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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十分繁荣。地大物博,养育着很多百姓,粮食需求也比较庞
大。正因为如此农业的种子优良培育的工作,历史悠久自古就有,从未间断。在中国古代就有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的说法,这足以说明粮食的重要性。但是,要想提高粮食产量和粮食质量,就必须研发优良品种,以
此来提高产量和质量。
[关键词] 科学育种；农业地位；强化种子
中图分类号：S892.6 文献标识码：A

Consolidate the basic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basic work of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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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been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its farming culture is very
prosperous. Vast territory and abundant resources, raising many people, and the demand for food is also
relatively huge. Because of this, the work of excellent seed cultivation in agri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which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has never been interrupted.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a saying that soldiers
and horses did not move food and grass first, which is enough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food. However, in
order to improve grain yield and quality, we must develop excellent varieties to improve yield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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