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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修水县城的商会会
馆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年轻军官陈树华、
何长工、杨立三连夜为秋收起义军设计军旗。何长
工参考苏联红军旗帜的大概样式，提出了用镰刀、斧
头和五角星图案制作军旗的构想。”3 月 30 日上午，
南昌市邮政路小学多媒体教室内座无虚席，同学们
津津有味地听退伍老兵王晓江讲述第一面军旗诞生
的故事。

“购买布匹，邀请裁缝和针线工，连夜赶制了100
面崭新的军旗。”王晓江指着幻灯片中的一幅幅漫画
介绍道，“1927年9月9日凌晨，秋收起义誓师大会在
修水古城紫花墩举行，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飘
扬在会场的上空。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全体官兵在
军旗指引下，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随后，第二
团、第三团在安源、铜鼓也打响了暴动的枪声。从
此，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赣边界的辽
阔土地。”

秋收起义在修水打出的“镰刀斧头”旗，给白色
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劳苦大众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在
这面军旗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同学们你们看，军旗的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
旗帜中央的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镰刀和斧头
图案，代表工农；整面旗帜的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队。”为
了让同学们对第一面军旗有更直观的印象，宣讲结
束后，王晓江和同学们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进
行了参观学习。南昌市邮政路小学学生熊予涵难掩
兴奋之情：“听完第一面军旗的故事，我受益良多。
今后我要努力学习、不忘初心，长大后为祖国增光添
彩。”

猎猎军旗经风沐雨，英雄精神砥砺人心。在第
一面军旗的设计者之一何长工外孙汪龙的眼中，外
公是一个诚恳、踏实、乐于助人的人。他曾在微博
中这样写道：“90 多年前，外公和他的战友们能做
出惊天动地的大事，靠的是冷静，是睿智，是团结
一致……时代可能变了，但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我自己也是年轻人，希望能遇到像我外公当年遇到
的那些战友，可以互相信任、一起战斗，为了让这个

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断打拼。”
据了解，当年修水县城参加赶制军旗的有三四

十人。4月6日，记者采访了当年参与赶制军旗的裁
缝梁幼陶的侄子、修水县城管局副局长梁如朋。他
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大伯不畏艰难，赶制军旗是特
别需要胆识和勇气的。这些年来，他的事迹深深影
响着我。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会提
醒自己要从大局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如今，红色基因厚植在修水这块革命热土上。
据修水县党史方志办负责人龚九森介绍，近年来，修
水县深度发掘红色资源，举办一系列秋收起义纪念
宣传活动，发展湘鄂赣苏区首府和秋收起义红色旅
游，建立 10 多个党性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着力开展红色教育和红色培训，组
建数十支红色志愿队开展进校园进社区服务，将秋
收起义精神和苏区精神融入老区人民日常工作生
活，有效促进了城乡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
作，每年仅参加红色教育和红色旅游的人数就达 15
万人以上，逐渐走出一条“党建红色文化+工农业发
展+旅游”的革命老区振兴之路。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如何让红
色基因在学校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南昌市邮政
路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章琳信心满怀：“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学校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举办‘学党史、跟党走’书画作品
展，开办党史思政课，利用红领巾广播站宣讲党史中
的感人故事……相信通过这些潜移默化、寓教于乐
的方式，一定能够引导同学们成为有知识、有品德、
有作为的新时代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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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
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
向平浏直进。”1927年秋，毛泽
东激情满怀，挥墨写下《西江
月·秋收起义》一词。秋收起
义打出的“镰刀斧头”旗，是中
国共产党人立足革命实际和
人民群众期盼，破旧立新、敢
想敢干，设计出的带给中国革
命光明与希望的首面军旗，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的
庄严宣告，引导中国革命取得
最终胜利。3月30日上午，由
江西日报社、新余市委宣传部
联合主办，新余市渝水区委宣
传部承办的“听老兵爷爷讲党
史故事”系列活动第三期，来
到了南昌市邮政路小学，退伍
老兵王晓江为孩子们讲述了
红色故事“第一面军旗的诞
生”。此次活动通过江西新闻
客户端、江西日报官方微博等
多个平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不少网友感叹，要加倍珍惜现
在的美好生活，将革命精神更
好地传承下去。

在海南三亚这片温暖的土地
上，有一群来自江西省农科院的
南繁“候鸟”。吸引他们来三亚
的，并不是椰林海风，而是光热资
源。这里优越的气候条件，可实
现农作物的加代繁殖，缩短品种
的育种周期。

从最初的睡棍子床、吃黄豆
饭、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地，到现在
盖起生活配套设施齐全的宿舍
楼、采用现代化手段育种、建成规
模化育种基地，这群科研人员见
证了南繁基地的变迁，更见证了
我国育种事业的发展。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三亚市
凤凰镇的江西省农科院南繁基
地，走近这群追逐阳光、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的南繁人。

乐
“从事农业科研工作，不下地

怎么行？”“搞科研，没有量变，何
谈质变？”……当记者问南繁苦不
苦、累不累时，大家的回答惊人的
相似。

材料地、食堂、宿舍，是科研
人员日常的“三点一线”。每天 7
时左右，他们戴着草帽、挂着水
壶、披着毛巾、拿着工具，奔向稻
田、玉米地、辣椒地、芝麻地……

早晨气温低，田地里露水大，
科研人员的裤腿很快就被打湿
了。红艳艳的太阳慢慢升高，雾气像幕布一样被拉开，田野
渐渐显现。露水夹杂着汗水，不一会他们全身就湿透了。

科研人员的专注令记者印象深刻。即使有人从他们身
边走过，他们也不受打扰，而是沉浸在科学的海洋里。

水稻育种人员坐在田埂上，像绣花一样捏着没有开花的
母本稻穗，一粒粒地人工去雄，再将去雄后的稻穗套上纸
袋。等待花时一到，他们就选取合适的父本稻穗，待其开花
时轻微抖动于纸袋中，以便母本柱头充分接受花粉，最后将
纸袋封口并标记名称和日期。

辣椒育种人员将采摘来的辣椒去皮取籽。辛辣的气味
在空气中弥漫，他们有条不紊地拿着盛满辣椒渣的漏勺在清
水里晃动，再将过水后的辣椒籽进行晾晒。

…………
为做好品种田间鉴定工作，辣椒育种人员一天要尝几十

个品种的辣椒，舌头都麻了。玉米育种人员在比人高的玉米
林里来回穿梭，干硬的玉米叶锋利如刀，手臂被割伤是常事。
为方便进行杂交授粉，芝麻育种人员笑称自己起得比蜜蜂还早。

夜幕降临，在田地里劳累一天的科研人员回到宿舍后，
也没停止工作。他们将收集的一袋袋种子挨个贴好标签，做
好记录，以备带回江西种植。

他们说，干这行，不亲近泥土，人是长不大的。在他们看
来，这苦也是乐。

情
说起南繁，这群科研人员眼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
肖叶青1986年于南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

到江西省农科院工作。1987年，肖叶青踏上了三亚的南繁之
路。南繁之路艰难而又曲折。“光单程就要近一个星期时间，
火车、汽车、轮船换着坐。来之后，搞育种就像打游击战，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肖叶青回忆道，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没
有住的地方，要么借宿当地农民家或村委会，要么用椰子树
叶在田边搭棚子；用水紧张，要经常熬更守夜去放水，保证材
料不受损失；与当地农民存在语言障碍，沟通交流需要翻译。

34 年过去了，56 岁的肖叶青育种热情不减。“水稻育种
周期长，不容易出成果。但每年来，总是有个希望！”望着碧
浪如海的稻田，肖叶青内心满怀憧憬，好似驰骋稻浪的少年。

59岁的毛凌华马上到退休年纪了，他向记者吐露了自己
对农业科研事业的不舍。“干了一辈子，肯定不舍得，不过好
在有年轻人接上来了，南繁事业的延续要靠他们。”育种的同
时，毛凌华还耐心指导年轻科研人员，为他们答疑解惑。

诚如毛凌华所言，新鲜血液的注入，让南繁事业不断焕
发出新的活力。

90后毛方明，2019年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
士研究生毕业，来省农科院工作快2年了，最触动他的是前辈
们坚持不懈、不畏艰难的精神。每次在去稻田的路上，毛方
明总会抬头看看路旁一栋老旧的两层楼房。“那栋房子曾是
院里科研人员来南繁基地的临时住所。那时他们四五个人
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屋里还堆满了工具，压根挪
不开脚。现在条件好了，我更要懂得珍惜，努力奋斗！”

“我们团队的每一位前辈都很热情，让我体会到了家的
温暖。我就像南繁‘候鸟’中的一只‘雏鸟’，在这些‘大鸟’的
帮助和庇护下，羽翼愈加丰满有力。”说这话的是30岁的罗来
杨。对他来说，南繁最大的收获是可以学到书本上、实验室
里学不到的知识。“育种也讲策略，前辈们的指导，让我少走
了很多弯路。我想这就是南繁可贵的地方，一代又一代接力
传承。”

梦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南繁路上，每个科研人员都是追

梦人、奋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原院长颜龙安带领团队选育

的野败籼型不育系“珍汕97A”，为推动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省农科院选育的“赣晚籼923”等一批优质高产
品种已成为南方稻区的主栽品种；选育的鲜食玉米已经走出
江西，在云南、海南等南方鲜食玉米产区种植。通过南繁加
代试验育成的不同类型的辣椒新品种，获得多项省部级奖
项，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凝聚着追梦人的聪明才智，浸透
着奋斗者的辛勤汗水。面对已有的成绩，他们从未停下探索
的脚步。

在芝麻育种人员孙建心里，芝麻是“大事”。“江西是黑芝
麻生产大省，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0%。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黑芝麻生产供应跟不上消费增长的速度，进口依存度高。但
是芝麻种质资源利用率较低，限制了科研、生产及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我们目前也是努力从源头发力，育出好种子。”

今年南繁，辣椒育种人员方荣和团队成员对收集的我省
20余个地方辣椒品种开展了提纯复壮研究。“我们省有很多
优良的地方品种，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导致种性退化，产量、抗病性和适应性下降，影响了种植
户的生产效益。为保持辣椒地方品种的优良种性，提纯复壮
非常关键，这也是我们科研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方荣说。

采访中，颜龙安的一席话让记者印象深刻。“科学种田，就
要我们种田的人懂得识别作物的表情。它会笑，就是丰产；它
会哭，就是‘饿’了或是有虫子在吃它。作物的长势也是对你
工作的一种评价。和它们对话，再苦再累，也是一种幸福。”

品味幸福的同时，这群科研人员也在努力传递这份幸
福，让科技之花绽放沃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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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樟树
市店下镇梦湖湖
畔 300 多亩紫云
英进入盛花期，
紫色的小花连片
绽放，汇聚成一
片花海，吸引众
多 游 人 前 来 游
玩，感受惬意的
春日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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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27年年99月初的一个夜晚月初的一个夜晚，，修水县城的商会修水县城的商会
会馆里会馆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年轻军官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年轻军官陈
树华树华、、何长工何长工、、杨立三连夜为秋收起义军设计军杨立三连夜为秋收起义军设计军
旗旗。。

他们按设计方案制作出了一面军旗他们按设计方案制作出了一面军旗：：旗底为旗底为
红色红色，，象征革命象征革命；；旗帜中央的大五角星旗帜中央的大五角星，，象征中国象征中国
共产党共产党；；镰刀和斧头图案镰刀和斧头图案，，代表工农代表工农；；整面旗帜的整面旗帜的
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队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队。。

购买布匹，邀请裁缝和针线工，100面崭新的
军旗在飞针走线中制成。

19271927年年99月月99日凌晨日凌晨，，秋收起义誓师大会在秋收起义誓师大会在
修水古城紫花墩举行修水古城紫花墩举行，，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飘扬在会场的上空飘扬在会场的上空。。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全体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全体
官兵在军旗指引下官兵在军旗指引下，，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核心提示

王晓江带领学生们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