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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一粒米”如何变迁

长知识

你知道
动物界“冷知识”吗

■ 本报记者 彭薇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全国各地仿若同时迎来了“迟来的春节”，为了响应“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不少人在大快朵
颐的同时不忘“舌尖上的节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问题关系
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古至今，我们的“一粒米”发生了哪些变化？

黍为古代粮食中的“贵族”
中国人常说的“五谷丰登”出自《六韬·龙
韬·立将》的记载：“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登，
社稷安宁。”意思即年成好，粮食丰收。关于“五
谷”，流传了两种说法，一种是稻、黍、稷、麦、
菽，另一种是麻、黍、稷、麦、菽。两种说法的区
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
据史料记载，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
而当时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就是五谷之
中的黍、稷。黍在古时的地位，从诗歌典故中可
知。《诗经·魏风》 中有脍炙人口的诗句：“硕鼠
硕鼠，无食我黍”。黍的栽培在先秦时期有重要
意义，是粮食中的贵族。“贵黍贱桃”的典故也
能说明它在当时的地位。一天，鲁哀公接见孔
子，令人端来桃和黍。孔子先吃黍，后吃桃。鲁
哀公不解：黍饭常吃，为何孔子先吃黍饭后吃
桃呢？孔子解释：桃好吃，可黍为五谷之长，是
祭祀先祖时的主要供品。另外,商周时期饮酒盛
行，黍也是重要的酿酒材料。
水稻种植是在?周时期兴起的，关中平原
由于水资源丰富， 成为重要的水稻产地。《诗
经》 曾记载，“八月剥枣， 十月获稻”，“十月获
稻，为此春酒”，“黍稷稻粱，农夫之庆”。中国是
世界上水稻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稻在古时
又名“稌”。据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考证，早在
六七千年以前这里已种植水稻。
早期，稻的主要种植区域是长江中下游平
原地区，因为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环境适合水
稻的种植。秦汉时期，大一统局面逐渐形成，农
业技术不断发展， 尤其是铁制农具的普及，此
时，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到了?汉，由于大型水
利设施的营建，关中地区成为“天下陆海”，水
稻开始在北方大范围种植。明代以后，水稻种
植更有发展，因此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外来作物引入中国
与秦代之前单一的“五谷”相比，秦汉时
期，我国的粮食结构有所变化，农作物品种增
加，包括粟、稻、小麦、大麦、大黍、高粱、大豆
等，基本具备了后世的主要粮食作物。
夏商时期，我国虽已种植小麦，但是麦的
生长需要一定的灌溉条件，在当时生产力条件

大优势。黑龙江、河南和山东是我国最大的三个
产粮大省。黑龙江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大豆、水稻、
玉米、小麦等，粮食总产量约占全国 1/9，这意味
着每 9 碗主食就有 1 碗来自黑龙江。
近十年，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的粮食产量明显
减少。据专家分析，沿海发达地区的粮食生产减
少，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一
些地方的农民种植附加值更高的蔬菜花果以及
一些经济作物，比如有很多人种植茶叶。福建、浙
江等省份以山地丘陵为主，农村很多地方平均一
户不到一亩耕地，使得粮食生产难以形成规模效
应。北京、上海、天津这三大直辖市，以城市经济
体为主，耕地和农业占比小。?藏、青海、宁夏等
边远省份的人口总量都不大， 以畜牧业为主，而
海南以特色农业为主。

树立厉行节约的消费理念
伴随着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来回穿梭，位于崇明的 7000 亩稻田开镰收割。
下，还不可能在粮食中占主要地位。秦汉时期，
由于灌溉条件的改善，麦类种植尤其是冬麦种
植得到很大发展。?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
舒的建议， 在关中地区大力推广冬麦种植。三
国以后，小麦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兖州与
徐州就有大范围小麦种植的记录。 到了唐代，
今安徽中北部、山?与苏北地区都有小麦的种
植，唐代宗时期还出现了麦税的征收，这都说
明小麦在当时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
专家研究，中国的粮食发展遵循着两种路
径，一种是原生粮食的种植与扩大，另外一种
则是外来作物的传入， 在引入栽培过程中，逐
渐演变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最终形成了今
天中国人的粮食格局。
占城稻因原产于越南占城而得名。占城稻
最早出现于北宋，因其高产，且环境适应能力
强， 在引进我国之初就被大范围推广种植，特
别是在水资源丰富的江南地区，占城稻的生长
速度更快。 占城稻在作物学上属旱稻的一种，
其实，在占城稻引进前，中国已有旱稻种植的
记录，但因地理条件的限制无法推广，而占城
稻的出现不但使旱稻得以推广，更使得中国种
稻区面积发生了较大改变。
明代以后， 随着郑和下?洋带来的海运，
多种农作物传入了中国，如马铃薯、玉米等。尤

其是玉米，具有很强的耐旱性、耐寒性、耐贫瘠性
以及良好的环境适应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
当时的粮食压力。
玉米原产于墨?哥、秘鲁一带，我国最初对
于玉米的记载是在 1551 年，明代嘉靖年间。玉米
最初在山区种植，可做面食、做粥，秸秆还能做饲
料、当柴火，应用广泛，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
作物。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由善于
航海的?班牙人发现并带往欧洲，后传入我国。

现代粮食“北粮南运”
在古代， 粮食是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当
时综合国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粮食生产和
储备能力。而历史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都是肥沃的鱼米之乡，古代粮食出现“南粮北运”
格局。而如今，长三角、珠三角等高度城镇化、工
业化、人口大量涌入的地方，需要大量调入来自
东北等地的粮食，形成了“北粮南运”的局面。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 5 年
粮食生产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今年夏粮也实
现了丰收。2019 年， 我国粮食产量前十的地区分
别是，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河北、江
苏、内蒙古、四川和湖南，其中，北方地区占据较

周恩来高度重视新闻宣传队伍的
建设。 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组织领
导，中共中央南京局成立了宣传部和新
闻处。在由周恩来亲任书记的外交事务
委员会中， 也成立了新闻处和联络处。
为了壮大新闻宣传队伍，周恩来又指示
新闻界的党员与宁沪地区的记者广交
朋友， 对有进步倾向的报刊和同仁，从
政治上、新闻来源上，以及资金、物质
上，给予帮助和支援；同时也很注意做
争取反动报社的记者的工作，从而在中
共中央南京局周围形成了以党员新闻
工作者为骨干的新闻网络，消息十分灵
通，传播非常迅速。
办报的人都很重视独家新闻，周恩
来根据斗争的需要，多次教育在新闻界
工作的党员：各报有各报的读者，对新
闻消息一定要互通有无， 互相支援，加
强新闻界的团结， 不能只争独家新闻。
有段时间，《新民晚报》 因电话线路中
断，消息传递不灵，《联合晚报》总编陈
翰伯便将本报的各种消息， 包括南京
长途电话专稿供给《新民晚报》。由于
各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 南京局的宣
传 范 围 也 逐 步 扩 大 。1946 年 12 月 24
日， 北平发生女大学生遭美军强奸事
件。当时，国民党当局新闻封锁很严。
25 日， 平津南系党组织领导下的北平
—亚光社，发布了有
一家民营通讯社——
关事件的简短报道， 中共中央南京局
系统联系的党员、《益世报》记者兼《联
合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刘时平，立即
深入采访，很快了解了事件真相，写出
了 一篇较为详细的通讯航寄上海， 在
1947 年元旦出版的《联合晚报》上以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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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 1/5，粮食产量约
占世界的 1/4。2019 年 10 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中提到，中国粮
食产量稳步增长，人均占有量稳定在世界平均水
平以上。其中，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 95%，稻谷和
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
种调剂。可见，中国依靠自身力量将饭碗牢牢端
在了自己手上。
提及粮食生产，杂交水稻对我国乃至全世界
粮食产量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工程院院
士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所发明的杂
交水稻，被?方专家称之为“东方魔稻”，比常规
水稻增产 20%以上，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产
的稻谷可以多养活 7000 万人口。当然，中国水稻
产量的提高不仅是因为育种技术的进步，还有制
度释放的红利、化肥的贡献，以及农民辛勤的劳
作等。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同时提出，从中长
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处于“紧平衡”态势，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据不
完全统计， 中国每年在餐饮上浪费的粮食高达
800 亿斤至 1000 亿斤，相当于目前粮食生产量的
6.0%至 7.5%。专家建议，为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目
标，需进一步做好顶层谋划，在需求和消费层面，
将节约理念和危机意识纳入国家粮食安全观，树
立全社会厉行节约的绿色健康消费理念，反对和
杜绝任何形式的粮食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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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
国共南京谈判
目的大字标题刊登出来，推动了全国性反
美抗暴运动的发展。
新华社南京分社几任负责人都平易
近人，对下属关怀备至。杨翊回忆说：“我
于 1946 年 8 月分配到分社工作时， 我的
第一个公开的上级、分社社长范长江了解
到我将继续前往延安后， 安排我担任编
辑、资料工作时，特别解释了这一工作的
重要性，要求努力做好工作，不能有临时
观点。当我 9 月份离开分社时，他又表扬
我工作中具有 ‘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
性’。这虽只是对一个年轻人的鼓励，却也
使我体会到这几个词汇的真切含义，将它
们作为以后生活的追求目标。分社人员的
工作是紧张的，但也是活跃的。分社在 17
号楼下一个大房间内办公，每天都有一段
时间，几个人一道印刷、装订、发行，说说
笑笑，气氛融洽。时为代表团成员的廖承
志到我们办公室来时，总爱同大家开开玩
笑，画几笔漫画，写两句歪诗，有时还诙谐
地逗弄一下他的夫人经普椿，引得同志们
哄堂大笑。9 月 1 日是当时的记者节，解放
区的新闻工作者在这天要举行庆祝活动，
南京分社也在 30 号院内举行了纪念性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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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范长江同志在会上讲话时，要求大家
坚守岗位，勇敢战斗，学习解放区同业的
坚定、豪迈精神。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纪念
自己节日的宴会，印象十分深刻。”
周恩来虽然自己忘我地工作，却十分
关注分社和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
学习安排和休息情况。他总是叮嘱管后勤
的同志：大家工作辛苦，一定要安排好吃
住，才便于展开工作。他经常抽空去各部
门看望，同大家亲切交谈，了解各方面的
情况与问题，有时还在院子里与同志们打
一会乒乓球。许多同志都感到在分社工作
时间虽短，却受益匪浅。杨兆麟就是在新
华社南京分社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
中共代表团在国统区的新闻宣传工
作的环境是很险恶的。周恩来不仅以高度
负责的精神，尽量为这些同志创造好的工
作条件，而且更关心他们的安全，使其免
遭国民党的迫害。 周恩来刚到南京时，自
己住处尚未安顿好，就一面给郭沫若夫妇
写信表示问候，一面派人前去帮助他们解
决住房问题。由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京
局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在国民党实行大逮

鱼会口渴吗？奶牛为什么总会产奶？动物
界有一些“冷知识”，你了解吗？
鱼会不会口渴，需要依照鱼而论。淡水鱼
体液的盐浓度高于周围的水，它们不会主动喝
水，而是利用渗透作用，通过皮肤和鱼鳃吸收
水分，排出更稀释的混合物，以除去体内过量
的水，所以它们不但不口渴，还会想办法将身
体里的水排出去。 淡水鱼的肾脏比较发达，将
大量的水分排出的同时保留有用的盐离子。在
水里，鱼的嘴巴常常一开一合，其实，那是为了
让水快速流过它的呼吸器官“鳃”，以便吸取水
中的氧气，释放出体内的二氧化碳。
由于海水鱼体液的盐浓度低于周围的水，
它们一直面临脱水的威胁，所以需要不断主动
地喝水。由于鳃的独特结构，它们可以喝入盐
水，处理之后再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也有少
数例外，如鲨鱼、鳐鱼就不喝水，这是由不同的
生理构造决定的。当然还有一些鱼，哪怕是在岸
上，也可以存活，比如弹涂鱼，它们在离水后可
通过皮肤以及口腔黏膜来呼吸，不会窒息而死。
哺乳动物只有在生育期间才会产生乳汁，
可奶牛为何会一直产奶？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些
残酷，因为奶牛总是被人工授精而怀孕。生了
小牛之后开始产牛奶，奶牛泌乳期有 300 天左
右，大概在两个月时，母牛会达到产奶高峰期，
而四个月后出现显著的下降现象，到产后十个
月基本停止。当然，有些高产奶牛的泌乳期可
达到一年甚至更长。
行业内的通常做法是， 奶牛在产崽约 2-3
个月后，母牛会被再次受孕。此时的母牛既在
产奶，又在孕育下一代，而在产崽前 2 个月，差
不多到达了泌乳期的第 10 个月， 奶牛会进入
两个月的干奶期，这相当于奶牛的“产假”。奶
牛的产奶年限在 4-5 年左右。奶牛产奶量逐渐
减少或者不能怀孕，就会被淘汰。
山羊的视野真的有 360°吗？包括人类在内
的多数动物都拥有圆形瞳孔，但是山羊等动物
的瞳孔呈现水平状， 也就是眼睛中间黑色的那
部分，是长方形的。瞳孔越长，进入的光线就越
多，这将扩大它们地平线的视线范围，更好地发
现掠食性动物的出现。 山羊的视野在 320°到
340°之间，它们不用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一切。
猫咪能尝出甜味吗？答案是不能。猫的身体
里缺乏一种能够感知甜味的蛋白质， 正是这种
缺失使得它们无法尝出甜味。 猫通常是通过嗅
觉感受食物适不适合自己的口味， 而不是靠品
尝。因此，如果猫喜欢吃奶油，并不是因为喜欢
奶油的甜味，吸引它们的是奶油里脂肪的香气。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本栏目欢迎读者来信来稿， 编辑邮箱：

jiefangbowen@163.com

捕之前，章汉夫、夏衍、许涤新、胡绳、乔冠
华等一大批党内外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和
文化艺术界人士安全转移至香港，不少同
志还撤退到了解放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党的新闻宣传事业，在组织上做了
一定的准备。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根据时局
的发展，准确地把握形势的变化，敏锐地
判断反动当局可能采取的措施，为中共中
央起草了大量文电，提出了长期的战略计
划，积极宣传党的政策，灵活地运用党的
斗争策略，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成功
地开辟了对国民党斗争的第二战场，为配
合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战争的胜利， 不仅靠己方的作战，还
要靠敌方的瓦解。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
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
的人，孤立好战的分子”的指示，周恩来在
南京谈判期间，精心组织开展对敌统战和
策反工作， 从国民党营垒中打击顽固派，
这一工作的成果，体现在以后各阶段的战
局发展中。
1945 年秋，周恩来与驻海南岛的国民
党第 46 军军长韩练成取得联系， 希望韩
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后韩调
至山东，在莱芜战役中起义。
1946 年夏，周恩来在南京秘密会见了
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张克侠，指示说：“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
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
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
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
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
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
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
解敌人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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