是思想保守、中

庸，对新生事物不够敏感，思想常常跟不上形势的发
展。”他谦虚地说，虽然他是园艺学科最早的院士，但
园艺界还有不少学术上比他强的人。

谈起令他感到遗憾的事，他说，生活上，早年工
作忙忙碌碌，没有照顾好家中早逝的亲人；工作上，
今年已八十有三，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育种工作取得
了一些成果，但与生产需求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仍
存在不少差距，“我国蔬菜育种与外资的竞争仍很激
烈。希望青年同志继续努力，为了我国蔬菜产业的
发展，尽职尽责，培育出更多我国自己的蔬菜优良品
种。”方智远说。

方智远与基层农业科技人员在田间查看
甘蓝长势。

方智远正在给甘蓝授粉。 方智远在人民大会堂领取全国先进工作
者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