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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稷的名实考汪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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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是起源于中国最

是粟（备子）”１。但不论是古文献或当代学者中持

古老的农作物。黍惺同种，子粒糯者为黍，粳者为

稷不是黍的同类而是各于的人，他们大多都役有从

翟。但对黍稷的称谓长期以来各地不能统一，归纳

事种植黍稷的实践，更馥不上对黍稷的研究了，只单

起来．除黍稷称谓之外的名称还有较麋和硬麋、麋

纯依靠文字进行推敲，这样难受以讹传讹。其实不

黍、麋于…、黍于等。特别是对稷的称谓从古至今

论黍稷也好，谷子也好，类型是十分繁多的，如果脱

在农史界一直争论不休．不能定论。有的学者引经

离实际，单从只言片语的古文献记载的穗形、播种期

据典．单纯以《诗经》粹物名称分类推求，并以程字

和生育期来判断稷就是各于，更是无稽之谈。笔者

形义演变过程，论证程即今之谷子“。。持同样观点

长期执事黍稷研究．主持国家綦稷的攻关课题多年，

的学者也以上古文献所记载的穗形、播种期和生育

执黍稷的起源演化、种质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到

期．或是稷的古音、字源和五谷之长的地位等证胡稷

新品种的培育、推广和深加工等，均进行了系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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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针对当前学术界对黍稷的称谓一直不能定论和

生程与栽培黍稷的近缘关系。

统一的情况下，撰写此文，以翔实的论据说明，稷就

＾１．１染色体组型模式据王润奇采用ｋｖ蚰的标

是稷，不是谷子；以软靡和硬糜、糜黍、麋于、黍子等

准“１，先测出染色体长臂和短臂长度。ＡＲ（臂长比．

代替黍稷的称谓，带有地域和古义上的局限性，不能

蜘ｎｍｉｏ）＝Ｌ（长臂）／ｓ（短臂）。臂比等于ｌ

完全表达蒙稷作物的全部，也币符合黍稷的起源演

的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以Ｍ表示；臂比在ｌ

化规律和占老传统的称谓，应谆还原黍稷称谓的原

３

０的为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以ＳＭ表示；臂比在

貌，还是以黍稷作为规范称谓的好，这样也就不会造

３

０—７

成黍程称谓的混乱和误解了。关于黍稷的称谓，魂

据试验结果，染色体组型分为３组：Ａ组，中部着丝

仰浩先生”１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撰文提出黍稷名称

点染色体，有第１、３、７、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共】Ｏ

规范化的建议，其论点也倾向于稷指黍的同类．黍罹

对；Ｂ组．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有第２、５、６、８、９、

的称谓也以綦稷作为首选但缺少必要的论据，难以

１７、１８共７对；ｃ组，近端着丝点染色体．有１对，鄢

０－１ ７
７—

０的为近端着丝点染色体。以ｓＴ表示。根

定沦。本文从黍程的起源和演化过程、细胞和遗传

第４对。染色体组型以下列公式表示：Ｋ（ｍ）＝

学的研究、黍稷是人类最早驯化的作物和我国甲骨

３６；１４Ａ“＋２０Ｂ“＋２ｃ”。根据测量数据，绘制染色

文、《诗经》和其他农书有关的季稷记载等方面比较

体组犁模式囝（图１）。

系统地论证了黍稷发展的垒过程，为荤程名称的规
范，提供丁科学的依据。稷不是桑（谷子），而是黍
的同类。黍程应作为今后科研、生产和学术研究的
规范称谓。至于各地的叫法，如麋子、黍子、麋黍、较
靡和硬糜等习惯性的称谓，仍可在本地保留。

１黍稷的起源和演化过程
黍稷有两种类型，糯者为黍，粳者为稷。黍稷是
由野生稷进化而来，据内蒙古、山西、黑龙江等省

㈣㈣黜哪８｜
ｌ

２

（自治区）对栽培垂程牛态性状的研究表明，在人工

３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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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条件下，栽培黍稷是扶小粒向大粒、厚壳向薄

¨暑＿１

壳、易落牡向不易落粒、厝｜：乳粳性向糯性Ａ向进化
的，说明栽培黍稷是从具有原始性状的野生稷进化

４

ｍｉｌｌｅｔ

２．１．２

ＧｉｅｍｓａＣ一带型１’州１

Ｉｄｌｏｘｒｍ

由３种带型组成，

而来”１。同时，从细胞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进一步

一是染色体长臂和短臂着丝点带，共１ ３对，分别为

使这一论断得到证实。从其进化过程来看，最初作

１、３、４、５、６、７、８、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以Ｃ／Ｃ表示；

为野草的野生攫于粒是粳性的．没有蠕性的，只能

二是染色体的短臂为垒着色，长臂为着丝点带．共３

叫作野生稷。由野生稷进化为栽培稷，冉南栽培稷

对，分别为２、９、１０，“Ｗ／Ｃ表示；三是染色体的带

进化为拽培垂。作为野草的野生稷，在各类禾本科

型为次缢痕带，共２对，分别为１７、１８，以ＣＮ／Ｃ表示。

野草中，不论其生育期、抗旱性、耐瘠性和子粒产量
上都有明显的优势，由此推断，被当时原始人类作为
最早帻吼生存的采集植物…。

染色体的带型“下列公式表不：２ｎ＝３６＝２６詈＋６詈

＋４等。图２为Ｇ，…ｃ一带型模式固。
ｂ

２

细胞学和遗传学的研究

２．２

野生稷与栽培黍程的酯酶同工酶研究

通过细胞学和遗传学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丁野

据资料报道用聚丙烯酰胺凝胺电泳法，研究野

生稷与栽培黍稷之间的亲缘关系很近，说明黍程是

生程与栽培季程的干种胚厦胚乳的醋酶同工酶

由野生程进化来的。

谱“““，研究结果共获得９条谱带，由负极到正楹

２．１野生稷与黍授染色体的研究

依次分为慢带厦（ＥＳｔ．Ａ）、中带区（ＥＳｔ．Ｂ）和快带医

野生稷的染色体和栽培黍稷的染色体数完全相

（ＥｓＬ—ｃ）。结果表明，野生稷的基本谱带为７条，分

同，都是２ｎ＝３６，其核心模式也基本相同”１。染色

别为Ａ带２条、Ｂ带１条、ｃ带４条．栽培黍稷的基

体的组型和Ｇ…ｓａ

本谱带为９条，即＾带２条、Ｂ带３条、ｃ带４条（图

万方数据

ｃ一带型模式也相同”１，说明野

＊自女＊赍《学ｍ

３）。但其中有些栽培程的曾带与野生稷的谱带相

世纪东设的《汉书》记载：“稷者，百答之主．所以奉

似或相同．为７条，阿栽培黍的基本谱带为９条，说

宇宙，＃粢盛，古人所食以生活也”。公元１１世纪

明野生稷是栽培黍稷的祖本，栽培狸由野生稷进化

柬期北宋的《毛请名物解》记载：“稷．帑也．所以祭．

而来，而栽培攀卫由栽培覆进化而来，即粳型是初级

故谓之｛蔡”。榛和稷同音，由于稷作为祭祀祖先的

类型＋糯型为高级类型。由此确定，野生程和栽培黍

供品．所咀后人叉以程｛Ｉ申出穗来，其实都是指同一

稷有很近的亲绿关系，均唇同一十种，学名和栽培黍

种作物．但说明稷在人娄历史长河中年代的丸远。

稷一样，也是Ｐａｎｌｃｕｍ

我国各个朝代的京城也相继修建“社翟坛”．作为皇

ｍｌ她“…Ｌ““。

帝祈求神灵保佑，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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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平安的地方。这里的稷．也是答神的意思。直
到现在，北京城天安门旁的中山公园里仍然保留着
趣模宏大的“社程坛”。由于稷是人类最早驯化栽
培的作物，索和稷是同一种作物，只是不同类型而
已．说明在轻短的时期内稷就进化成黍．黍程也就成
为古人最早栽培的作物了。我国古农学家胡锡文先
生在《粟黍程古名物的探讨》一书中说：“在先秦
两汉时，垂在叶时通称黍．稷也通称稷，由于黍稷在
早先是人民大众的食粮，因而在文献中常以黍稷同
时出现”““。至于在先秦两汉时为什么把黍和慢当

ＧｋｍｓＢ

作两种作物．分开对待呢７我们推测野生稷最主要
的形态特征是散穗型的，早期驯化后的栽培稷也主

㈣２Ｂ

吕吕：１Ａ．ｎ一

…Ｂ

要保持了散穗的特赶．而进化的黍，又出现了穗分柱

ｌ口３Ｂ

是食用方法的不同，程了粒粳性只能做米饭用，而黍

㈣

聚在一起的侧穗类型，所眦就有后来“豪穗聚，而稷
穗散”的记载”，作为荤和梗的区分。另一种原因

子粒糯性，除作粘糕食用外，还能酿酒．所以．ｍ两种

■一ＩＣ

；；，２。Ｃ
Ｉ

ｗ一

作物对待，出现了那时主要栽培的五谷为黍、稷．稻、
麦、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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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稷是人类最早驯化的作物
委稷是五谷之长．百答之主

华夏民族的始祖以黍稷教稼于民
华夏民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和黄帝．距夸大约

有６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了，炎帝，其德火纪，咀火师而命
名。他以农耕为主，救民稼穑．故而被后世尊称为神
农炎帝，山西高平市羊头山的山洼里有一块小平地，
相传是炎帝的五谷畦，在附近的故关村．有炎帝始
祖和二世炎帝的陵寝。在此期问，炎帝住山西最早

由丁野生稷和栽培稷有租近的亲缘关系，导致

开创了以黍稷为主的农耕生产。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日

了栽培稷成为人类最早的、也是最容易驯化的作物．

在羊头山的清化寺内挖掘出石碑，现立羊头山清化

也是起源于中国最早．比粟的起源还要早的作物。

寺内，为唐代牛之敬撰并书，立石时问为唐天授２年

为此，古人又把稷列为五谷之长．百谷之主．作为祭

（公元６９１年）；碑文日：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毙帝

祀祖先的供品，以表达不忘先祖给后代带米赖以生

遍走群山．各尝百草，届时一所获五答焉。炎帝存此

存食ｊ宦的恩德。公元Ｉ世纪东议班同撰《白虎通

创立末耜，兴始稼穑，调药石之温毒，取黍稷之甘馨，

义》记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

充虚济众。并记载ｒ第一代炎帝“轨公”的儿子“柱

偏敬也，五粹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杜爪

于”出生在羊头山，与父一起教民稼穑，除瘵延龄．

有土也。程，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公元１

播生嘉各，柱出兹山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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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中国最早的农官后稷，以程命名

戴稷黍＋不能薮稻粱”。《小雅·出车》记载：“昔我

后稷是尧、舜、禹时期我国最早的农官，后稷，原

往竞，黍程方华”。（小雅·华黍》记载：“时和岁丰，

名叫‘弃”，由于他种植稷的技能很高，因而被尊荇

宜黍稷也”。《小雅·楚菠》记载：“我拭黍稷，我黎

为后稷。《左传》记载：“扁弃也为稷．自商以来祀

舆舆，我稷翼翼”。《小雅·莆目》记载：。黍稷稻粱，

之“．北宋的《毛诗名物解》记载：“牡预言黍稷日亲，

农夫之庆”，还记载了“以御闺祖，以祈甘雨，以舟稽

降食以为酒，贵食攻之，故榛者，粱也。所以礤明尊

黍稷”强调了为求黍稷丰收而祭祀农神。陈甲骨

臭，故五答之官，而稷官名之”，山西晋南的稷山县

文和《诗经》之外，还有其他古农书也追述了以往农

是后程出生和救稼于民的活动中心。稷山县原名高

业兴盛时也是以季程长势之好作为标志的。如商周

凉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改为稷山县，与

时期的《尚书》就记载了：“隋农自安，不昏作劳。不

后稷在这里教民稼穑是分不开的。明代（１６２０年）

服田亩，越其岗有黍稷”．“黍惺非馨．明德惟譬”。

赵南帛撰写的《上妊草本》就记载：“稷一名檫，又名

东周春秋时期的《吲语》记载说：“黍稷无成，小能为

。程成熟晟

荣，黍不为黍．不能蕃庑，稷不为稷．不能着殖，所生

早，做饭疏爽吾美，或云，后程教稼精，首种之于稷山

不疑，唯锥之基”。西汉的《焦氏易林》记载：“仓盈

县，县名取此”。《稷山县志》的序言里也说：“稷山

庚亿，宜稼荤稷，国家富有，＿人民善息。操耜乡亩．析

是程王教民稼穑和农业的发祥地”，并记载了：“程

贷乖稷．饮食克中，安利无咎。忉忉怛怛，如将不活，

山县有腰神山，后稷始教稼稽地也．倍呼程土山，跨

黍稷之思，灵辄以存，黍程苗稻．垂秀方造．中旱不

闻喜，万荣、夏县界。”””《读史方舆记要》记载说：

雨，伤风枯搞。黍稷醇礼，敬奉山宗，神嗜饮措，甘雨

“稷王山，相传上古后授教民稼穑于此，上有稷柯，

嘉降，黎庶蕃殖，独蒙福祉…”１。这些古农书，是继

下有稷亭”。直到现在在县城仍保留有规模宏大的

甲骨文和诗经之后，记载了在公元前１世纪前黍稷

“稷王庙”。和稷山相邻的闻喜县东镇一带，几乎村

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可以看出．从商周到西双的

村都建有稷王庙和稷王娘娘庙，后人世世代代丰口传

１７００年间黍稷仍然是古人赖以生存的主要食植。

下去．永远不忘这位伟大的农业先驱。

直到公元ｌ世纪的《汉书》仍然记载着：“河南Ｈ豫

粜，黍稷稻粱，禾麻菠麦，此八谷也

我国甲骨文、《诗经》和其他农书有

４

关黍稷的记载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出现农作

州，其谷宣５种（师古日，黍稷菽壹稻），河东日兖州
（山东），答官４种（师古日，乘稷稻麦也），正酉日雍
州（湖北西北部、陕西南部）．谷宜黍稷．东北日幽州
（山东），答宜３种（师齐日．垂稷稽）＋河出日翼州

物的名称也“荤稷最多，据于省吾写的《商代的谷

（河北），谷宜黍程，正北日井州（山西中部）＋谷宜５

类作物》一文统计＋黍出现３００多改．稷出现４０多

种（季、程、菽、壹、稻），说明到东汉时地处黄河流域

投．说明黍稷在３０００多年前仍然是古民的主要食

的先民们，仍然把季程作为主要食粮。东祝以后由

粮。黍的地位更为蕈蓦，有人认为这与商代嗜酒的

于粟、麦、豆等粮食作物，在栽培技术方面得到很大

风气有关，因为当时Ｂ经发明了用黍米酿造黄酒，并

发展，栽培面积越来越太，黍稷在人们生活的位置才

且成为当时民众生恬中不可缺少的佐饭饮料，造蘼

有所下降。

进一步提升了季比程在人民生活中还要重要的
地位。
《诗经》是反映我国西周到春秋时代的一部古

５黍稷的名实辨
５．１

视“稷”不是覆．是“粟”的说法

诗，是我国现存古籍中最早而可靠的经典．被视为反

黍稷同源，是同一种作物的两种类型，是不能分

映先辜的社会资料。遮部古诗提到最多的也是黍

开的。既然如此，历代学者为什么争论不体呢？视

（２８欢）稷（１０敬）。从这部诗的一些篇章中也町以

稷为粟的学者论点归纳如下：①《孟子》及汉代文献

看出黍稷在当时的重要性。《豳风七月》记载：“九

中提到的５各主要有两说．一说为黍程麦豆麻．一说

月筑场匝，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缪，禾麻菽麦。。《鲁

为黍稷稻菽麦。若黍稷是同一种作物，把青代最主

霸·闭宫》记载：“有狸有黍，有稻有柜。”《王风·季

要的粮食作物粟排除在５谷之外，是不合逻辑的；＠

靛》记载：“被黍雒雕，被稷之苗，被荤雏雕，被程之

粟在中国的考古发现早于黍疆；③从《诗经》的某些

穗，彼綦雕雕，彼稷之实”，这说明黍和程的苗、穗、

诗篇推断程即粟。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实践的验证．

子粒的形态是一样的。《唐风鸭羽》记载：“不能

说明这些论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鼗们强调应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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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宴物为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单纯从文字的考

于粟。

证，是得不到科学结论的。从本文町以看出．橐稷是

对于以《诗经》的某些篇章来推断稷即是粟的

我国起源驯化最早并且早于粟的作物。从粟的起源

说法，更不能存在，在《诗经》中出现荤稷连称的地

不难看出，粟起源于青狗尾草，而青狗尾草与粟虽说

方共有１７次，说明黍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也说

是属同一个属，但却不同种．青狗尾草的学名５ｅｔａｒｉａ

明黍授在当时的重要性。也出现了禾４扶、粟２次．

甜ｉｄｕ（Ｌ）Ｂｅａｕｖ，而粟的学名Ｓｅｇａｒｉｎ

ｉｌａｌｌｃａ（Ｌ）

说明黍稷和禾、集在当时是已经同时存在的、不同的

Ｂｅａｕｖ，在亲缘关系上明显不如野生稷和黍程的亲

两种作物。禾、粟是同一种作物，只不过在西周至春

缘关系近““；再则野生的青狗尾草子粒很小，不能

秋之前在人民生活中还控有提升刊比黍稷还重要的

作为最韧原始人类直接采集＿＿１ｊ以充饥的食物，由此．

位置。有人迁引用《诗经》中《小稚－楚辞》的一句

导致ｒ粟的起褫演化过程和时间明显的在黍稷之

话：“我黍与与，我稷翼募”就得出结沧说：“连称和

后，直到在攫代之前粟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仍然代

对称说明两种作物在同时同地出现．其性状和生育

替不了黍稷．甚至在产量和面积』＝连麦、菽、稻、麻的

期必然相近。在我嗣的传境作物中，只有黍子和谷

位置也不及，在当时也就不可能列＾五谷之内了。

子才有过种密切关系，黍子和谷子生长期均在

至于黍稷虽是同一种作物，却在五谷中以两种作物

１２０—１６０ｄ之问，其形态和苗期酷似，播种期也不相

出现，Ｈ能说当时的古』、在黍和稷植物学形态上、食

ｔ下”。其实在从古到夸的生产实践中，黍稷和各

用方法“及课加工上的差异，就把季和稷作为两种

于（粟）的生育期和播种期相差是较大的。一般来

作物对待了，这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

说黍稷的生育期根短，太多数品种为８０ｄ寿：右，最长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的也不超过１２０ｄ，播种期电较晚．在芒种前后．甚至

至于粟在中国的考古发现早于季樱的说法．完

更晚；谷于的生育期较长，大多数品种在１２０ｄ左右．

全是人们的谍解，对于考古发现中黍程和粟年代九

播种期也比黍稷提前１５—３０ｄ左右。苗期的形态也

远的问题，在解放前山西万荣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

并不酷似．不论在叶色上、叶宽上和叶的上举度上都

址中发现有碳化的黍稷子粒和皮壳，这一发现得到

有较大的差异。看来任何事物脱离实际往往会得出

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Ｃ ｗ比自普（Ｂｉｓｈｏｐ）的重

错误的结论。由此看来，《小稚·楚辞》中这句话中

视，他在一篇《华北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章中说：“在

指的黍和稷正是黍稷，只有黍稷在生育期，播种期和

那里太群分土地上种植最厂的谷物，看来是ｍｉｌｌｅ）

苗期的形态上才是极其相似，甚至是完全一样的。

ｍｉ／ｉ州ｎｍ）Ｂ在中国新

在先秦两汉之前垂攫和粟的名称是比较清楚

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在早期文献中．这是主要的

的，视稷为粟的说法只是魏晋“后的训诂学家引起

谷物＋是唯一具有宗教意义的一种作物一其本身
就是最古老的标志”．比自普的结论在西方至今仍

的混蒲，如贾思担、榇光启等。唐代前后的本草学家
如李时珍等从植物学性状方面来研究医别稷和粟。

受到重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如美籍华人学者何

应是符合实际的、比较科学的方法。直到现代我国

炳棣教授就曾特别指出，比肖普对“荆村的小米”有

各地称程为稷或嚷，和黍子连称．现代植物学分类的

过科学的定名，并以此判定，其他卅土粟的记录，也

著作巾，如《植物学大词典》、《中国主要植物图

有可能不尽是粟，而是季。英国汉学隶ｗ华生

说》“、《中国植物志》等，甚至连各种版本的《辞

中普遍的一种。垂（Ｐｕｎｉｅｕｍ

（ｗ㈣）在《中国的早期栽培作物》一文中引证了

海》，《辞源》及《词典》中，也都屉把稷和黍作为同

比自普的意见，再如美籍植物学家李惠林也是采取

类，并列在一起的。地方上称黍程为软麋或硬糜、麇

同样的看法“…。无独有偶的是．２００９年中国科学

黍，也有统称糜子、黍子的．但没有一个地方称粟

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和美国路易斯安职州大学等单位

（咎子）为程的。

对河北武安县磁山遗址的碳化各粒进行了同位景鉴

５．２

定，结果是黍稷的驯化栽培为１０３００年，粟为８７００

视稷称糜和黍稷称软糜、硬糜，糜黍或糜子、
黍千的说法

年ｍ１，同年甘肃兰州夫学国家重点实验宰和美茸

５

戴维斯加州大学等单位对甘肃大地湾遗址的碳化答

代，周旌的辨起是在母陕西省的中部偏西，从后世的

粒也进行了同位隶鉴定，结果是黍稷在当地的驯化

文献中可以知道，那一带种植靡于是很多的，南宋初

栽培为７２００—７９００年．而粟为５９００年左右””。由

期郑刚中写的《西征道里记》说。西人饱食面，非床

此来看．从考古的角度也说明黍稷的起源演化早

犹饥”。“席”字音。靡”，他所记载的就是靡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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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视程称糜的说法视稷为糜的说法。始于周

ｆｇｉ等：＃《∞ｇ女｛Ⅲ＆＆≈

还蜕；“将家云，出战糗粮，不可不食，嚼廉半掬，侧

麇于，＿ｌＥ好与西北地区称粳性的稷为麇足两种完全

津檀便生，余物皆不咽。”这个记载说明，周代＾在

相反的概念，如果再出现了把黍稷统称为糜子的说

他们的“周原”上由于适应自然条件而太种糜子．并

法，就更使原本荤程混乱的名称乱上添乱了。

且成为军事和政治上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旧１。周

把黍稷统称为黍子的说法，大都出现在先秦两

代＾为什么要太种特种麇于呢，从文献的记载中可

汉之后的一些古文献中．由下｝｝｛现了稷措粟的争议，

以看出．干旱的周原土地上晟适宜种植抗旱、耐瘠的

所眦有意阿避了稷．只以黍来统称黍稷了。除此之

糜子，而且把糜子作为周人的主要食粮，在频繁舶战

外，在国外的一些翻译文献中．通常也只把黍稷译为

争中．又把麋米炒熟，成为“炒米”，作为将士战争中

黍，例如，俄语中的ｒｌｐ６ｃ０是黍的意思，却指的是黍

晟佳最方便的军粮。其实周人称为“糜于”的作物

稷。把黍稷统称为黍的说珐．和统称为糜子的说法

就是指“稷”，辜代李斯写的《仓颉篇》记载：“檫．太

存在同样的弊病，容易让人误解为单指糯性的黍，也

乘也，似季而不牯，差西谓之糜“。唐代苏恭撰写的

就是说这种称滑也同样不能表达黍稷作协的完整

《唐本草注》记载：“本草有稷不成｛祭，程即檫也。今

面貌。

楚＾谓之稷，关中渭之靡，呼其米为黄米”。明朝的
王圻撰《三才圉会》记载：“稷米，今所渭檬米也，出

６

黍稷的规范称谓

粟米址皆能种之．书传皆称程为五谷之长。五谷不

鉴于黍稷称谓的混乱．一直是农史界长期以来

可遍祭，故视长卧配社。关两渭之靡，冀州谓之摩，

争论不休的问题，也给黍稷的科研和生产带来诸多

皆一物也”。由此可见，我国西北地区称稷为糜的

不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荤程作为我国的主要

说法是由来已九的。直到现存我国西北地区种植的

杂稂作物，也首攻列＾我国科技攻关项目，我们在主

黍稷中仍然以稷为主，并且仍然称为麋。

持完成科研课题的同时。自先把规范称谓的问题进

５．２．２视黍程称较糜、硬靡和糜黍的说｛壹对黍稷

行了论证和研究，１９８３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

的这３种称谓都带有“靡”字，看来都与虽初两北地

黍程科研ｒ作舍议上，经过来自全国１１个省（区）

区称程为麋的称谓有关。由于麋只能代表粳性的

藁稷主产区代表的认真讨论，一致认为黍稷是起源

程．以后随着黍的出现，麋不能反映黍稷的垒部，所

ｆ我国的古老作物，应该保持最初古老的称滑，还是

蹦卫衍生出软靡子和醣糜子，由于硬摩子在食用方

黍稷连称的好．在某种意望上这种古老的作物又能

法上，最神常作为米饭用，所“又称为饭靡子，这种

代表和反映出我国古老的农耕史化。更何况黍稷洼

称谓也始于我国西北地区。显而易见，这种称谓使

称表选内涵完整，不会引起大家的疑问和龌解。为

原车简单明了的称谓变得更加繁杂化ｒ。

了照顾有些地区称稷为靡的习惯．舍议决定．在稷的

对黍稷称为麋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和山

后面暂时加“麋”，挢起来，对黍程的规范称谓为“黍

西一带．对黍的称谓是一致的，对稷的称谓也是受靡

稷（靡）”。于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敝的黍稷文献中

的影响，看来至今黍程名称的混乱，除粟之外，糜也

都采用了这十称滑，妇由王星玉、魏仰措丰缩的《中

是一个根源。但不论称黍稷为软麇、硬糜，或是麋黍

国季稷（麋）品种资碌且录》、‘中国季稷（靡）品种

的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起码能说明黍稷是同种作

志》等。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相继出版的季稷科

物，忸有粳和糯两种类型的医别。

研著作中，为了更加简便明了，就把稷后面的括号加

视黍翟称糜子、黍于的说法把黍稷统称

糜省略掉了．如由魏仰浩、王星玉、柴岩主缩的《中

为麋子的ｉ兑法主要在西北和东Ｊ七的一些地区。而且

国黍稷论文选》和王星玉主编的《中国黍稷》、《中国

５．２

３

由来已九，据明朝胡待撰的《真珍船》记载“黍有两

黍稷品种资源特性鉴定集》、《中周黍稷优异种质筛

种…今关西总滑之麋于”。清朝西清撰的《黑龙

选利用》以厦由王星玉、王纶主编的《黍稷种质资源

江外记》记载：。黑龙扛土脉宜麋子。麋子粒如各

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Ⅲ’等。这些由黍稷称谓的、

于，礅大，赤黄二色，煨“热炕．然后碾食”。直到现

代表该作物国家研究水平的科学著作，在围内外农

在，这种称谓仍然出现在黍稷的一些学术论著中。

学界产生了探远的影响，为黍稷的正名和规范化使

把黍稷统称为麋子的弊端，仍然是不能表达出黍稷

用已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今后，中国黍稷研兜不断

的全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让人们误ｍ为靡于是

深入发展中．乖稷名称规范的称谓，也会硅得更加

单指稷子而言。更何况不同地医对糜于称谓的内橱

重要。

也各有差异．如东北三省的一些地区称糯性的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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