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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白色半袖衬衫，站在比人还高的海稻田
里，陈日胜说，如果不下雨，就该收割海水稻种子
了。这是广东湛江市遂溪县虎头坡的海稻种植基
地，隔着一片树林就是海洋，涨潮时，海水会倒灌
到田里，
退潮后，
留下被海洋“肆虐”
过的杂乱。
从 1986 年到现在，陈日胜卖房卖地独自研究
海水稻 31 年。只因承已故师长谆谆教诲之恩，怀
改善盐碱地边农民困苦之情。
如今海水稻已“名动天下”
，国内外专家认为
其有助于中国乃至全球盐碱地开发利用和粮食生
产。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牵头在青岛组建了海
水稻研发中心。
陈日胜声名鹊起：全国范围内的机构与他进
行合作研究，他的研究论文登上了国际专业基因
杂志。有媒体称陈日胜为“海水稻之父”
，他谦逊地
称“当不起”
，继续窝在湛江海边研究海水稻，执
著、
沉默而坚韧。

“疯魔”的执著和专注
“陈日胜是我敬佩的人，他的持之以恒和专
注，是我们现在搞科研的人都需要的精神。”
这是
与陈日胜合作发表海水稻论文的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洛杉矶分校基因组和大数据中心主任李新民
教授对陈日胜的评价。
如今已 55 岁的陈日胜，身材不高，寸发，精
瘦，
因常年在地里劳作皮肤黝黑。戴着眼镜有学者
知识气，
站在地里像地道的农民。
第一次见陈日胜是在 2014 年，当时记者在陈
日胜家里采访到子夜 12 点。乍见时，感觉这个“老
头子”
平易近人、面目温和，但不承想这温和的面
容下有着难以想象的坚韧。
为了研究海水稻，从 1990 年开始，陈日胜自
掏腰包，跑到全国各地去考察盐碱地。他说：
“我记
不清到底跑了多少地方，反正听到哪里有盐碱地
就去，那时交通不方便，
常常一去就是一个月。”
每到一个地方，陈日胜都会带走两样东西：一
份是当地盐碱地的泥土样本；一份是当地种植的
稻种。
这些曾将陈日胜家老房子装得满满当当。
遗憾的是，
为了还债，
陈日胜把老房子卖了，
搬
家时他在外地，
很多样品被不知情的妻子扔了。
所幸，如今在遂溪县虎头坡合作社的办公楼
内，部分样品存留下来：玻璃罐的标签上写有北
京、吉林白城、
大庆等地名。
陈日胜说，
袁隆平是他的偶像。
他敬佩袁隆平
研究杂交水稻时那些“疯魔”
的故事和一生不懈的
研究。事实上，陈日胜也一样有着几乎“疯魔”
的执
著和专注。
有一年，
海水稻在三亚试种时出了问题，当地
合作研究人员把陈日胜请了过去。
到了三亚，陈日胜查遍土壤、水稻和水，也没
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晚上回到宾馆洗澡洗到一半时，陈日胜脑子
里突然灵光一闪：三亚温度比湛江高，是不是因为
温度问题？想到这里，陈日胜立即冲出浴室，把想
到的东西全部记下，才又回去接着洗。
“我怕洗完
澡就忘了。
”
陈日胜回忆旧事，哈哈大笑。
陈日胜倾尽所有。
独自坚持 31 年研究海水稻，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00 年前后，陈日胜利
用自己的专业，做了不少副业，在广东云浮、广西
桂林等地搞林场、种果树，甚至搞过建筑，将这些
副业赚的钱，每年投入几万元进行海水稻研究和
育种。虽然一度小有身家，
但也花得七七八八了。
为了还债，他卖掉湛江的老房子；为了投钱，
他不惜将林场几乎卖光。
人格之高，在于胸襟。
采访完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记者又给陈日胜
发了条微信，
再次追问：
是什么支撑你自费研究几
陈日胜用手机给记者发
十年？
第二天凌晨 5 点多，
了一条将近千字的长微信。
“你们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1986 年虽已是
有饭吃的年代，但我高中之前，能吃上一碗白米饭
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我从 1990 年开始出差考察全
国盐碱地，最长一次用了 7 个多月……
“你们不知道上世纪 90 年代住在盐碱地区域
的老百姓有多苦，更理解不到他们有多穷。到了
1996 年，在街上买东西还连一百元都找不开零
钱，
那时还有多少个这样穷的小城镇？住在盐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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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学 历 、
无 单 位 、无 资
质 ”的“三 无 土
专家 ”陈日胜如
何成长为“海水
稻之父”？
“我生在广
东，
也有机会赚
钱，
但人活着无
非两件事：一件
是能赚钱过上
好日子 ；
一件是
意义很大能为
老百姓做点事 ，
但没钱赚 。
然而
花天酒地的笑
声虽很大但不
一定幸福 ，
老百
姓那种纯朴的
笑却令人感觉
到幸福”

的老百姓不是不努力，但往往是努力半年颗粒无
收，只能叹口气说天气不好地又返碱了。
任何有良
知的人看到那些人的那种艰苦生活，都想为他们
做一点什么。
“我生在广东，也有机会赚钱，但人活着无非
两件事：
一件是能赚钱过上好日子；
一件是意义很
大能为老百姓做点事，
但没钱赚。然而花天酒地的
笑声虽大但不一定幸福，老百姓那种纯朴的笑却
令人感觉到幸福。
”
，陈日胜谦
有人将陈日胜称为“海水稻之父”
逊地说：
“不敢当，我没学过水稻专业，只是最早去
研究海水稻，
我也是一边学习一边做。”

“野路子”和野稻子
研究海水稻 30 多年的陈日胜，其实是个学林
业的“野路子”
。
而这一切要从 1986 年说起。
这一年，陈日胜跟着老师罗文烈调查湛江红
树林资源时，在湛江遂溪县城月镇燕巢村海边发
现一株比人还高、看似芦苇的水稻，
高高的水稻上
结着穗。
罗文烈对海水稻的价值是怎么看的，如今斯
人已去，答案已不得而知。但罗文烈做了一个安
将海水稻
排：让陈日胜收下 522 粒种子进行繁育，
种子保存延续下来。
作为一个学林业的“外行”
，要研究培育一个
新品种水稻，其难度可想而知。
与科班出身的研究者相比，陈日胜是地地道
道的“外行”
。但 24 岁的陈日胜接下了这个任务，
他说：
“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作业，
必须把它做好。
”
在陈日胜家里，水稻研究方面的书装了一柜
子。陈日胜告诉记者，当时很多都不懂，大多是通
过自学，边学习边摸索边研究。
1987 年，
陈日胜用采摘到的种子在遂溪的海
边进行育秧，结果差点“全军覆没”
。当时他将种子
分别种在两小块空地上，靠路的一块为了防止人
畜进入造成破坏，
就用渔网围了起来，
靠海的一块
则没有。结果涨潮时，
随着潮水游上来的海鱼把没
有围起来的秧苗吃了个精光，另外一块因被围着
而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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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月 1 8 日 ，陈 日 胜
在稻田中检查稻谷情况 。
本报记者张若玄摄

海水稻一年一造，试验周期长，单是普选稻
种，陈日胜就做了好几年：1987 年种植 400 株，选
择优良单株 51 株；1988 年种植 51 个株系，入选
15 个株系，
选择株高、熟期一致的单株 80 株……
如此选种到 1991 年，陈日胜才定型品系为“海稻
86 ”
，
在 10 个株系中收获种子 3 . 8 公斤。
全
而这 3 . 8 公斤种子，就成了海水稻“燎原”
国的“星星之火”
。
从 1992 年开始，南到海南，北至东北，陈日胜
通过多种方式，将这些种子不断培育并且在全国
各地的盐碱地上试种。
陈日胜自己的种植基地，也
扩大到近 3000 亩，其中湛江市遂溪县虎头坡有
300 多亩，湛江廉江市 ( 县级市 ) 有 1300 多亩，而
湛江雷州市(县级市)有 1000 多亩。
2014 年 10 月中旬，
专家组经过现场考察后，
发表共同意见认为：海水稻是一种特异的水稻种
质资源，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和利用价值，建议国
家加强对海水稻资源的全面保护，并大力支持开
展系统研究。

“从深闺入了红尘”
如今海水稻已全国闻名，培育了海水稻的陈
日胜，也从一个“无学历、无单位、无资质”
的“三无
土专家”
变得声名远扬。但陈日胜的骨子里有明显
的广东人“闷声做事”
的特性，他说他的初衷并不
想出名。
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意外的盗窃案，可能至今
海水稻还“养在深闺无人识”
，陈日胜还是那个默
默独行的“野路子”
。
意外发生在 2 0 1 3 年 ，但 事 情 应 当 追 溯 到
2011 年的一场机缘巧合。
当时正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兴起、
农业部门重视
并准备出台文件的阶段。
陈日胜为了扩大海水稻的
种植规模，
在老家遂溪组建了虎头坡种植专业合作
社，
但是问题是：
没钱了。
不得已，陈日胜将自己以前收藏的一些奇石
拿到北京去卖，
随手带去了《虎头坡合作社发展规
划》，看能不能找到人投资合作。一位也是奇石爱
好者的记者随手翻了翻《虎头坡合作社发展规
划》，留意到这竟然是一种新事物——
— 海水稻，大
— 现
为惊奇。这位记者将这消息告诉了其朋友——
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周长林。
周长林对此大感兴趣，组织了一场研究会邀
请陈日胜进行现场讲述。陈日胜说，他去现场进行
了讲述，
但与会者都觉得不可置信：水稻怎么种在
盐碱地里，
还用海水灌溉？
慧眼识珠的周长林组织了一个课题组，邀请
了一些国家部委和研究机构，以及农业发展银行

人员等，在 2011 年 11 月亲自到湛江考察海水
稻，并开了一个名为“海水水稻物种保护与创新
研究”
的非公开座谈会，会上提议将海水稻命名
。
为“海稻 86 ”
这次座谈会过后，陈日胜获得了一些资助，
缺钱的境况暂时得到改善，一家公司曾姓老板
一次性给陈日胜 100 万元，资助他进行研究，但
尚未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
2013 年 10 月，
一场意外发生：陈日胜放在
廉江营仔镇仓库的 12 袋海水稻种子被盗。
这时，陈日胜想到了见报。在陈日胜 2011
年在北京的那场现场讲述会上，
《新民周刊》一
位记者恰巧在场，其在会后找到陈日胜表示想
进行采访报道，陈日胜拒绝了。其后两年，这位
记者多次想进行采访，陈日胜都没有答应。
种子被盗后，陈日胜主动联系到这位记者。
“我当时的想法是，先做个报道，留个证据。种子
是我 20 多年的心血，要是谁盗去种植了，然后
声称发现新品种，我还没办法说是我的。找上海
的报纸，也不会惊动偷种子的人。”
陈日胜说。
在这篇名为《陈日胜的海稻和合作社》
的报
道将海水稻称为“种植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
《湛
记者张永幸无意中发现后，随即跟进并
江日报》
持续报道。海水稻的名声开始慢慢传出来。
陈日胜说，被盗之事给了他很大冲击，让他
想到了要给海水稻申请点什么，保护自己的心
血。经过多番辗转北京和湛江，2014 年 9 月，
通过农业部颁布的农业植物新品种
“海稻 86 ”
保护公报，海水稻终于有了“身份证”
。
虽然当年的盗窃案至今仍未破获，但这一
盗窃案的确成了海水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点。如今海水稻已是“名动天下”
。袁隆平团队和
陈日胜合作的海水稻在青岛的基地已经测出最
高亩产超过 600 公斤，陈日胜自己试验的第三
代海水稻测出的最高亩产已超过 700 公斤。
但陈日胜清醒地看到了一片喜讯背后的问
题。他面带忧色告诉记者，袁隆平、谢华安等有
识之士曾多次建议做好海水稻资源保护工作，
建议在海水稻发现的那片地区设立保护区，但
因各种利益纠葛，至今保护区设立仍不见踪迹。

质疑声中的海水稻：价值在哪里？
在湛江遂溪的虎头坡海水稻种植基地，有
一百多个海水稻品种。
和一般的稻谷相比，这些成熟的海水稻高
度超过两米，比人还高；二是谷芒，海水稻稻穗
与麦穗相似，有长长的谷芒；三是颜色，常见大
米是白色，而海水稻是深红色；四是口感，煮熟
后，海水稻口感比一般大米粗糙。从生产特性上

来说，抗倒伏性比较好，抗涝，广东台风多，普通
水稻被水淹没一周左右就会倒伏、
严重减产，而
海水稻影响不大，不怕台风。
“最主要的是耐盐碱性很好，海水稻就生长
在海边滩涂地上、红树林中，本身就是在盐碱很
重的地方生长的。”
陈日胜说。
除了生产特性，海水稻在一些方面的营养
价值也很突出。陈日胜介绍，根据最新测评结
果，海水稻耐盐能力可达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六，
比普通大米的膳食纤维高出 3 倍，六磷酸肌醇
高出 2 倍。
今年 8 月，陈日胜的海水稻研究论文《一个
新的海水适应耐盐型水稻品种——
— 海稻 86 的
全基因组测序和比较转录组分析》在国际基因
领域专业期刊《 BMC Genomics 》
杂志上发表。
记者采访了负责论文试验实施部分及手稿
起草工作的李新民教授，他说，论文团队完成了
海水稻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海水稻共有
12 条染色体。通过与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 3000
个水稻品种的基因组数据库比较发现，
“海稻
86 ”
一共有 64869 个独有变异，这个变异在其
他水稻里面并不存在。在独有变异的基础上，团
队又找到了基因内部对基因功能有影响的
8000 个变异。
研究还发现了其耐盐碱性相关的
5 个基因家族，
其中两个是国际上最新发现。
闻名世界的同时，质疑伴随而来。有人认为
海水稻名不副实，不是种在海水里；也有人认
为，海水稻的作用过分夸大，早在上世纪 30 年
代国际上就有耐盐水稻的研究，国内在上世纪
80 年代也已开始研究。
对此，陈日胜说，海水稻只是一个形象说
法，说种在海水里只是误解。我国的盐碱地除了
西北气候干旱形成的之外，还有大量的滨海盐
碱地，以及地下水等形成的盐碱地。这些都是海
水稻可能适宜种植的地方。
袁隆平认为，我国有约 15 亿亩，其中可开
发利用的约 3 亿亩，如果这些盐碱地都能种上
高产的海水稻，我国粮食增产前景广阔。
在李新民看来，目前海水稻在分子研究层
面尚无突破性进步，下一步的关键，一是要研
究清楚抗盐碱的机理，因为有可能是海水稻的
根部结构可以阻止盐分的进入，不造成毒害；
也有可能是海水稻就能忍受高盐碱；还有可能
这种水稻可以把盐碱转化分解。如果是第三个
原因，海水稻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还可以改良
盐碱地。
二是要分离抗盐碱基因或基因组。全球有
140 多亿亩盐碱地，
一旦分离到这个基因，就可
以转移其他作物上，那么海水稻对中国、对全世
界人类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被小平同志“点”赞的“柜台明星”，
永别柜台
1992 年 2 月 18 日元宵节 ，
邓小平同志来到上海市第一百
货商店 ，
来到马桂宁的柜台 。
马
”
“
，
，
桂宁有个外号 叫 财神爷 因
为他常去各商店进行服务示范 ，
这些商店的生意会马上好起来 ，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外号 。
邓小平
邓小平与
听了频频点头 。
后来 ，
马桂宁亲切握手 、
合影留念并从
他手中购买了文具
本报记者龚雯 、
何欣荣
11 月 6 日，
年近八旬的马桂宁去世。
马桂宁，一个对 90 后、00 后稍显陌生的名
字。而对他们的父辈、祖辈来说，这个名字如雷贯
耳——
— 他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明星营业员，多
次当选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
几十年来，他在小
小的“三尺柜台”
练就独具一格的马派服务技艺。
更是被传为佳话。
他和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互动，

为小平同志服务的“柜台明星”
1992 年 2 月 18 日元宵节，邓小平同志来到

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
来到马桂宁的柜台。马桂宁
术”
。
有个外号，叫“财神爷”
。他向邓小平解释，他常去
一次，一位女顾客看中一块淡黄底红黑格
各商店进行服务示范，只要示范后这些商店的生
花呢，但实际上，她的年龄明显不适合穿。马桂
意会马上好起来，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外号。
邓小平
宁不厌其烦地向她解释，并拿了一种咖啡底黑
听了频频点头。后来，邓小平与马桂宁亲切握手、
格子花呢，把两块料子披在她身上，让她照镜子
仔细比较。这位女顾客最后选中了马桂宁推荐
合影留念并从他手中购买了文具。
的料子，高兴地说：
“还是你挑得好，要不买回去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百一店是全国最大
只能压箱底。”
后来，这位顾客操办儿子婚事时，
的百货商店，享有“新中国第一店”
之称。马桂宁长
— 当时是一笔巨款——
— 来买
拿了 1000 元钱——
期在呢绒柜台工作。市百一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料子，对马桂宁说：
“只要你看中就行。”
者，当时人们找马师傅买布，他不用尺子，一点不
差，人称“一看准”
“一摸准”
。2000 年商店进行调
他每天接待成百上千的顾客，不少顾客常
常通过一笔小买卖的偶然相识，便与他一见如
整后，没布可卖了，马师傅被调去卖男士衬衫，照
故，并带来许多“回头客”
。这从平凡中升华的
样看一眼就知道顾客适合什么样的衣服。
“非凡”
，凝聚着马桂宁多年的辛劳和汗水、勤奋
“我的追求就在‘三尺柜台’
。”1938 年 5 月出
生的马桂宁，1973 年 12 月到上海市第一百货商
和刻苦，
实在称得上是一门“艺术”
。
“他说过，作为一个优
店工作，1984 年 10 月入党。
作为营业员，顾客要什么就卖什么，理所当
秀的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终生，他真的做到
然。
但马桂宁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他深有感触地
“我们都在讲商业革命 ，
了。”
马桂宁妻子、73 岁的张玲玲望着遗像哽咽地
说：
但商业革命绝非仅
对记者说。
指商店在硬件设施上的翻新和店堂装潢上的考
”
结婚 51 年，张玲玲深知马桂宁对“三尺柜台” 究 ，
其最核心的内涵是建立新型人际关系 。
为了接待好每一个顾客，马桂宁创造了“接
的热爱。年轻时，马桂宁几乎天天早出晚归，退休
一、问二、招呼三”
的接待法：每当接待一名顾
被返聘后也没停下来过。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即便
客，
也抽空询问第二位顾客的要求，并向第三位
是躺在病床上，他也不时问家人：
“重整的市百一
顾客打招呼，使顾客感到暖意，产生亲近感。他
店开业了吗，
拍点照片给我看看。
”
又根据顾客的询问、需求、意愿、担心等心理状
“马派服务艺术”当年很“红”
况，总结出“五帮助，五可以”
，帮助算料，帮助解
决急需用料，
误算用料可退换，重复买或误买可
在马桂宁柜台，每天都上演着“马派服务艺
以代售，
买料后加工困难可以帮助解决等，处处

使顾客感到方便、满意。他作顾客的参谋，运用
比较法、疏导法、比喻法，让一些冲动型的顾客
也能耐心挑选，选中最适合自己的衣料。
上海一家商店曾经搞了个小试验——
— 把平
时销售额不大或卖不掉的布料让马桂宁去卖。
结果时间不长，顾客就在他柜台前排起了长队。

当师傅不当领导

五百徒弟遍天下

马桂宁终其一生，只守着“三尺柜台”
，没有
往商场的管理层发展。
据了解，马桂宁收过的徒弟在全国超过
560 个，除了商店营业员，还有民航、铁路的乘
务员，银行、电信的服务员，医院的护士，学校的
教师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这些徒弟中，有一
半是劳模，还有人大代表、三八红旗手、企业家
等，90% 是各级先进工作者。
在市百一店负责照相器材的营业员李惠
麟，2000 年师从马桂宁，他父母得知后非常自
豪。马桂宁的“偶像”
地位，可以用商业圈的一句
流行语形容：
“北有张秉贵、南有马桂宁”
。
让李惠麟印象最深的是，拜师 17 年来，无
论在商场工作还是一起出差，马师傅都会问一
句“最近工作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吗？”
李惠麟回忆，有一次师傅趁着中午吃饭时过来，
看到徒弟在服务顾客，就先默默地站在一边，直
到顾客离开后才很委婉地说：
“小李，你看如果
刚才咱们用这种方法，是不是会更好。”

在马桂宁家中，记者遇到了另一个前来吊唁
的徒弟，中国移动上海九江路营业厅经理、全国
劳模景伟娟。她红着眼眶告诉记者，2005 年跟着
马师傅学习后，马师傅经常抽空到营业厅进行现
场指导。看到营业厅客流量大，就帮忙想办法缓
解客户排队时间长的问题。

“马派服务 ”不过时
要“马桂宁”

新零售需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有一段时期线下门
店被视为“试衣间”
，商场营业额也受到很大冲击，
这影响着马桂宁的心情。
“虽然父亲觉得网购很方便，但他认为实体店
还会再好起来，因为不管业态怎么变，好的顾客
同样
体验是根本，人与人的交流是不可替代的。”
是上海劳模的马桂宁女儿马熙雯说。
事实上，经过前期的狂飙突进，一度火爆的
电商也遭遇不少消费者“吐槽”
，发展进入瓶颈阶
段。部分领先的电商平台，近年已开始积极布局
线下商场，用户体验成了零售创新中的关键词。
由此可见，
“马派服务”
在新时期、在现代服务体系
中也毫不过时。
马桂宁曾说过，服务无止境，千万不要墨守
成规，要敢于创新，敢于超越，创造一套最适合自
己的服务特色，这才是最好的方式。真心真意为
顾客服务，不只是个态度问题，更需要建立在科
学的基础上，用一流的服务技艺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