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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推进会在沧州召开

白春礼院长在大会上讲话

刊首语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开创国家创新发展新局面，加
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
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承认差距、密切跟踪、迎头赶上，走
自主创新道路，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涉及未来的重点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大胆探索，
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要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要增强创新自
信，加快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建立健全优先使用自主创新成果的机制。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进一步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
场需求有机衔接。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鼓
励人才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在科协、科技界委员联
组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文章来源于新华社，2013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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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

以科技自信助力

实现中国梦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白春礼

（文章来源：《紫光阁》2013年4月）

一个人需要有自信，因为它是通往成功之路的起

优势，在经济上取得了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了

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自信同样弥足珍贵。

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得益于此，

经过60多年来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探索，尤其是改革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连年稳步增加。2006年以来，我国

开放以来的“摸石头”阶段，中国人已经沉淀出了道

R&D经费投入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2011年我国

路、理论、制度方面的“三个自信”，引领着中华民

的R&D经费投入总量达到8687亿元，反映了政府、企

族快步向复兴梦靠近。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科技居于龙头地位，可
以说是撬动中国梦实现的“杠杆”。习近平总书记在
今年两会期间，提醒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增强创新
自信”。我认为，在当前态势下，按照总书记的要
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树立特有的“科技自信”，
就显得尤为关键和必要。

敢于自信

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在重视科技方面所做出的不
懈努力。这是我们树立科技自信的物质基础。
近几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技术
研发都取得了历史性的长足进步，整体科研水平已经
从过去“跟踪”国际一流同行的工作，到现在逐步实
现与国际一流工作的“同行”，乃至在个别领域成功
实现了“引领”。仅以2012年为例，我国科学家在高
温超导、中微子震荡、量子通信、诱导多功能干细胞
等方向取得了一大批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在关系到
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等重点领域，取得了像载人航

建国以来，经过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卓越的努力，

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另外，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可以载入史册的“招牌”性故事，

在基础研究领域，我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

比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破解

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2位，论文影响力也逐步提

哥德巴赫猜想”、“杂交水稻”等一大批高水平科技

高；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和质量也得到大幅提升，

成果。这是我们树立科技自信的坚固“地盘”。

一大批优秀科研人才学成回国，本土人才培养体系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

在逐步完善。这是我们树立科技自信的丰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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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信

起为中国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做出创
新贡献的责任。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科技自信，正视
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切不可夜郎自大，自娱自

助力自信

乐。毕竟，我们还不是一个科技强国。中华民族的复
兴之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面对这样的共识和
期盼，科技界应该练好内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关
键时刻给力，确保不掉链子，最终挺起腰板“实现科
技自信”。
要真正实现科技自信，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恪守科
学价值观。当官和发财是两条道，同样科技工作者也
应该把实现科学创新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梦想和价值
追求。袁隆平院士将一生的汗水洒在了心爱的田地
里，直到今天，80多岁的他仍有“禾下乘凉梦”：水
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颗粒有花生米那么大。相比袁
隆平，遗憾的是，科技界还存在不少的“投机取巧”
的现象：浅尝辄止，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甚至沉溺
于名利追逐的游戏。科技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板凳
宁坐十年冷。
要真正实现科技自信，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树立
“干大事”的信心和勇气，敢碰重大科学命题，要把

要真正实现科技自信，各类机构要充分尊重科技
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要把高层次人才真
心实意地当作第一资源看待。几十年前，小平同志就
提出自己要做“科学家的后勤部长”。在今天，我们
要致力于打造人才“宜居”型创新生态系统和科研
“软环境”，在科技资源投入、效率配置等方面力争
有所作为。例如，中国科学院近两年就启动实施了解
决科研人员后顾之忧的3H工程（Housing，Home，
Health），保证科学家有五分之四的时间安心用于科
研工作。
要真正实现科技自信，还需要在国家层面切实做
好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协同创
新。党和国家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党的十八大、
两院院士大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都有详细的阐
释。去年，中国科学院联合教育部启动实施了“科教
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联合所有省级地方科学院
组建了“全国科学院联盟”，试图通过这些外部举

致力于重大科技突破作为奋斗目标。近日，中科院物

措，在国家层面上探索更为优化的创新路径。同时，

理所和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团队，成功实现了“量子

中国科学院近期在内部确立了两个“三位一体”的改

反常霍尔效应”。这是中国科学家长期积累、独立完

革举措：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的

成的重大科学突破，完美地贯穿了从理论研究到实验

组织架构，出重大成果、出优秀人才、出前瞻思想

观测的全过程。我相信，这支研究团队在数年的攻关

“三位一体”的机构使命。

过程中，心中一定有着干大事的豪情作为支撑。

科技自信是创新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作

要真正实现科技自信，科技工作者还要敢于“标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心态和视角，也是中国科

新立异”。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去伪

技界应有的基本气质。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蓄

存真、逐步逼近真理的渐进式过程。不盲从、不迷

势待发，有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

信、不跟风理应是科技工作者的职业特质，提出新理

新能源等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初显端倪。面对这

论、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理应是科技工作者的价

一后发国家难得的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窗口”，中

值追求。只有形成“标新立异型”的特色文化，中国

国科技界要树立起强大的科技自信，勇于作为，把创

的科技界才有希望涌现出一批乔布斯式的人物，担当

新驱动发展战略接上地气，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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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中科院变革之道
——专访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3-06 第1版 要闻)

创新是个永恒的话题，对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

其实，由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组成的“三

来说尤其是这样。党的十八大将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

分结构”，一直就是中科院独具特色的组织模式。建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新时期的科技工作提出了更

院之初，中科院建设了一批研究所；1955年，学部成

高要求。

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其战

生；1978年，中科院获国务院批准创立新中国第一所

略使命是否明确，组织架构是否高效，不仅关系其自

研究生院，正式开始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

身的发展，还直接影响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科技

2012年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

体制改革的征程。

国科大），同时与上海市共建的上海科技大学也正式

“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国际一流水平

成立。三所高校中，中国科大实行“所系结合、全院

相比，中科院还有着一定的差距。”中国科学院院

办校”，国科大实行“三统一、四融合”，上海科大

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日前坦承，“因此，我们必须充

实行“院地合作、共同办学”，三者都践行高水平科

分发挥自身优势，创新体制机制，实现科技创新效益

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的规律，但各有侧

的最大化，实现中科院的持续健康发展， 为我国经

重、各具特色。“建制化的科研院所、凝聚全国高端

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提供重要的知识基础、

智力的院士群体、科教融合的研究生队伍不仅是中

技术支撑和创新人才。”

科院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特色优势所

体制创新：助推科技跨域发展

在。”白春礼说。
纵观全球，世界各国的国立科研机构都在立足自

构建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的

身特点，探索各具特色的管理体制与方式。如美国能

发展架构，实现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的

源部国家实验室利用市场体制完善、公共机构健全等

战略使命，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科学院，是中科

有利条件，采取了委托第三方管理的模式，降低了管

院党组总结近两年提出的新思想、新举措而作出的重

理成本，提高了产出效率。

大战略决策，是“创新2020”跨越发展体系的重要组

在白春礼看来，体制创新是科技跨越发展的助推

成部分，亦被认为是中科院对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器。“可以说，没有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就没有科技

的先行探索。

的繁荣，也不会有科技生产力爆炸式的释放和增长。”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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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向纵深推进
国家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骨干引领
作用，不仅担负着服务国家目标、引领科技发展的战
略使命，还承担着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思想库的重
要任务。2012年9月，中科院研究生院在北京举行了
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后的首届开学典礼，9个直属
学院的院长全部由中科院院士担任，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落实‘三位一体’发展架构的重要内容，
科教融合一直是中科院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的一项工
作。”白春礼说，“这些年我们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
效的尝试。”
2009年以来，中科院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
科教紧密结合，培养创新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成
立“中国科学院科教结合工作指导委员会”，设立了
科技英才班、联合共建、特聘教师岗位、研究生公共
教学实验平台四类教育创新项目，与教育部联合启动
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31对高校和研
究所达成了战略合作……同时，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的四个研究所与国科大共建了“四所一系”
的研究生培养平台，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与中
国科大联合组建了“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这些
做法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而在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方面，中科院学部也正
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仅2012年一年，学部就
组织完成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28份，得到中央领导重
要批示40余次。学部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合作开
展未来十年我国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已经公开出
版，对国家学科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

深度协同：不仅仅是“三分天下”

是要从现阶段的战略定位和战略使命出发，通过‘三
位一体’这条纽带，拆除研究所之间分割、竞争的藩
篱，突破制约跨越发展的瓶颈。”
白春礼认为，科研院所、学部和教育机构应当树
立共生共荣、荣辱与共的理念，在中科院内部形成一
个具有凝聚力、竞争力的有机整体；对外，则要能够
团结全国的科技力量，使中科院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
科学院。
另一方面，“三位一体”的独特优势要得到充分
发挥，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也不可或缺。如中科院计
划成立的院级学术委员会，目的就是要在进行一些重
要的科技决策时，建立听取学部咨询意见的程序，以
进一步发挥学部在学科布局、方向选择和学术评议中
的咨询作用。
“中科院的改革势在必行。”白春礼说，“在改
革中，要立足国情院情，既要遵循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和高端智库各自的规律，又要体现三者间的内在联
系；既要继承发扬行之有效的组织和制度安排，又要
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让三方面的力量有机结合，产
生更多的集聚效应，实现中科院建设的新跨越。”
强化科教融合、建设“三位一体”，引领知识创
新、支撑国家发展。这是新时期中科院落实“创新
2020”跨越发展体系的核心命题。白春礼最后强调，
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科学院，要抓住科教融合这
个基础，协同创新、协同育人这个路径，出成果出
人才出思想这个目标，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这个关
键，把“三位一体”真正落实到科研院所、学部、教
育机构三者的具体工作和组织管理过程中，变成三者
共生共治共享共发展的有机整体，从而真正发挥科技
创新“国家队”、“火车头”作用，切实履行创新科
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战略使命，为落实国家创新

除了相互支撑、共生发展外，科研院所、学部和
教育机构又如何产生“1+1+1＞3”的效应？
对此，白春礼有着这样的思考：“构建‘三位一
体’的发展架构，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过去的做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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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推进会在沧州召开
2013年6月4日，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和河北省在

发升级、区域适应性高效肥料研制与应用、农资物联

沧州市联合召开河北省“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推

网示范点建设等工作，为实现增产目标做出贡献。河

进会。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副院长张亚

北省农科院院长王慧军介绍了河北省“渤海粮仓科技

平，中科院院士李振声和河北省政府副省长许宁、科

示范工程”的最新进展情况。科技部农村司副司长郭

技部农村司相关负责人出席并讲话。

志伟介绍了科技部对“渤海粮仓”项目的部署情况和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集成中科院土肥水种

项目实施中的具体要求。

等农业关键技术，突破环渤海低平原区淡水资源匮

白春礼在讲话中回顾了“渤海粮仓”示范工程在

乏、土地瘠薄盐碱的粮食增产瓶颈，在河北、山东、

过去两年预研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谈了对工程实施的

辽宁、天津等省市，以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三

几点意见：

区联动方式推动，目标是在2011年产量的基础上，实

一是要强化科技创新、突破技术瓶颈。创新是中

现2017年增粮60亿斤、2020年增粮100亿斤的增产能

科院的核心价值。中科院联合河北和山东省的科研团

力，建成名副其实的“渤海粮仓”。“渤海粮仓”建

队持续在环渤海中低产区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针对

设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千亿斤粮食增产目标具

该区淡水资源匮乏、土壤盐渍化、粮食产量不高的不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利因素和浅层微咸水资源丰富、粮食增产潜力大的有

“渤海粮仓”的建设构想由中科院于2009年率先

利条件，研发出适宜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模式与技术

提出。2008至2012年，中科院组织河北南皮和山东禹

体系，一直坚持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地方农业发展。他

城试验站在南皮、无棣等地进行了验证和预研，以获

要求中科院的研究团队坚持以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为核

得的数据为基础，估算出到2020年环渤海地区有增产

心，把握好储备技术和技术突破的关系，推进科技创

100亿斤粮食的潜力，据此提出了“渤海粮仓”建设

新步伐，解决该区水土资源的硬约束，提升区域农业

计划。该计划得到科技部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达

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水平，在科技支撑层面上为圆满完

成了部、院、省联合实施的共识。科技部用项目整合

成项目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机制快速推动立项，中科院迅速组织三省一市的科技

二是要加强协同创新、推进技术转化。“渤海粮

人员形成技术研发和攻关团队，最终形成了科技部行

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是中科院与河北省的科技合作

政组织、中科院技术主导、三省一市协同试验示范的

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在农业领

项目计划。

域开展的重大合作项目。院省科研团队要继续完善顶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筹）局长严庆在推进会

层设计，细化实施方案，创新合作机制，强化协调创

上介绍了中科院在“渤海粮仓”工作中的布局。中科

新，增强创新自信，努力拼搏进取，促进技术转化，

院以“扩面积、增单产、水保障”为核心，重点突破

确保该地区真正成为国家重要粮仓之一。

土、肥、水、种等关键技术，在环渤海低平原区的河

三是要服务地方需求、促进农民增收。科研队伍

北、山东、辽宁和天津等地建立粮食增产示范区，重

要充分熟悉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目标，深入了解地方

点开展耐盐碱小麦玉米新品种选育、河北试区咸水利

的科技需求，延伸技术成果的产业价值链，要有切实

用关键技术研发升级、山东试区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研

的机制保证科研成果在生产中开花结果、取得实效，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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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努力在

海粮仓”试验示范区和中国科学院南皮试验站。中科

高起点上实现新突破，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

院办公厅（党组办）、科技促进发展局（筹）、科学

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传播局（筹）、北京分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

白春礼同时要求以“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河北省科技厅和沧州市、衡水

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省院合作。该项目是中科院深

市、邢台、邯郸市等市以及南皮、景县、威县、曲周

化机构改革后承担的第一项农业领域重大任务。为确

等8个核心示范区所在县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考察和

保项目顺利实施，中科院将发挥机构创新改革的管理

推进会。（来自院网）

优势，充分调动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自主创新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和强化省院合作平台，将创新
驱动发展贯穿到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不仅要提交科
技创新成果，而且要创新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为国
家粮食安全和河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许宁在讲话中感谢中科院对“渤海粮仓”河北项
目的高度重视，表示要充分认识“渤海粮仓科技示范
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河北省将集中精力做好各项
基础性工作，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
6月4日，白春礼一行还考察了沧州市南皮县“渤

阴和俊副院长一行到遗传发育所调研“分子模块
设计育种创新体系”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
2013年5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

研设施，视察了遗传发育所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平

一行到遗传发育所调研中国科学院“分子模块设计育

台（新楼）的建设情况，听取了研究所基本情况和发

种创新体系”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中科院重大科技

展态势报告。

任务局王越超局长、苏荣辉副局长、中科院重大科技

随后，阴和俊副院长一行与专项总体组成员、课

任务局资环生物处任小波处长、沈毅副处长等领导以

题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分别听取了项目首席科学家薛

及专项总体组成员、课题负责人、专项办公室成员参

勇彪研究员、项目一负责人植物研究所种康研究员、

加了调研会。

项目二负责人上海生科院韩斌研究员、项目三负责人

阴和俊副院长一行首先在薛勇彪所长、宋秋生书
记、张永清副所长、胥伟华副所长、韩一波书记等所
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承担先导专项项目的实验室和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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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挑战的科学问题、预期成果、考核指标、队伍

与会专家就专项的组织管理模式、管理措施、人

组织等关键细节进行询问，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并给予

员待遇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阴和俊副院长做了

专项总体组三个肯定：首先肯定了专项对未来解决国

会议的总结讲话。

家粮食重大需求的重要意义，是中科院应该承担并做

阴院长指出社会发展到今天要靠科技支撑，以创

好的一件事；其次，肯定了专项及项目实施方案的可

新驱动发展是必然的选择，是国家的战略需求。先导

行性、先导性和前瞻性，指出专项的目标既具有较高

专项就是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

挑战，也是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促进多学科交叉发展

基础，为日后的国家重大专项做储备。阴院长同时提

的重大契机；最后，充分肯定了以薛勇彪首席为首的

出“理念是基础，制度是保障，人才是关键” 的指

专项团队对先导专项的理解非常到位，感谢专项总体

导方针，鼓励参与先导专项的科学家握紧拳头，只要

组、工作组为立项所做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感谢大

有共同的目标和决心就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

家为专项的实施所做的充分准备。

能够获得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成果。他强调指出，良

王越超局长在听取汇报之后对项目首席薛勇彪研

好的科技发展环境来之不易，先导专项来之不易，殷

究员提出的专项不以论文和专利为考核指标，要把目

切希望承担先导任务的科学家把握机遇，用好国家资

标定位于面向转化与应用的考核理念给予充分的肯定。

源，真正肩负起科学院和国家的重大责任，做出在技

苏荣辉副局长希望先导专项以军工方式进行准军

术、应用、科学各层面能用、管用、好用的实实在在

事化管理，落实行政管理与技术分开责任制，对各级

的大成果。院重大科技任务局会协调院里的力量尽最

管理人员提出了全面提供良好的服务，认真配合科学

大努力为专项的实施提供稳定的科研环境、为专项的

家做好各项工作的要求。

科学家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为专项的实施提供与之

任小波处长根据座谈中专项管理的组织结构问题

配套的人才引进政策与各项激励考核制度。希望我们

提出后续将进一步制定、完善现有的管理方案，争取

的科学家在“责任重、要求高、时间紧”的条件下把

建立一套有“分子模块育种创新体系”先导专项特色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

的管理方案，以保证专项的顺利进行。

做到最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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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召开第三届工会职代会第四次会议
2013年3月27日，遗传发育所召开了第三届工会

国家创新、加强平台建设 提升创新能力、深化机制

职代会第四次会议。所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职工代表

改革 提升管理水平、加强文化建设 倡导求索创新4个

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所党委书

方面的工作）。最后，薛所长代表所领导班子号召全

记宋秋生主持。

所广大员工：紧紧围绕“创新2020”和“一三五”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标，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以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宋秋生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一年来，工会职代会

为己任，坚定勇于挑战重大科学问题的信心，以更加

在积极推进职工之家建设、民主管理与参政议政、以

高昂的斗志真抓实干，开创研究所跨越发展的新局面！

人为本办实事、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丰富职工文体活

刘春光代表第三届工会委员会职代会常设主席团

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切实发挥了围绕中心服务大

做了题为《以人为本凝聚力量 服务推动“一三五”》

局、团结凝聚全所职工的职能作用，为全面实施“创

的工作报告，报告从“理论武装工作、参与民主管理

新2020”和“一三五”战略规划、构建和谐奋进研究

工作、以人为本办实事工作、文体活动工作、组织

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做出了积极贡献。宋书记强

建设工作”5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第三届工会职代会

调，工会职代会2013年的中心工作是围绕研究所的创

2012年的工作；接着说明了2013年度工作的初步安

新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推动遗传

排。吴海涛代表工会做了《遗传发育所工会2012年度

发育所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成绩！

财务工作报告》。王静代表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做了

薛勇彪所长代表所领导班子做了《改革创新 开

《遗传发育所工会第三届经费审查委员会2012年工作

拓进取 保证研究所稳步快速发展》的工作报告。报

报告》。在分组讨论会上，三个小组的代表们对所长

告首先从领导班子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研究所新跨

工作报告、工会职代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工会财

越的角度阐述了研究所一年来的主要工作进展（包

务工作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小组组长对小组的讨

括优秀人才层出不穷、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能力持

论情况进行汇总后在大会上进行了通报和交流。

续增强、科研平台建设获得重大突破、科研产出大
幅度增加、改革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考核、做好党建
工作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6个
方面的工作）并汇报了研究所
“一三五”规划任务的落实情
况（包括重大突破代表性科研
进展和重点培育方向代表性进
展两个方面）；接着汇报了
2012年职代会提案工作的落实
情况；然后，阐述了2013年度
遗传发育所的主要工作任务
（主要包括承担重大任务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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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会议议程后，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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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先导专项课题《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固碳速
率和潜力研究》召开课题学术交流会
2013年5月19日，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乔木应以针叶树种为主；在工程实施方面，封育是有

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效措施，成本低，恢复快，盖度高，生物量大，而且

先导科技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及相关问题》

群落生长稳定，但是，在适宜乔木生长的区域，必须

中的课题“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固碳速率和潜力研

辅以造林措施，才能快速封育成林。

究”课题学术交流会在石家庄召开。来自中科院生态

最后刘国华首席专家对课题执行情况进行了点

环境中心、内蒙古农业大学、山西林科院、河北省林

评，在肯定了大家工作的前提下，在工程实施和风沙

业局以及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等单位的近20名科研人员

源的关系以及基线值的类型多方面提出问题与建议，

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项目首席专家刘国华研究员

并指出下一步工作重点。

参会指导。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胜研究员参加了会

课题主持人张万军研究员首先做了2013年工作进

议并讲话。

展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参会人员分别就不同区域植被
碳汇速率与潜力，土壤有机碳与其他土壤化学指标关
系以及随水分供应和温度变化的分布规律进行交流。
课题实施两年来，完成了晋冀蒙等地区造林工程
面积、造林树种、总体布局的资料收集，工程现状的
样地调查，现状碳储量、工程增量与固碳速率的估
算，工程固碳增汇措施评估等课题任务；并获得了对
工程实施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结果。研究认为：风沙
源工程大面积造林应以灌草为主，乔木次之，其中，

遗传发育所第九届公众科学日成功召开
2013年5月19日，遗传发育所成功举办了第九届

示和介绍了科学实验操作流程，讲解实验室的研究方

公众科学日活动，来自中关村中学、花园村第二小学

向和研究手段，深入浅出地向公众介绍了研究所的科

等150余名师生和社会公众参观了遗传发育所。

研领域和成果，重点介绍了小麦起源、远缘杂交和A

此次公众科学日活动，遗传发育所组织了科普报
告、科普展览、遗传咨询、重点实验室参观等活动，

基因组的最新成果以及转基因动植物和模式动植物在
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应用。

来自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的科普工作者和志愿者

石东乔博士做了题为“植物的种子”的科普报

们通过讲解和图片、实物展示等形式，向来访公众演

告，向听众生动活泼的介绍了植物的分类、植物种子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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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的生活、植物种子产生的过程、种子的不同形

发育所，既向公众和社会宣传了动植物遗传学和发育

式和传播方式、以及植物的繁殖方式等内容，讲解内

生物学的科学知识，激发了公众对科技的好奇心和兴

容结合听众的课程进度，既浅显易懂，又幽默风趣，

趣，也使公众了解了研究所开展的科研工作，增进了

听讲的学生们认真活跃，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

社会对研究所的认识和了解。

问题。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遗传发育所分
会也参与了此次公众科学日活动，设立了专家咨询
台，向来访公众讲解答疑了人体遗传与健康、转基因
技术、姓氏基因学等科普知识。
活动结束后，参观者纷纷表示此次公众科学日活
动为他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十分有意义。
通过此次公众科学日的活动，让公众走进遗传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召开2013年战略研讨会
为进一步推动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筹备国家重点

类猴为模式生物进行发育生物学研究的重点方向，通

实验室建设验收工作，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过了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管理实施办法，并确定

室于2013年4月26日召开了2013年战略研讨会，共有

了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置办法。

重点实验室21名研究组长出席了会议。
重点实验室杨维才主任首先向与会PI介绍了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各项管理办法，本实验室2013年度经费
预算情况，以及实验室建设进展。薛勇彪所长对重点
实验室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要求大家对自主研究课题和开放课题的
设置、研究方向和科研任务如何有机结
合、如何进行团队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
深入思考。李巍研究员、黄勋研究员、
许执恒研究员和鲍时来研究员分别进行
了自主研究课题重点课题的立项建议汇
报。与会PI围绕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
明确实验室定位和研究目标，进一步凝
练科学问题，确立了重点实验室以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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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会议的召开，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认真分析了自身的现状，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思
路，为实验室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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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
河北试区座谈会召开
2013年3月14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渤海粮仓

北试区具体的六项研究内容，分别就各研究内容的实

科技示范工程”项目河北试区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遗

施进行了总体部署。项目参加单位的专家也分别就技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召开。会议

术方案、示范区工作等课题具体实施中的问题展开讨

由河北省科技厅农村处高振峰处长主持，遗传发育所

论。最后，各位专家和科技人员表示将努力做好本课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马七军主任和胡春胜副主任、河北

题的研究和示范工作，为环渤海地区和国家粮食增产

省农科院王慧军院长以及河北省农科院旱作所、沧州

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市农科院等课题参加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参加座谈和讨论。
高振峰处长首先肯定了“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

会后，课题参加人员分赴各地开展示范区的建
立、协调等工作。

程”项目的重要性，并转达了科技部和河北省各级领
导对项目的高度重视，希望项目参加人员认真做好河
北试区的工作任务；马七军主任回顾了“渤海粮仓科
技示范工程”项目的立项背景和前期准备工作，表示
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下“渤海粮仓科技示范
工程”项目将会更顺利开展研究和示范工作；刘小京
研究员介绍了“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的具体
实施方案；河北试区主持人王慧军院长详细介绍了河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暨发育生物学研究
中心2013年度学术年会成功举行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分子发育生

满成功。俞立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Membrane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暨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2013年度

deformation during autophagy”的学术报告，和大家分

学术年会于6月13日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各研究组

享了其研究组在细胞自吞噬这一研究方向上取得的最

选派的21名研究生进行组织工作。重点实验室研究组

新进展。

长、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共计200余人参加了会议。清
华大学俞立教授应组委会邀请出席了本次会议。

随后，共有来自各研究组的20名研究生、博士后
和工作人员在大会上进行了学术报告，汇报了各研究

发育中心主任李巍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辞，鼓

组尚未发表的最新科研进展，并和参会人员展开了深

励大家在会议上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并预祝会议圆

入的讨论和交流。同时，会议展出学术海报42份。分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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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经评委和参会人员投票，会议共评选优秀报告人6

组委会同学对会议各项工作的支持，特别感谢清华大

名、优秀海报10份。

学俞立教授接受组委会邀请和大家分享工作成果。

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维才研究员致闭幕词，感谢组

会议在全体参会人员的热烈掌声中闭幕。本次会

委会各位同学出色的组织工作，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每

议的成功举办，为重点实验室暨发育中心的科研人员

年一度的学术年会，借这一机会锻炼自身能力、开展

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和展示能力的机会。

学术交流。随后，组委会主席魏宗波同学致辞，感谢

国科大王颖副校长一行到遗传发育所调研
2013年6月9日上午，国科大王颖副校长、学位办/培

经费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希望通过大家的

养处缪园处长、教务处李春楠副处长、招生办冉盈志

共同努力，将国科大建设成为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国

副主任一行应邀深入到我所进行调研。薛勇彪所长、

内独特的研究型大学。另外，王颖副校长等针对研究

张永清副所长、胥伟华副所长、副书记、左建儒研究

所以及PI所关注的问题，如院系建设、招生生源、学

员、王秀杰研究员、研究生部官

生住宿安排、博士后问题以及未来招收本科生等问题

谈会。
薛勇彪所长首先介绍了研究
所概况、主要科研工作进展以及
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情况。王秀杰
研究员结合亲身的经历，应邀介
绍了洛克菲勒大学研究生培养的
模式。
随后，王颖副校长一行与我
所参会人员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和
热烈的讨论。双方就国科大定
位、培养模式、毕业要求及教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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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背后的故事
——武维华院士谈推动科学发现的智慧与艰辛
遗传发育所遗传网络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发现背

困难却更加坚定了他开展植物抗逆和磷/钾高效等重

后的故事”系列论坛首场报告于2013年6月6日成功举

要性状的基因克隆和功能分析，以及植物响应干旱、

行，武维华院士任首场报告主讲嘉宾。薛勇彪所长、

高盐、磷钾营养亏缺的信号转导和基因表达调控网络

杨维才副所长和所内师生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机制研究的信心。由于选择了重要的研究方向和不懈

薛勇彪所长首先为论坛的举办致辞，指出这一论

的坚持与努力，武院士的研究组发表了首篇由我国科

坛的新颖定位与研究所的其他论坛形成了很好的互

学家独立完成的《Plant Physiology》文章和我国植物

补，希望通过这一论坛使所内科研人员和学生对科研

学研究领域的首篇《Cell》文章，并随后在植物响应

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惑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低钾胁迫的细胞信号转导及植物钾/磷营养高效的分

从优秀科研成果获得的故事中汲取经验，更好地促进

子调控机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发现。武院士的语

我所科研工作的开展。

言平实而又生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报告过程中，场

作为论坛的首位报告人，武维华院士作了题为

下师生聚精会神，精彩之处场内回响着阵阵笑声与掌

“从植物的钾钠选择性到植物钾高效分子机理”的专

声。在之后的问答环节中，武院士还向年轻老师和同

题报告。与通常的学术报告不同，武院士以时间为主

学们传授了经验，勉励同学们要树立科研理想，力争

线，将过去30年的科研经历娓娓道来，告诉大家在不

在读书期间做出一点有意义的工作。

同的阶段如何选择研究方向和如何解决研究过程中遇

报告结束后，薛勇彪所长代表论坛组委会为武维

到的难题。武院士从1982年在上海植生所攻读硕士研

华院士颁发了论坛主讲人纪念杯。随后，武维华院士

究生的经历谈起，告诉大家当初好奇心使他开始关注

还与部分研究员及所内师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座谈。

植物的自发电波震荡信号。也正是这份好奇与坚持，
让他在未满30岁时获得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资助，进而得到出国
从事植物电生理学研究的机会。在
美国从事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期间，
武院士一直钟情于植物离子通道信
号和电生理的研究，尤其是对钾离
子通道信号的关注为他在1994年回
国开展植物钾钠选择性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尽管国内的科研条件
艰苦，很多实验只能在厕所改建的
实验室中开展，尽管研究组内针
对一些研究项目进展缓慢，这些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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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创新中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

2013年4月22日，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中

建设的意见建议。

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应邀“弘扬遗传发

关于建设高绩效科研团队。郭传杰从一个优秀带

育所精神大讲坛”，给遗传发育所带来题为“加强团

头人的作用和使命和领导力、一支结构合理队伍的关

队建设——实施‘一三五’战略的关键”的专题报

键角色定位和团队配置及整体效能发挥、一套科学制

告。此次报告中，郭传杰从三个层面用理论和实例诠

度规范（包括资源配置和评价激励和工作规范等）的

释了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建设与团队文化创新，并

建立、一个良好团队文化的形成等几个方面做了阐

指出加强团队建设是实施“一三五”战略的关键所在。

述，并提出了建设优秀科研团队的思路。

关于团队建设是实现“一三五”战略的关键之

关于建设优秀的科研团队文化。郭传杰强调文化

举。郭传杰从科研的使命和对象、科研组织的规律、

是科研团队管理的最佳途径，并从塑造愿景形成共同

历史的经验三个方面做了阐述，并指出了团队建设在

价值理念和加强沟通营造和谐氛围等方面阐述了如何

实施“一三五”规划中的重要性。

形成良好的团队文化。郭传杰高度认可遗传发育所在

关于认知科研团队。郭传杰从科研团队的组成和

凝练升华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方面的工作，充分肯定

结构和特点、团队与群体的关系、团队的力量源泉、

了遗传发育所领导班子建设的成绩及其体现在研究所

影响团队建设的误区和障碍、团队价值及优秀团队的

事业发展和员工幸福感提升上的工作理念，并祝愿遗

条件与特征等几个方面做了阐述，并提出了科研团队

传发育所早日成为国际一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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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精神

感

谢

信

在所党委和所领导的关怀下，由老干部处组织离

在此次活动中，党委副书记胥伟华到车站送行，

退休的全体老同志踏上红色之旅，拜访了老一代领导

途中宋秋生书记还发来短信祝大家旅途愉快，使大家

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今天的幸福

感到格外温暖，在这次长途旅行中，大家感到十分轻

生活来之不易，那是由革命先辈的血肉之躯换来的，

松、愉快，这是由于老干部处的精心组织，和具体工

激发了我们对革命先烈无比崇敬之情，对今天的生活

作人员不辞劳苦的结果，特别是老干部处主任黄玉萍

更加珍惜。

及陈主初同志，对老同志非常关心、耐心、体贴入

同时，我们游览了祖国的大好山河，使我们对祖
国更加热爱，作为中国人由衷地感到幸福、自豪，更
强烈的燃起爱党、爱国的激情。

微，大家感到非常满意。
仅此，我们对所党委、所领导、老干部处以及具
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2113年4月30日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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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玉米品种分子设计前沿研究
大豆产量和品质性状的分子调控网
络解析与设计育种前沿研究

育种子的子叶与其它不同器官如根、茎和叶的DNA甲
基化差异，初步揭示了DNA甲基化与基因表达丰度、
转座子分布和小RNA丰度的关系。
在大豆基因组结构和序列特征的系统分析方面，
田志喜研究组在大豆不同发育时期采取不同组织样品
（图1），进行了深度的转录组测序，通过聚类分析
找到一些组织和时期特异性的基因（图2）。对不同
表达模式基因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其本身
序列及侧翼特征变化在决定其表达水平上有一定的

单产低和品质差（含油率低）是目前发展我国大

影响。

豆生产的主要瓶颈问题。针对亟需提高大豆单产和改
良品质的重大国家需求，遗传发育所大豆研究团队在
大豆产量和品质性状的重要调控网络解析与分子设计
育种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系列
成果。
大豆是古四倍体，其基因组比较复杂，系统开展
大豆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对于解析其产量和品质性状
的分子调控网络以及克隆与利用新的功能基因进行
分子设计育种具有重要意义。张劲松研究组通过高
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了发育中大豆种子的小分子RNA
文库，鉴定出了55个已注释的miRNA和26个全新的

图1 不同发育时期样品

miRNA并进行了茎环RT-PCR验证。通过对降解组文
库进行测序分析，鉴定了已知miRNA的145个靶基
因，全新miRNA的25个靶基因。约40%的靶基因在种
子发育及其它生殖过程起作用。另外还发现新miRNA
gma-MIR2118a-3p可能通过抑制靶基因SGS3 来反馈
调节小分子RNA的产生（Song et al ., 2011, BMC Plant

Biol ）。进一步研究将可能揭示小RNA及其靶基因对
大豆种子发育过程和耐逆反应的调控机制。此外，还
高效地鉴定了21837个大豆基因的转录起始位点，分
析了大豆全基因组水平的DNA甲基化分布，比较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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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时期样品的转录组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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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这些材料进行小RNA测序分析，发现了一

通过品种改良提高大豆新品种的产量潜力是提高

批新的miRNA和大量的类miRNA结构（图3），对这

单产的有效途径，而改良产量各个构成因素是提高产

些类miRNA结构研究表明，它们的分布和表达在很大

量潜力的有效技术措施。每荚粒数是大豆产量的直接

程度上受到其产生位置的基因组特征以及自身序列结

构成因素之一。调查分析表明，东北地区上个世纪

构变化的影响（图4），目前正在对其在基因组进化

80 年代后育成的品种产量提高主要是靠增加单株荚

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数和每荚粒数，南方大豆品种产量偏低的一个主要因
素在于每荚粒数偏少，通过增加每荚粒数可以提高这
类品种的产量。因此，四粒荚调控基因的克隆和功能
鉴定对于提高大豆单产具有实际意义。田志喜研究组
根据该性状特点收集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代的育种材
料，对四粒荚（即多粒荚）比率低品种（Han2200）
和四粒荚比率高品种（Lvbaoshi）研究发现，其产生
的主要原因与胚珠的形成有关（图5）。通过图位克

图3 miRNA分布与表达

图4 miRNA分布与基因组特征相关性

图5 不同四粒荚比率品种比较

图6 四粒荚基因的图位克隆和表达模式分析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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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并结合关联分析的方法克隆了荚粒数调控基因Ln ，

和高比率四粒荚大豆K14-2、黑农40进行测序（由田

研究发现高比率四粒荚表型是由该基因的一个G碱基

志喜组协助完成）的基础上，以“科豆1号”作为受

到C碱基的突变造成的（图6A）。转录分析表明，该

体品种（轮回亲本）和K14-2、黑农40为供体品种配

基因主要在幼嫩的芽和种子中表达（图6B）。群体遗

制了一批杂交组合，通过多代回交转育和基因组测序

传学分析表明，该基因在育种过程中受到了较强的人

分析，针对供体的特定变异序列（图9中C碱基）与目

工选择（图7），暗示该基因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将

标性状以及轮回亲本的背景基因型与综合性状进行逐

对我国大豆产量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Chao Fang et

代筛选鉴定，获得了3个四粒荚比率在20%以上、较

al ., 2013,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

科豆1号增产6%-9%的新株系，有希望培育成理想的
高产新品种。

图7 四粒荚基因的人工选择分析

在利用上述突变型基因增加四粒荚比率和提高籽
粒产量的分子设计育种方面，朱保葛研究组在对本组
培育的非四粒荚国审高产新品种“科豆1号”（图8）

图9 双亲科豆1号、K14-2和6个后代株系的测序结果。G
代表无四粒荚类型，C代表高比率四粒荚类型；0号为供
体K14-2（含C），1号为受体科豆1号（含G），2-7号为
后代株系，其中2号和5号为入选的2个株系（含有C的高
比率四粒荚类型），3、4、6、7为淘汰的4个株系（含有
G的无四粒荚类型）

在大豆油脂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方面，张劲松研
究组和陈受宜研究组系统鉴定了一系列油脂调控基因
并对其功能进行了验证（图10），发现转录因子基
因GmbZIP 主要通过诱导蔗糖转运蛋白基因和细胞壁
转化酶基因的表达，促进糖到种子的运输，为油脂
合成提供更多原料和能量，从而提高种子油脂含量。
同时也鉴定了一个GmMYB调控蛋白，它通过与GL3/
图8 国审高产品种“科豆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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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L3互作来抑制GL2表达提高了种子油脂含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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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发现新的转录调控因子能够提高大豆籽粒

玉米品种分子设计前沿研究

油脂含量，对它们的调控机制正在深入研究。通过
对大豆DOF转录因子家族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2个

GmDOF 基因GmDOF4 和GmDOF11 （均获得发明专利
授权）的过量表达能够明显提高转基因拟南芥种子的
总脂肪酸含量（Wang et al ., 2007, Plant J ）。这2个基
因可能通过抑制储藏蛋白亚基基因的表达但提高种子
脂肪酸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来提高油分含量。

玉米是全球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高的谷类作
物，居三大粮食作物（玉米、小麦、大米）之首，也
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2012年全国总面积
达5.24亿亩。近年来，我国玉米品种发展势头良好，
但产量年际间波动较大。随着玉米消费的快速增长，
我国自2011年开始进口玉米。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国务院制定了《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
划（2009-2020）》，其中，玉米要完成530亿斤的任
务。未来的玉米品种，是集高产、稳产、优质、高效
图10 大豆种子发育过程中脂肪酸积累调控基因鉴定。A，

和适合机械化作业于一体的优良基因型，常规育种技

籽粒发育阶段。B，种子发育过程中脂肪酸积累特性。

术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很难高效快速培育出生产所需的

C，种子发育不同阶段及其它器官的转录组分析。D，H5
阶段高表达的调控基因分析。

为了创制更高油的大豆新种质，朱保葛研究组
利 用 本 组 建 立 的 高 效 转 基 因 技 术 将 上 述GmDOF4
基因成功地转入不同栽培大豆品种中（含油量
20.8%～22.2%），获得了KTD系列的9个含油量增
加2.4%～7.2%的转基因新株系，并进行了安全评估
试验（农业部批文编号:农基安办字2010-T395），
并将其中的突出优系KTD19与高油栽培大豆品种冀
NF58和合丰52进行杂交和多代回交筛选含有外源

突破型新品种。

玉米分子设计育种概况
品种分子设计（Breeding by Design）的概念于
2003年由Peleman和Van der Voort首次提出，其基本
思想是重要农艺性状最优等位基因的最佳组合。
2005年，Varshney把基因组学和设计育种结合起
来，提出了基因组学辅助育种（Genomics-assisted
Breeding），即在获得全基因组序列的基础上，根据

GmDOF4 基因的高油后代，已获得3份含油量（高达

全基因组设计方案，通过一系列的育种手段，获得

23.5%～23.8%）高于目前栽培品种的优良转基因新材

聚集大量有益等位基因、基因互作协调、基因结构

料，为进一步培育成新一代高油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
用奠定基础。

合理的优良基因型。2008年，玉米自交系B73全基
因组测序完成，随着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
和成本的降低、基因组的重测序、单倍型图的绘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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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lotyping）、高密度分子标记的开发，以及生物

效的QTL已经被用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例如，中国

信息学的突飞猛进，开展玉米分子设计育种的条件已

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定位的抗茎腐病主效QTL

基本成熟。分子设计育种已成为国际上引领作物遗传

qRfg1 和qRfg2 分别解释表型方差的32-43%和12%。

改良的前沿科学技术，它是以各种组学（基因组学、

Monsanto公司的数据显示，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产量

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为基础，以生

增益是常规育种的1倍。控制重要农艺性状基因/QTL

物信息学为平台，综合玉米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大量信

的克隆，是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基因物

息，根据具体育种目标和生态环境，设计出品种最佳

质能量代谢网络得以解析的关键，是开发功能分子标

基因型，然后开展育种试验的分子育种方法。与传统

记（Functional Molecular Markers）的基础, 是玉米品

育种相比，设计育种更精确高效，能够实现从“经

种分子设计的重要一环。与玉米驯化相关的QTL tga1

验育种”向“精确育种”的转化。

的图位克隆，在玉米基因组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玉米品种分子设计的关键科学技术是如何鉴定和

与小麦和水稻等作物品种分子设计不同，杂种

挖掘控制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优良等位变异以及在育

优势预测与设计是玉米品种分子设计的重要一环。

种实践中快速有效设计和聚合众多优良等位变异。

全基因组选择（Genomic Selection，GS）和预测是杂

玉米品种分子设计的关键科学问题是阐明性状与性

种优势预测与设计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利用已知群

状、性状与环境、基因与基因、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

体（Training Population）的基因型和表现型数据，

互作用机理。覆盖全基因组的高密度分子标记是玉米

在全基因组范围内对所有分子标记进行加权赋值，

品种分子设计的前提。目前，在玉米数据库公布的

建立统计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对新基因型进行预

SSR标记已达2000多对（www.maizegdb.org）。近年

测，模拟研究和早期的田间试验证明了GS的应用潜

来，越来越多的玉米自交系被重测序，以序列为基础

力。不过，目前该方法最大的挑战是用一个training

的SNP标记越来越多，含有5万个SNP标记的芯片已

population去预测多样的不同群体准确性不高，可能

在玉米遗传育种中广泛应用，GBS技术（Genotyping

是不同的育种群体含有不同的等位基因变异和特定的

by Sequencing）对SNP标记的开发展现了巨大的应用

haplotype所致。

潜力。借助分子标记，利用遗传群体和自然群体，

玉米品种分子设计需要大量的表现型和基因型分

已将影响产量、农艺、品质、抗性等性状的2000

析，在某种意义上讲，玉米品种分子设计育种的成败

多个QTL进行了定位。基于连锁不平衡（Linkage

在于重要农艺性状精确的表型分析。把复杂农艺性状

Disequilibrium, LD）的关联分析，不仅能同时检测同

分解为小的单元有助于性状表型分析，如把玉米的产

一基因座位的多个等位基因，精度可达到单基因水

量性状分解为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把口感这一

平，而且可以研究基因与基因、基因与环境之间的

复杂性状分解为糖分酸度等可以度量的性状。把多年

互作关系。在玉米关联分子方面，美国Cornell大学的

多点众多性状进行分解分析是玉米品种分子设计育种

Buckler研究组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公布了第一个

成败的关键之一。

玉米关联作图群体，构建了NAM群体，通过对玉米
开花期的关联分析，未检测到影响玉米开花期的主效

我国玉米品种分子设计育种现状

QTL，提出了简单的加性模型来解释玉米开花期的遗

我国品种分子设计育种起步较早，早在2001年，

传。目前，利用关联群体，已对玉米大斑病、小斑

国家发布的《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2010）》就

病、叶片夹角、籽粒成分等进行了遗传研究。一些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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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强农业生物技术研究，运用生物技术培育动植

究组在科学院“玉米、大豆新品种培育与种业体系

物新品种，注重分子水平上的生物技术与育种方法研

建立”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究。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技术结合常规育种，育出一批抗病、抗倒伏、早熟、

纲要（2006-2020）》将动植物品种分子设计技术定

籽粒脱水快等优良玉米自交系，所培育的玉米新组合

位前沿技术。2007年，863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启

“科玉1号”、“科玉3号”、“科玉9号”、“科玉

动了“动植物品种分子设计”专题。2009年，973计

202”、“科玉203”、“院军1号”等分别参加内蒙

划启动了“玉米大豆高产优质品种分子设计和选育基

古、黑龙江、吉林省级和国家早熟区、极早熟区、京

础研究”，标志着我国开始加快玉米品种分子设计的

津塘区新品种试验。其中，“科玉1号”抗倒伏、抗

步伐。通过在玉米品种分子设计领域的不懈努力，研

病、高产，表现优异，亩产746.8公斤，比对照增产

究成果在向应用转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陈化榜研

13.08%，在京津塘区第一年试验中排名第一。“科玉
3号”亩产658.1公斤，比临近对照增产16.74%，在内
蒙古极早熟区第一年试验中排名第4。“院军1号”高
产、抗病、耐密植、适合机械化收获，连续2年表现
优异，已参加国家极早熟区预备试验，该组合有望打
破外国种子公司在该区的垄断。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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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系统过程与管理前沿研究
农业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主要是来自强烈

后增加的趋势，回归分析表明：当施氮量为136 kg

的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的双重影响，其中农业集约

N ha-1 year-1 时，基于产量的N2O排放通量最低(Qin et

化、城市化、气候干旱化及水资源过度开采等过程的

al . 2012b)；对不同季节N 2O排放通量进行深入分析

影响最大。因此，通过长期观测，揭示农业生态系统

后发现：7-9月是华北平原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农

变化及变化的驱动力、过程机理、响应与适应特征；

田N 2O排放的主要季节，灌溉后N 2O排放迅速升高，

通过系统试验综合研究农业生态系统的碳、氮、水和

N2O浓度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增加，到30cm处达到稳定

养分循环耦合过程，应用农业高新技术，集成区域生

(Wang et al . 2013)。保护性耕作增加了土壤含水量，

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技术与模式；通过区域示范为区域

进而增加了土壤N2O排放(Dong et al . 2012)。这些研究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结果为优化农田管理减少N2O排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是生态系统过程与可持续管理的重要前沿研究课题。

与数据支持。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在这一领域有胡春胜、刘小
京、张万军、刘金铜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从北纬38度
带的太行山前高产平原、滨海平原、干旱低山丘陵区
的生态样带上开展研究工作，近年来在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 Agricultural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
Atmospheric Environmewnt ，Planta ，Hydrological
Processes 等土壤、生态环境与水资源领域重要杂志发
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１.农田土壤N2O 排放与还原过程

图1 基于作物产量的N2O 排放量对施氮量的响应

氧化亚氮（N2O）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并在
全球变化、臭氧层空洞等全球环境问题中起着越来越

1.2 揭示了农田土壤N2O还原的微生物学调控机理

重要的作用。农田土壤是N2O的主要排放源之一。深

首先，通过在旱作低氮土壤上开展的田间观测实

入研究农田土壤N2O 的还原过程有助于理解N2O消减

验，发现太行山区不施肥农田土壤N2O在整个玉米生

的微生物学机理，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理论依据。

长季为负排放，且负排放通量在旱季达到最大值（土
壤空隙含水量为5-20%）。随着雨季的到来，土壤含

1.1 量化了农田土壤N 2 O 排放通量对氮肥施用
量、灌溉、耕作等农业管理措施的响应

水量增加，N2O负排放通量也逐渐降低。相关分析表
明，土壤N2O负排放通量与土壤空隙含水量有负相关

通过长期大田实验（施氮水平、保护性耕作），

关系。利用智能培养系统，在室内培养条件下进一步

量化了N 2 O 排放通量对不同田间管理措施的响应。

发现，风干土壤也能够吸收N2O，并将其还原为N2，

结果表明：N 2 O年排放总量随施氮量增加呈线性增

表明即使在低含水量条件下土壤N2O还原酶仍然具有

加，基于产量的N2O排放通量随施氮量增加呈先降低

一定的活性(Wu et al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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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旱作低氮土壤N2O排放通量、土壤含水量与温度

图3 土壤N2O还原酶活性对10%乙炔的响应

随季节的变化

我们进一步对土壤N2O还原酶活性进行了深入研

2.1 植物适应盐渍生境的机理

究，结果表明：pH值与温度对土壤N2O还原酶活性产

在盐渍化区广泛分布着一类耐盐植物——盐生植

生显著影响，其最适pH值与温度分别为9与40℃。土

物，其耐盐机制的揭示，对指导盐渍区生态系统构建

壤学中广泛采用的乙炔抑制法无法完全抑制土壤N2O

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滨海盐碱区典型的盐生植物盐

还原酶活性，导致土壤反硝化速率测定结果偏低(Qin

地碱蓬和中亚滨藜的耐盐机理研究发现，土壤盐分和

et al. 2012a)，其偏低的程度与土壤养分含量呈显著负

水分水平决定盐生植物的分布。高盐抑制种子的发

相关，直接定量氮气法能够用于土壤反硝化过程的研

芽，盐生植物一般在低盐如降雨后才开始发芽。为适

究。上述研究结果为土壤N2O负排放研究提供了理论

应盐渍环境，盐生植物一般产生二（多）型性种子，

依据，为土壤N 2 O还原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

如黑色和褐色种子。盐地碱蓬和中亚滨藜的褐色种子

手段。

具有比黑色种子具有更高的耐盐能力，然而黑色种子
可储藏更长时间，一旦条件适宜，仍然可发芽建立植

2. 植物适应盐渍生境的机理与盐渍化区高效农

被群落。通过对中亚滨藜黑色和褐色种子幼苗研究发

田生态系统管理

现，褐色种子的幼苗可产生更多的NO，参与到调控

土壤盐渍化和淡水资源匮乏是滨海平原地区制约

植株的耐盐途径(Xu et al . 2011)。在自然条件下，土壤

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淡水资源匮乏

养分的缺乏（如氮素）制约盐生植物生物量的提高，

又限制了依靠淡水淋盐的灌排技术治理盐碱地的应

增施氮素可显著提高盐地碱蓬的生物量和耐盐能力。

用。研究揭示植物适应盐渍生境机理、创新盐碱地治

在旱盐胁迫条件下，适当的盐分通过渗透调节可促进

理方法对保障耕地安全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干旱条件下盐生植物的生长。这些研究为盐碱地生态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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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阔叶林演变为次生灌草群落，群落结构、物种组成
和土壤性质也发生了变化。1986年10月采用样带调查

2.2 盐渍化区高效农田生态系统构建

法对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灌草群落和土壤性质进行了调

基于植物适应盐渍生境机理，结合环渤海滨海盐

查，依据1986年的调查路线和调查方法，2008年9-10

碱区土壤水盐运移和气候特征，构建了区域土壤水盐

月对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灌草群落和土壤性质进行了复

运移、降雨、地下水位和作物阶段耐盐耦合关系(Li

查。共调查了21条样带，2m×2m的样方144个。调查

et al . 2008)，提出了以春季耕层控盐为主要途径的盐

内容主要包括地理位置（经纬度、海拔）、立地条件

碱地农田生态系统建设思路，建立了秸秆深埋隔盐作

（坡度、坡向、坡位）、植被生长情况（群落盖度、

物快速增产技术体系，发明了咸水冬季结冰灌溉改良

物种、数量、高度、盖度、生物量）、土壤条件（土

滨海重盐碱地的方法，筛选了一批耐盐高效的经济植

壤含水量、土壤密度、土壤养分、有机质、pH值）。

物，构建了滨海盐碱地适应性绿化技术等。上述研究

随演替时间增加，群落总盖度、植株平均高度和群落

和技术对滨海盐碱区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

生物量均增加；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降

重要支撑。

低，物种均匀度指数增加；草本重要值降低，灌木重
要值增加。土壤有机质、全N、全P和全Mn含量无明

3. 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演替与水文过程对人
类活动的响应

显变化，全K、全Fe、全Na、全Mg和全Zn含量显著
增加，全Ca含量显著降低，土壤养分有了明显改善。

针对山地干旱缺水和生态严重退化的问题，通过

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太行山生态系

对山地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演替与水文过程的长期

统经历了从多年生草本到多年生灌木，从低级到高级

定位监测，重点研发生态工程的功能稳定技术，山地

进行了演替。1986年，全K是影响太行山低山丘陵区

雨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生态需水与增加水资源承载

物种组成、物种多样性和植被地上生物量变化的最重

力技术，山区对平原的补水与调控技术，建立农林业

要因素之一。经过22年的植被演替过程，全P成为影

复合生态系统水资源安全管理技术体系。

响植被分布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植被演替过程中土壤
性质是影响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分布和多样性变化

3.1 人类活动对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演替过程
的影响机制
由于受自然和人口的双重压力，自然群落和人工

的主要因素(Liu et al . 2012)。有助于针对不同的植被
演替目标，确定合适的环境因素，提供科学有效的管
理措施。

群落生态系统交替影响，太行山低山丘陵区原生植被
遭到严重破坏。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观念的改变以

3.2 渗流过程对流域尺度植被群落生长动态的响应

及人口膨胀、耕地减少等问题的出现，人们从过去的

确定植被群落的生长季节，对于研究分析生态系

砍伐、开荒等掠夺式经营变为有目的采取各种技术措

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利用翻

施逐步提高其生态位水平，以退耕还林还草为核心的

斗式流量测定仪，对太行山区典型流域裂隙岩体渗流

生态环境建设遏制了太行山低山丘陵区土壤退化，加

短时间尺度动态过程进行长期定位监测，同时利用自

速了该地区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在自然和人

动气象站对气象因子进行监测。研究结果发现，裂隙

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的植被逐渐

岩体渗流的日变化过程在不同季相具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其中在生长季节，渗流过程表现出与气温异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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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生长季节渗流日变化过程曲线

气温呈正相关关系(R 2>0.8)；在季相交替期，渗流过
程表现出杂乱无章的情形。裂隙岩体渗流日变化过程
图4 2008年植被与环境变量的RDA排序图

的季相差异，为流域尺度植被群落生长季节的确定提

化的形式，从早晨6:20至下午17:00渗流整体呈逐渐减

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基于渗流的季相差异，提出了

小趋势，从18:00至次日早晨6:00，渗流整体呈逐渐增

确定流域尺度植被群落生长季节的新方法，并以2010

大趋势，渗流与气温呈负相关关系（R2>0.8）；在非

年为例给出了植被群落生长季节在4月10日-11月10日

生长季节，渗流过程表现出与温度基本同步变化的形

前后，生长季节开始与结束时期的日平均气温在9℃

式，从凌晨2:30至中午12:30，渗流整体呈上升趋势，

左右，该结果与植被物候法所确定的生长期是一致的

而从13:30至次日2:20，渗流整体呈下降趋势，渗流与

(Cao et al . 2013)。

发表的相关论文：
1. Cao, J., C. Liu, W. Zhang, and S. Han. 2013. Using temperature effect on seepage variations as proxy for phenological processes of basinscale vegetation communities.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7:360-366.
2. Dong, W., C. Hu, Y. Zhang, and D. Wu. 2012. Gross mineralization, nitrification and N2O emission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Nutrient Cycling in Agroecosystems 94:237-247.
3. Li, Z., X. Liu, X. Zhang, and W. Li. 2008. Infiltration of melting saline ice water in soil columns: Consequences on soil moisture and salt content.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95:498-502.
4 Liu, X., W. Zhang, F. Yang, X. Zhou, Z. Liu, F. Qu, S. Lian, C. Wang, and X. Tang. 2012. Changes in vegetatio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over
long-term natural restoration process in Middle Taihang Mountain of North China. Ecological Engineering 49:193-200.
5 Qin, S., C. Hu, and O. Oenema. 2012a. Quantifying the underestimation of soil denitrification potential as determined by the acetylene inhibition
method.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47:14-17.
6. Qin, S., Y. Wang, C. Hu, O. Oenema, X. Li, Y. Zhang, and W. Dong. 2012b. Yield-scaled N2O emissions in a winter wheat-summer corn
double-cropping system.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55:240-244.
7. Wang, Y. Y., C. S. Hu, H. Ming, Y. M. Zhang, X. X. Li, W. X. Dong, and O. Oenema. 2013. Concentration profiles of CH4, CO2 and N2O in soils of
a wheat-maize rotation ecosystem in North China Plain, measured weekly over a whole year.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164:260-272.
8. Wu, D., W. Dong, O. Oenema, Y. Wang, I. Trebs, and C. Hu. 2013. N2O consumption by low-nitrogen soil and its regulation by water and
oxygen.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60:165-172.
9. Xu, J., H. Yin, L. Yang, Z. Xie, and X. Liu. 2011. Differential salt tolerance in seedlings derived from dimorphic seeds of Atriplex centralasiatica:
from physiology to molecular analysis. Planta 233:85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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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免疫受体蛋白参与抗病转录调控新机制
植物受病原菌侵染后的抗病或感病反应往往伴随

能与阻遏蛋白WRKY1互作，而且WRKY1互作后阻遏

细胞内转录重编程，免疫受体蛋白激活后如何参与细

了MYB6的DNA结合能力，而MLA通过与WRKY1互

胞的转录调控、通过哪些直接或间接的下游组分参与

作解除其对MYB6正调因子的阻遏作用，与MYB6的

转录调控是国际上本领域研究热点。之前我们的研究

互作又增强MYB6的下游抗病相关基因转录表达的能

表明大麦白粉病免疫受体蛋白MLA在细胞核内介导抗

力。研究结果揭示了植物免疫受体蛋白直接参与抗病

病反应、在细胞质内引发细胞死亡（Bai et al. , 2012，

转录调控的新机制。

PLoS Pathogens ），但MLA在细胞核中如何介导抗病
有待深入研究。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3月26日发表在植物学
领 域 国 际 主 流 刊 物 P l a n t C e l l 上 （ D O I : 1 0 . 11 0 5 /

沈前华研究组进一步筛选了多个MLA的互作

tpc.113.109942）。沈前华研究组的博士生常诚是该论

蛋白，发现MLA蛋白与R2R3-类型的MYB转录因子

文的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973计划、国家

MYB6互作并增强后者的DNA结合能力，进而通过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

MYB6增强对白粉病的抗性。深入研究发现MYB6也

大麦免疫受体蛋白MLA直接参与抗病转录调控
A. MLA CC 结构域可与MYB6直接互作。
B. MYB6与WRKY1互作，不与WRKY2互作。
C. MLA CC干扰MYB6与WRKY1的互作。
D. WRKY1阻遏MYB6的DNA结合功能，而MLA CC能增强MYB6的DNA结合功能。
E. MLA CC能解除WRKY1对MYB6 DNA结合的阻遏作用，又通过互作进一步增强MYB6的DNA结合功能。
F. MLA解除WRKY1对MYB6的阻遏并增强MYB6对下游基因的转录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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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先天免疫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植物为了抵御病原菌的入侵，在长期的进化中，

天免疫反应。十分有趣的是，先前的研究发现BSK1

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免疫系统, 包括基础抗性和抗病基

与油菜素甾醇的受体BRI1互作，是BRI1的磷酸化底

因介导的抗性两个层次。基础抗性属于第一层次的植

物。BRI1通过感受油菜素甾醇激素，磷酸化BSK1蛋

物天然免疫，通常由植物表面的受体(PRRs)对病原相

白，激活油菜素甾醇信号通路，控制植物生长发育过

关分子模式（PAMPs）进行识别后引发，具有相对广

程。通过对BSK1的生化特性研究，发现BSK1具有体

谱、稳定和持久的特点。病原相关分子模式是许多病

外激酶活性，而且激酶活性是BSK1抗病功能所必需

原菌普遍具有的，在进化上比较保守，如细菌鞭毛蛋

的。然而，BSK1的BRI1磷酸化位点突变并不影响其

白。而受体蛋白激酶FLS2可感受细菌鞭毛蛋白，激活

抗病的功能，这表明BSK1可分别调控甾醇信号转导

植物先天免疫反应，然而，植物如何调控先天免疫反

和植物抗病反应，即这两种功能可能可以区分。

应还不清楚。

这些结果为深入了解植物激素与抗病信号通

通过遗传学的方法，唐定中研究组克隆了拟南

路的互作，以及生长发育与植物抗病之间的交互

芥胞质型激酶（RLCK）BSK1，发现BSK1是植物抗

应答（cross-talk）提供了新的线索和理论依据。该

病反应的正调控因子，参与白粉病抗性。研究发现

研究结果于2013年3月26日在Plant Cell上在线发表

BSK1参与对多种植物病原菌的抗病反应，如假单胞

（DOI:10.1105/tpc.112.107904）。唐定中研究组的在

杆菌及霜霉菌等。BSK1不仅参与基础抗性，同时还

读博士生时华为该论文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科技

参与R基因介导的抗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BSK1

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转基因专项的

能与PAMP受体FLS2形成复合体，调控FLS2介导的先

资助。

拟南芥胞质型激酶（RLCK）BSK1调控植物先天免疫反应。A, bsk1-1 突变抑制edr2 对白粉病的抗性；B,台盼蓝染色显示

edr2 中白粉菌生长及细胞死亡受bsk1-1 突变抑制；C, Co-IP 实验显示BSK1与鞭毛蛋白受体FLS2互作；D, BSK1参与FLS2
介导的先天免疫反应。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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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丝细胞骨架调控突触发育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神经元之间如何“交谈”，如何在高度复杂的神

验证实Cyfip抑制微丝细胞骨架的合成，从而影响突

经网络中精确地传递信息，从而控制我们的各种行为

触的形态发育。同时，高强度电刺激下，cyfip 突变体

和高级认知功能，一直是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的突触传导功能不能有效维系，提示Cyﬁp参与了突触

一。神经突触是神经元与其靶细胞之间进行信息交流

内吞的调控。之前的研究表明内吞过程通过调节受体

的特化结构，其结构和功能异常往往导致多种神经精

在细胞膜上的正常分布而调制生长发育信号的强弱。

神疾病。微丝细胞骨架对于突触的形态发育和功能至

他们的结果显示cyfip 突变体中促进突触发育的BMP

关重要，然而，由于研究工具和方法手段的限制，人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信号上调。根据上述研

们对微丝细胞骨架如何在神经突触发挥作用所知

究结果，他们认为Cyﬁp通过参与微丝细胞骨架的动态

甚少。

调控以及内吞过程而影响突触的发育和功能。此项研

Cyfip（cytoplasmic FMRP interacting protein）是

究揭示了Cyﬁp对微丝细胞骨架和相关信号通路在神经

一个在胞质内与脆性X智力低下蛋白FMRP相互作用

突触的调控机制，使人们对神经突触发育的分子细胞

的蛋白。同时Cyﬁp也是调控微丝细胞骨架分枝形成的

调控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蛋白复合体组分之一。Cyﬁp在神经系统中高表达，但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4月4日在线发表于PLoS

其在神经系统中的作用不清。张永清研究组发现，与

Genetics杂志（http://www.plosgenetics.org/doi/

野生型的串珠状突触相比，果蝇cyfip 突变体中神经肌

pgen.1003450）。张永清研究组赵璐和王丹博士是该

肉突触分枝变短，突触扣结聚集成团，并伴有神经递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质传导效率降低。他们用荧光漂白恢复和药物处理实

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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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着丝粒表观遗传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植物着丝粒含有大量的重复序列和反转座子，结

标记如CENH3和CENPC以及组蛋白磷酸化的信号。

构复杂并受表观遗传学调控。韩方普研究组长期从事

CENH3-ChIP-Seq分析结果表明玉米3号染色体长臂上

植物着丝粒的表观遗传学研究，曾在植物中首次发现

一段常染色质区域（区域大小为350kb）参与并形成

着丝粒的失活现象并初步分析了失活着丝粒的调控机

了功能着丝粒，序列分析350kb区域含有22个基因，

制。由于着丝粒特殊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植物着

其中11个基因与CENH3紧密结合，以其中一个5.8Kb

丝粒的DNA序列暂不能直接用于植物人工染色体的构

的基因序列标记探针，能同时与3号染色体和Dp3a

建。这也是植物人工染色体构建方法不同于人类等人

杂交。

工染色体的策略。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4月9日在PNAS正式发表

为了更好的研究植物着丝粒的结构与功能，特

（110(15): 6033-6036），韩方普研究组的博士后符书

别是着丝粒是如何形成的，韩方普研究组利用玉米3

兰和工作人员吕振玲为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该工作

号染色体特殊材料，发现来自玉米3号染色体的片段

同James Birchler和王秀杰研究组共同合作完成。该研

（Dp3a）可以稳定遗传并检测不到玉米着丝粒的重

究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复序列（CentC和CRM），但具有着丝粒功能分子

中国科学院的资助。
在强曝光条件下，仍然检测不到
Dp3a含有玉米着丝粒特异重复序
列CentC（绿色）和CRM（红色）
(A)；但具有丝粒功能分子标记
CENH3(B), CENPC(C)和组蛋白磷
酸化抗体H2AThr133(D)信号；在
减数分裂粗线期(E)和中期I(F)，
可看到Dp3a不与3号染色体配对，
在后期I，Dp3a分向两极(G)，并
能在四分体时期看到Dp3a(H)；
CENH3-ChIP-Seq分析结果表明玉
米3号染色体长臂上一段常染色质
区域（大小为350kb）参与并形成
了功能着丝粒(I，红色方框)，序
列分析350kb区域含有22个基因，
其中11个基因与CENH3紧密结合
(J)，以其中一个5.8Kb的基因序列
标记探针，能同时与3号染色体和
Dp3a杂交(K, L)。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33

科研进展

茉莉酸调控植物免疫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以拟南芥为模式进行的研究表明，basic helix-

节与其转录调控功能密切相关。一系列的生化研究表

loop-helix (bHLH) 类型的转录因子MYC2是茉莉酸信

明，MYC2蛋白可以被26S蛋白酶体降解，并且MYC2

号转导途径的核心调控元件。在茉莉酸信号转导过程

的降解对于它正向调控受伤反应相关基因的表达和负

中，MYC2既作为转录激活因子正向调控早期受伤反

向调控抗病反应相关基因的表达都是必需的。更有意

应相关基因的表达，又作为转录抑制因子负向调控晚

思的是MYC2的降解信号位于它的转录激活区，由一

期抗病反应相关基因的表达，但对于MYC2发挥转录

段富含酸性氨基酸的区域组成，该区域缺失后既影响

调控功能的分子机制所知甚少。

了MYC2的蛋白稳定性又影响其转录调控功能。质谱

李传友研究组的研究发现MYC2的磷酸化修饰和

分析表明MYC2蛋白在第328位苏氨酸残基上的磷酸

蛋白降解是其发挥转录调控功能的前提。在茉莉酸信

化修饰是其发生降解的前提，并且这种磷酸化修饰对

号转导过程中，MYC2蛋白积累水平的动态变化与两

MYC2正常行使其转录调控功能是重要的。该研究揭

类抗性相关基因的表达存在密切关系，即MYC2蛋白

示了茉莉酸信号转导过程中转录因子MYC2的磷酸化

的积累高峰与受其正向调控的早期受伤反应相关基

修饰、蛋白降解与其转录调控功能之间的关系，首次

因的表达高峰重叠；而MYC2蛋白积累水平较低的时

报道了植物转录因子利用“activation by destruction”

候，正是受其负向调控的抗病反应相关基因的表达高

的转录调控机制来微调自身的蛋白水平以应对各种环

峰。这说明MYC2在蛋白水平上受到调节并且这种调

境变化。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4月4日在线发
表于杂志PLoS Genetics（DOI: 10.1371/
journal.pgen.1003422）。李传友研究组的
翟庆哲博士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遗传
发育所汪迎春研究组、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所董梦秋研究组在该研究中给予了大
力帮助。该研究得到农业部、科技部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茉莉酸调控植物免疫的新机制。（a）
MYC2蛋白积累水平的动态变化与它所调
控的两类抗性基因表达之间存在相关性。
（b）DE结构域影响了MYC2的蛋白稳定
性。（c）DE结构域对于MYC2的转录调控
功能至关重要。（d）质谱分析表明MYC2
蛋白第328位苏氨酸（Thr328）发生磷酸
化。（e）Thr328磷酸化影响MYC2的蛋白
稳定性。（f）Thr328磷酸化的磷酸化影响
MYC2的转录调控功能。（g）Thr328磷酸
化影响MYC2介导的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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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子萌发调控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休眠和萌发是种子发育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

码B3结构域的转录抑制因子GD1。实验证明，正常

节，受遗传因子调控和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双子

情况下GD1通过抑制另一个含B3结构域的转录因子

叶模式植物拟南芥的研究，人们认识到一类含B3结构

OsLFL1的表达来调控植物激素赤霉素合成和降解基

域的转录因子FUS3、ABI3和 LEC2等参与调控种子成

因的表达，进而通过减少内源赤霉素的含量来调控种

熟过程，而另一类含B3结构域的转录抑制因子VAL在

子由成熟到萌发的进程。这项研究为进一步解析禾谷

种子萌发过程中抑制种子成熟相关基因的表达，可以

类作物种子萌发的分子调控机制以及针对水稻种子休

说含B3结构域的转录因子在精细调控种子从成熟到萌

眠和萌发的分子设计育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发的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人们对单子叶

该项研究成果已于2013年4月16日在线发表于

植物如禾谷类作物水稻、玉米、小麦等种子从成熟到

Plant Journal上(http://dx.doi.org/10.1111/tpj.12209)。储

萌发的调控机制知之甚少。

成才研究组博士生郭晓黎、侯晓梅以及副研究员方军

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储成才研究组通过
大规模筛选种子萌发缺陷突变体，克隆鉴定了一个编

为共同第一作者，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973项目的资助。

GD1通过GA通路调节种子的萌发和植株的发育。A：在MS0平板上生长4天后gd1 的表型。B：用10 μM GA3连续喷洒4
周大小的gd1 突变体10天后的表型。C：gd1 突变体中内源赤霉素GA4含量明显低于野生型。D：OsLFL1 过表达植株在小
苗期和灌浆期都表现出与gd1 突变体相似的矮化等表型。E：OsLFL1 过表达植株mRNA水平的鉴定。F：OsLFL1 过表达
植株中OsGA2ox3 的表达量也明显上调。G：GD1能够直接与OsLFL1 基因启动子区的RY元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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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影响细胞生长的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紫外线（UV）辐射对地球生物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Mps1在分裂前中期和中期的着丝粒定位不可或

以前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生物DNA损伤的影响上，

缺。研究认为由UV-C辐射所引起的有丝分裂期阻滞

而对处于有丝分裂期细胞的影响知之甚少。UV按其

是由于UV-C激活了Aurora B - Mps1激酶信号级联反

波长分UV－A、UV－B和UV－C三个波段。

应，引起了Mps1重定位到着丝粒上，导致监测点活

马润林研究组研究发现UV-C辐射在细胞分裂中

性的重新激活。

期也能引起DNA损伤反应，导致γ-H2AX在中期染色

该研究揭示了UV辐射对细胞生长影响的一个新

体上的显著聚集，与此同时，UV-C辐射导致细胞有

机制，该项研究成果已于2013年4月15日发表在Cell

丝分裂中期停滞，延长了中期染色体的排布时间。出

Cycle上(http://www.landesbioscience.com/journals/cc/

乎意料的是，这种阻滞不是由于DNA损伤反应所引

article/24403/)。马润林研究组的张晓娟为文章第一作

起，而是由于细胞有丝分裂激酶Mps1重定位而诱导

者。该研究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合作完

的检测点复合体重新激活所导致。进一步研究发现，

成，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

UV-C辐射激活了Aurora B激酶，而该酶的激酶活性

资助。

UV-C引起控制中期检测点活性的重新激活，从而造成细胞有丝分裂中期阻滞。A, UV-C激发了控制监测点活性的重要
激酶Mps1重新定位到着丝粒上；B,UV-C引起中期排布阻滞；C，UV-C照射导致CyclinB降解减缓；D，加入Mps1的抑
制剂回复了CyclinB的降解速率；E，引起DNA损伤的化合物没有导致CyclinB降解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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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维培养直接把皮肤细胞变成神经干细胞
2006年，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利用逆转
录病毒转基因的方法实现体细胞重编程，产生诱导性

性。那么，三维成球培养对细胞重编程有什么影
响呢?

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开创了基因调控细胞重编

戴建武研究组对小鼠成纤维细胞进行了三维成球

程的全新领域。随后大量研究表明，不同基因的联合

培养，发现三维成球培养的小鼠成纤维细胞显著上调

应用可以诱导体细胞向多种类型细胞转变,如心肌细

了Sox2基因的表达，并且获得了类似于神经前体细

胞、神经元细胞、神经干细胞、血液祖细胞、胰岛细

胞（neural progenitor cell, NPC）的特性，包括相似的

胞等。这些转分化研究都是通过基因过表达的方法直

细胞形态、NPC标志物的表达及自我更新能力，并具

接调控细胞内部基因网络调节细胞命运，寻找更为安

有分化为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的能

全的转分化方法是重编程技术临床应用亟待解决的重

力。当注射到鼠大脑海马部位后，可以存活并在体内

要问题。

分化为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这些

干细胞的命运不仅受到细胞内部基因网络的调

结果首次表明不依赖基因、RNA及蛋白的导入，三

控，细胞外部信号、生长方式及所处微环境的调节作

维成球培养可以诱导成纤维细胞发生重编程，获得神

用也是极为重要的。三维球状形态（或者克隆形态）

经前体细胞特性，为寻找更安全的转分化方法提供了

与干细胞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如胚胎干细胞在滋养层

新的思路。相关结果发表在Biomaterials杂志（DOI：

上以克隆形态生长，神经干细胞以神经球的形态生

10.1016/j.biomaterials.2013.04.040），苏冠男、赵燕南

长；克隆形成实验是鉴定干细胞的重要手段,干细胞

和魏建树为共同第一作者。该项工作受到科技部重大

分化后失去克隆样形态；多项研究也表明三维成球培

科学研究计划和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战略先导科

养可以更好地维持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特

技专项资助。

A, 三维成球培养诱导小鼠成纤维细胞转分
化为神经前体细胞的实验流程图。B，三维
成球培养MEF细胞的NPC 标志基因显著上
调。C-E，二维平皿培养的MEF（C），三
维成球培养的MEF（D），三维培养的MEF
球消化后重新贴壁（E）的光镜图。F，基
因芯片分析表明三维成球培养的MEF与NPC
的相似性。G-I，免疫荧光表明三维成球培
养的MEF中Sox2， Olig2和Pax6的阳性染
色。J-L，MEF细胞经过三维成球培养得到
的神经前体样细胞在体外具有分化为神经元
（J），星形胶质细胞（K）和少突胶质细胞
（L）的能力。M-O，MEF细胞经过三维成
球培养得到的神经前体样细胞在大鼠大脑海
马区域具有分化为神经元（M），星形胶质
细胞（N）和少突胶质细胞（O）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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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为什么不会飞
John Speakman研究员最近参与了一项国际合作

于企鹅。但是，海鸠飞行行为所需的能量，是其基础

课题的研究，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科学界的一个谜

代谢率的31倍，在所有有报道的飞行鸟类中是最高

团——企鹅为什么不会飞？

的。这种高效潜水和高成本飞行行为的结合很好的印

企鹅科是一类广泛分布的海鸟，其共同特点是不

证了生物力学模型的预测。

能飞行。企鹅为什么在进化过程中丧失了飞行能力？

该课题的研究目的是要确定驱动北极海鸟能量需

原因一直以来都是个谜，因为丧失飞行能力使企鹅的

求的因素，本意是为了预测捕鱼业、航海和气候变化

一些行为看起来与环境不相适应。例如，为了从栖息

等人类行为在现在和将来对鸟类的影响，这篇文章是

地走到海边，帝企鹅通常会花上几天时间步行60公

该课题的一项意外发现。

里，如果它们能飞的话，则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John Speakman研究员在本课题中主要负责同位

此外，许多企鹅都是海豹的猎物，如果企鹅能飞行的

素分析，他表示，“和许多人一样，我被电影中企鹅

话，即使只能掠过捕食者，都不会遭到捕食。那么，

横渡南极冰盖的镜头深深吸引，我总是在想，它们究

企鹅为什么不会飞？

竟为什么失去了飞行的能力？现在这一问题终于解决

有一种观点认为，企鹅可能无法设计出既能飞行
又能游泳和潜水的双翼，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生物力

了，很高兴能作为团队的一员在本课题中参与了数据
的收集和问题的解决。”

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企鹅在进化过程中，双翼越
来越适应游泳和潜水，使得游泳和潜水行为变得非常
高效，但也使得飞行成本越来越高，在进化的某个阶
段，企鹅甚至无法维持飞行的成本，因此就变得不再
会飞。
一个由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中国的科学家
组成的联合小组，在对海雀科的一种鸟类——海鸠进
行了观察之后发现，用生物力学理论来解释企鹅为什
么不会飞这一问题极有可能是正确的。海鸠是一种潜
水和游泳行为与企鹅非常类似的海鸟，不同的是，海
鸠仍然保留了飞行能力。从各种方面来看，海鸠就像
是依然保留了飞行能力的企鹅祖先。该团队借助了一
种叫做双标水的同位素技术，在用记录仪监控海鸠行
为数据的同时检测了海鸠的能量消耗，这样就有可能
同时检测其飞行行为和潜水行为的能量需求。
这篇文章发表在PNAS杂志上（http://www.pnas.
org/content/early/2013/05/16/1304838110），文章证实
了海鸠的潜水行为所需的能量远低于其他鸟类，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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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鸠（海雀科）。海雀科表面上看与企鹅非常相近，
拥有黑白相间的羽毛。但它们生活在北极，以鱼类为
生，其在北极的生态位相当于企鹅在南极的生态位。
图2 海鸠与企鹅的不同之处在于
海鸠能飞行，如图所示，海鸠双
翼结构与飞行鸟类类似，但是初
级飞羽和次级飞羽的结构更加精
细，以保证海鸠在潜水时能完成
游泳动作。
图3 相反，企鹅失去了飞行能
力，其双翼进化成了鳍状肢，企
鹅的鳍状肢比海鸠的双翼短，也
更稳健。鳍状肢的结构虽然对于
企鹅在高密度海水中进行游泳行
为非常理想，但却使企鹅失去了
飞行能力。

科研进展

凋亡细胞清除机制取得重要进展
细胞程序性死亡对多细胞有机体生长和发育至关

导的凋亡细胞的降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功

重要。程序性死亡可以抑制细胞的过量增殖，清除衰

能主要是通过与控制吞噬小体成熟的必需因子LST-4/

老和畸形细胞，维持健康细胞的正常数量。在细胞程

Snx9/18/33和DYN-1/dynamin形成复合体而实现的。

序性死亡过程中，凋亡细胞的正确清除是不可或缺的

网格蛋白和AP2促进LST-4和DYN-1在吞噬小体上的

一个环节，其障碍会导致多种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

招募，从而启动吞噬小体的成熟过程。

疮和持久性炎症等。

过去的研究发现网格蛋白和AP2主要介导细胞

凋亡细胞在被清除时，首先被吞噬细胞表面的受

表面小尺寸分子的内吞过程，即网格蛋白-介导的内

体CED-1识别，进而引发吞噬细胞的细胞骨架重构，

吞作用(clathrin-mediated endocytosis, CME)，其形成

使凋亡细胞得以内吞而进入吞噬细胞。此后，通过吞

的内吞颗粒(clathrin-coated vesicle, CCV)直径约为10-

噬小体的成熟化过程，凋亡细胞被溶酶体降解。但

200 nm。而由凋亡细胞的吞噬而形成的吞噬小体的直

是，吞噬受体CED-1在识别凋亡细胞后如何引起吞噬

径约为2-5 µm，表明网格蛋白也在细胞摄取大颗粒物

细胞的细胞骨架重构，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凋亡细胞、病原菌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崇林研究组

此，该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吞噬受体触发的细胞骨架重

综合运用遗传学、细胞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方法，

排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拓展了人们对网格蛋白的功

发现网格蛋白(clathrin)与其接头蛋白复合体AP2作用

能的认识。

于吞噬受体CED-1下游，参与凋亡细胞的内吞。他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5月16日在线发表于PLOS

们发现，网格蛋白和AP2以相互依存的方式促进彼此

Genetics上（DOI:10.1371/journal.pgen.1003517）。杨

在吞噬小体上的招募，并与CED-1及其下游的接头蛋

崇林研究组的博士研究生陈迪笛和副研究员蹇友理为

白CED-6形成复合体，促进细胞骨架的重排，进而

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遗传发育所汪迎春研究组、生

引起吞噬。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网格蛋白与AP2复合

物物理所苗龙研究组和欧光朔研究组在该研究中给予

体促进含凋亡细胞的吞噬小体的成熟，在溶酶体介

了大力帮助。该项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
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助。
A，透射电镜结果显示Clathrin 影响凋亡细胞的吞噬。chc1 RNAi 处理后被吞噬（上排）和未被吞噬（下排）的凋
亡细胞的代表性图片。左列为模式图，右列为中列图中
黑框区域的放大。黑色长箭头标注生殖腺鞘细胞的细胞
膜，黑色和白色短箭头分别标注凋亡细胞的细胞膜和生
殖腺合胞体的膜。
B，LST-4 与DYN-1相互作用并共定位于吞噬体上。LST4::mCherry 和DYN-1::GFP 在吞噬体上的动态变化，照片
通过盘式共聚焦显微镜（spinning disk）拍摄。以DYN-1
刚刚形成微弱环状作为0 min，标尺为5μm。短箭头代表新
出现的凋亡细胞。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39

科研进展

核质转运受体AtKPNB1调控ABA信号转导
及植物对水分胁迫应答
ABA 是植物响应水分胁迫的最重要的信号分

定位在细胞质和细胞核，并与经典核质转运系统中

子，近几年ABA信号转导途径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

许多蛋白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包括importin α家族

展。许多ABA信号转导途径中的重要调控因子包括

蛋白AtIMPA1、AtIMPA2、AtIMPA4和AtIMPA6，核

PYR/ACAR受体蛋白、PP2C家族蛋白、SnRK2和转录

孔蛋白AtNUP62，和Ran GTP酶蛋白 Ran1、Ran2、

因子在细胞质中合成后需要通过核质转运过程运送至

Ran3。更重要的是，原生质体亚细胞定位实验表明

细胞核中发挥功能。这些核蛋白的进核过程是通过特

AtKPNB1 功能缺失影响GFP-NLS的核定位。这些结

异的核质转运受体及核质转运途径来精细调控的。然

果说明AtKPNB1通过经典的核质转运途径运输含有

而介导植物响应水分胁迫及ABA的核质转运受体及其

核定位信号的蛋白进核。进一步基因表达分析表明突

作用机制目前知之甚少，功能各异的ABA信号途径中

变体atkpnb1 中ABA信号通路中的下游基因RAB18、

关键核定位蛋白进核的机制也还不清楚。

RD29B 和种质发育晚期基因EM1、EM6 在ABA处理下

李霞研究组鉴定了拟南芥中一个核质转运受体

比野生型表达量更高，表明AtKPNB1 通过调控ABA

基因AtKPNB1 （Arabidopsis thaliana Karyopherin beta

信号通路来介导细胞对ABA的响应。此外，原生质体

1 ）。该基因功能缺失突变体atkpnb1 在萌发期和转绿

亚细胞定位实验表明，在atkpnb1 中ABA信号转导途

期对ABA、NaCl和甘露醇超敏；突变体比野生型更

径的负调控因子的PP2C磷酸酶家族蛋白ABI1和ABI2

抗旱，气孔闭合对ABA的响应比野生型更敏感，说

的定位没有变化；而且atkpnb1/abi1-2 双突变体萌发和

明AtKPNB1调控植物的抗旱和渗透胁迫依赖的ABA

转绿期对ABA的响应要比atkpnb1 和abi1-2 单突变体更

途径。此外，突变体在正常生长条件下的发育较野生

敏感。这些结果说明AtKPNB1并不是通过转运ABI1

型迟缓且植株矮小。AtKPNB1 基因在植物中广泛表

和ABI2来负向调控植物对ABA和逆境的响应。这些

达，编码与人类KPNB1同源的蛋白。AtKPNB1蛋白

发现为了解拟南芥核质转运受体参与调控植物生长发
育和逆境胁迫的功能，以及解析植物ABA信号转导途
径介导的逆境响应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新线索。
该项研究成果于2013年5月13日在线发表于The
Plant Journal上（DOI: 10.1111/tpj.12207），李霞研究
组博士生罗焱杰和助理研究员王志娟为文章的共同第
一作者。该项研究得到科技部和农业部的资助。
AtKPNB1参与ABA和渗透胁迫应答
A，atkpnb1 缺失突变体在ABA, NaCl及干旱处理下表型。
B，ABA响应基因RD29B、RAB18 及下游基因Em1 在野生
型（WT）及atkpnb1 中的表达。C，AtKPNB1在烟草表皮
细胞（a）及转基因植株（b）中的亚细胞定位。D, NLSGFP在WT及atkpnb1 中的细胞核定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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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素调控植物向光性分子机制研究
取得重要进展
植物向光性是经典的植物生物学问题。以前的研

转录表达，从而实现对生长素信号转导和植物向光性

究表明蓝光信号和生长素都是植物向光性反应所必需

反应的负性调控作用。这项研究揭示了内源植物激素

的，但是关于蓝光信号如何整合到生长素途径的分子

整合环境因子调控植物适应性生长的新机制。

机制还不清楚。

这项研究成果已于2013年6月11日在国际

李传友研究组发现，光信号途径中的转录因子

著 名 刊 物 P l a n t C e l l 上 在 线 发 表 （ D O I : 1 0 . 11 0 5 /

PIF4和PIF5是植物向光性反应的重要负调控因子。同

tpc.113.112417）。李传友研究组的孙加强副研究员和

时，PIF4和PIF5对生长素信号转导也起着负向调控作

博士研究生祁林林为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

用。进一步研究发现PIF4可以直接结合两个生长素反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的资助。

应抑制子基因IAA19 和IAA29 的启动子，激活它们的

转录因子PIF4和PIF5整合蓝光信号与生长素途径调节拟南芥的向光性反应.（a）PIF4和PIF5是向光性反应的负调控因
子；（b）蓝光特异地在向光性弯曲部位诱导PIF4 的表达；（c）ChIP结果表明PIF4蛋白可以结合IAA19 和IAA29 基因的
启动子区序列；（d）IAA19和IAA29都与ARF7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e）PIF4和PIF5调节向光性反应的作用模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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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着丝粒形成及表观遗传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韩方普研究组长期从事植物着丝粒的表观遗传
学研究，曾在植物中首次发现着丝粒的失活现象

共同合作完成。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
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及中国科学院的资助。

（PNAS，2006）并初步分析失活的B染色体着丝粒
具有不分离（nondisjunction）的功能（Plant Cell，
2007a）。他们还发现玉米小染色体的着丝粒提早分
离与着丝粒保护蛋白无关（Plant Cell,2007b），进
一步发现失活的着丝粒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恢复活性
（Plant Cell， 2009）。该研究组首次在玉米第三号染
色体上发现染色体的片段可以形成功能的着丝粒但不
含有传统的着丝粒重复序列（PNAS，2013）。最近
该研究组利用玉米第9号染色体的变异材料，发现玉
米9号染色体短臂的一段723kb的基因组序列参与着丝
粒的形成，DNA甲基化分析发现这段与CENH3紧密
结合的序列在原初的染色体臂上已经达到着丝粒区的
DNA甲基化水平，形成新的着丝粒后其DNA甲基化
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6月14日在Plant Cell在线发
表（1105/tpc.113.110015），韩方普研究组的博士生

图1 A sDic15新着丝粒（723kb）形成过程示意图 B sDic15
的亲本Dic15含有CentC（绿色）和B-repeat（红色）信号

张冰和工作人员吕振玲及王秀杰研究组的博士生庞军

C sDic15不含CentC（绿色），只含有少量的B-repeat（红

玲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本项工作同王秀杰研究组

色）信号。
图2 A 对照chr9上
723kb的CG、CHG
甲基化水平B sDic15
新着丝粒（723kb）
CG、CHG甲基化水
平C 玉米chr9的CG、
CHG、CHH甲基化情
况的分布

4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合作交流

遗传发育所参加
第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由科技部、商务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的标本主要有：科遗5214、科农199、秀水114、嘉

国资委、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58、科豆1号、科丰14、科饲6号、大豆、小麦、水

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稻、拟南芥、烟草等20多种品种。此外，遗传发育所

（以下简称“科博会”）于2013年5月22-26日在中国

介绍、小麦远缘杂交、东北粳稻重要农艺性状的多基

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科博会已成功举办十五届，是国

因组装设计育种、科系号大豆种质创新及其应用研

内最具前瞻性、权威性的高层次年度科技盛会。100

究、玉米单向杂交不亲和基因Ga1-s 的遗传研究与利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600个政府和科技经贸代表团组、

用项目免费刊登在科博会的会刊和《第十六届科博会

数百家高技术跨国企业参加科博会。本届科博会首次

项目册》上，并存储于项目数据库中。编辑印刷了遗

举办“高校院所科研成果展暨中科院科研成果展”，

传发育所科技成果荟萃并在展会上展出和发放。《新

以展现高校院所科研事业发展，促进技术成果快速转化。

闻联播》我科学家绘出小麦A基因组草图、番茄全基

近年来，我所在知识创新过程中成绩斐然，取得

因组测序、习近平总书记看望著名科学家李振声、四

了许多科技成果，有的科技成果很顺利地得到了转

颗小行星被以我国科学家李振声等命名的视频在展会

化，有的科技成果需要借助于平台才能与企业对接，

上进行循环播放。

科博会无疑是个极佳的宣传、交流和转化平台。因

这次参加科博会一方面展示了我所近几年所取得

此，我所经过精心组织，借助科博会以展板、实物、

丰硕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加强了与企业对接，有利

标本、视频、资料等多种形式有效地进行了科技成果

于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为我所2020目标的实现贡献

的发布、与企业交流对接，以促进科技成果更好的转

力量。

化。这次展出的主要成果有：水稻理想株型形成的分
子调控机制、显花植物自交不
亲和性分子机理、小麦A基因
组草图的绘制、番茄全基因组
测序、发现水稻高产优质的关
键基因GW8 、小麦远缘杂交、
玉米单向杂交不亲和技术、东
北粳稻重要农艺形状的多基因
组装设计育种、科系号大豆种
质创新及其应用研究、华北半
湿润偏旱井灌区节水农业综合
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棉花新
品种“豫棉18”的培育，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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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与河北省林业科学院
签订科技合作协议
2013年4月26日，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与河北省林

深入地讨论。葛会波对加强省院科技合作寄予厚望。

业科学院科技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石家庄举行。河北

他表示，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脚踏实地的开展合

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葛会波，中科院

作，为我省林业生态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遗传发育所副所长、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七军、
副主任胡春胜、杨永辉，河北省林业科学院院长刘

马七军、刘俊代表合作双方在科技合作协议书上
签字。

俊、党委书记王玉忠、党委副
书记张金香、副院长毕君及
双方相关科研人员参加了签
字仪式。签字仪式由河北省林
业厅科技处候聚民处长主持。
签字仪式上，马七军和
刘俊各自全面介绍了双方战
略定位、学科布局、科研进
展、平台建设、人才队伍等
方面工作；双方参会人员就
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学术交
流、基地共建、人才培养、
资源共享等方面合作展开了

第三军医大学张绍祥副校长等一行访问我所
2013年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处长等参加了座谈会。

张绍祥副校长等一行到我所访问，双方共同探讨了在

薛勇彪所长首先代表研究所对第三军医大学各位

解决人口健康、提升科研实力、支援国家建设等方面

领导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对研究所的基本情

的合作与发展。第三军医大学张绍祥副校长、少将，

况和近期取得的成绩进行了简单介绍。张绍祥副校长

周来新院长、研究员，粟永萍所长、研究员，潘彬干

也简单介绍了第三军医大学的基本情况，并预祝双方

事、少校，周庭荣干事、中校和我所薛勇彪所长，杨

的合作取得圆满成功。张校长还表示，第三军医大学

维才副所长，胥伟华副书记，戴建武研究员，姚庆筱

将会尽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资源来支持双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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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双方在合作领域、合作方式、人才培养、成果应

方面，双方要互通有无，共享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

用、成果转化开发等方面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双方

置，充分发挥效用，进一步巩固和支持合作工作的开

约定以重大项目、先导专项、协同创新工程为依托，

展。最后张校长还代表第三军医大学，正式邀请薛所长

将合作研发做到实处，争取早出成果、多做贡献，实

等领导到第三军医大学调研和考察，为共同发展出谋

现双方持续、长久发展。此外在人才培养、人才交流

划策。

山东无棣县丁海堂县长一行考察南皮试验站
2013年4月17日，山东省无棣县
委副书记、县长丁海堂、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刘树林、副县长王景军、王
殿和以及县农业局、科技局、扶贫办
和相关乡镇负责人到中国科学院南皮
生态农业试验站、南皮、海兴试验示
范区考察“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建设与实施情况。
丁县长一行考察了海兴小山盐碱
地高效利用和小偃60小麦示范区、南
皮万亩微咸水补灌示范区、小偃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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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专业合作社。南皮站站长刘小京研究员向丁县长

无棣县作为该项目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向河北试区学

一行介绍了滨海盐碱地咸水结冰灌溉改良和高效利

习渤海粮仓建设中的成功经验，认真领悟先进技术的

用、小偃系列耐盐小麦选育以及示范区取得的重要进

内涵，加强试验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携手完成好

展，白普青社长介绍了合作社的组织管理以及运行情

国家交 付 的 光 荣 任 务 ， 为 渤 海 粮 仓 建 设 提 供 新 技

况。考察中，丁县长表示，“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

术、新样板。

程”项目是基于中科院30多年来在该区域科技攻关成
果的集中体现，蕴含着广大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心血。

南皮县卢晓红副县长、海兴县寇艳春副县长以及
农业局、科技局的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山西省沁县人民政府领导来遗传发育所访问
2013年5月17日，山西省沁县人民政府秦书良副

长和姚庆筱处长分别对双方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进

县长一行7人来遗传发育所访问。参加访问的有山西

行了简单介绍，并对双方合作前景进行了展望，同时

省沁县县委副县长、组织部长秦书良，沁县人大副主

表示双方要充分利用各自优势，精诚合作，为地方农

任、山西沁州农业产业示范园区主任任守中，沁县招

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随后陈化榜研究员、谢旗

商局副局长、山西沁州农业产业示范园区副主任杨连

研究员分别介绍玉米和甜高粱近期研究进展，并进行

明，科技局副局长卫斌等，中科院北京分院科技合作

了热烈的讨论，在地方优势、产业发展、合作模式等

主管王晓磊陪同到所访问，遗传发育所所长薛勇彪，

多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访问对推动双方合作具

陈化榜研究员、谢旗研究员，科技合作处处长姚庆筱

有重要意义，极大的推动了研究所科技成果对地方经

等进行了接待。

济的支持，调动了地方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双方

秦书良副县长等首先参观了植物温室，并对各种
高新技术和成果进行讨论。在座谈会上，秦书良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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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合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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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益海嘉里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2013年5月24日上午，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遗

海嘉里优秀博士生奖”获奖学生、4名“益海嘉里优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益海嘉里奖”颁奖典礼在我所

秀导师奖”获奖导师以及2名“益海嘉里优秀博士后

1号楼B-210隆重举行。丰益（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

奖”获奖博士后分别颁发了奖杯和证书。

心技术总监许骏和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

周文 同学和陈凡研究员分别代表获奖学生和导

高级经理张丽专程赶来出席典礼。我所薛勇彪所长，

师发表获奖感言，感谢研究所和益海嘉里有限责任公

宋秋生书记，杨维才副所长，胥伟华副书记，农业资

司设立了该奖项，并鼓励大家今后更加努力地学习和

源研究中心韩一波书记，曹晓风主任和凌宏清主任等

工作。典礼结束之后，与会领导与获奖者合影留念并

出席了本次颁奖典礼。该年度获奖者和研究所部分师

进行了亲切交流。

生代表也参加了本次典礼。宋秋生书记主持典礼。
首先宋秋生书记介绍了到会嘉宾并致欢迎辞，然
后杨维才副所长介绍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获奖名单：

学研究所益海嘉里奖”。随后许骏总监介绍了丰益全

一、优秀博士生奖：

球研发中心的发展历程、创新理念、社会责任、人才

王彦芳 白世伟 刘

培养等方面的内容。

陈

张丽高级经理则宣读了获奖者名单。在欢快热
烈的氛围下，薛勇彪所长和张丽高级经理向9名“益

蓉 陈

磊 周文

超 许

操 李胜军

聂好真

二、优 秀 导 师 奖：李云海 陈

凡 唐定中 程祝宽

三、优秀博士后奖：任建峰 符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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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会组织2013年世界公园游活动
北京的四月，草坪慢慢返青，春花争先盛开。为

为壮观的古建筑群；印度泰姬陵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

缓解研究生同学们的科研压力，让大家走出实验室亲

之一的宏伟陵墓——世界建筑艺术的奇迹；缅甸的仰

近大自然，所研究生会于2013年4月21日组织本所在

光大金塔金光万道、灿烂辉煌，是东南亚著名的佛教

读学生开展了以“拥抱春天，周游世界”为主题的世

圣地之一。除了各地名胜，他们还观看了泰国大象的

界公园春游活动，一共270余名同学在春意盎然的北

精彩表演。大象的表演十分风趣，大象耳大如扇，四

京世界公园度过了舒适宜人的一天。

肢粗大如圆柱，却有着十分灵活的鼻子。大象特别爱

同学们在世界公园里随意的逛着，先是来到了公

吃香蕉，游客可以买大象馆提供的香蕉喂大象，灵活

园的南部，那里有英国的巨石阵，几十块巨石围成一

的大象用它长长的鼻子把游客手中的香蕉卷去，此景

个大圈，是英国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跨过气势磅

充满了欢乐。大象还表演了踢皮球、用它那雄壮的步

礴的悉尼铁桥进入了“澳洲”，站在桥头放眼望去，

伐跳迪斯科、用长鼻子玩呼拉圈等节目，幽默诙谐，

悉尼歌剧院这洁白的建筑与水景浑然一体，真是一件

令人捧腹大笑。公园里的异国风情歌舞表演同样让人

杰出的艺术品，充满着诗情画意。附近有南美智利的

心旷神怡，有着原汁原味的感觉，我们目不暇接，大

复活节岛，岛上有很多石像，雕刻得很精致，远远望

饱眼福。

去，蔚为壮观。他们又观赏了新西兰毛利草屋。最后

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不仅欣赏到了世界各地不

来到了亚洲景点，柬埔寨的吴哥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

同风格的建筑，还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增进了

值，与中国长城、埃及金字塔、印度尼西亚婆罗浮

同学间的友谊。

屠，并称为东方四大奇迹；泰国大王宫是曼谷市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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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生论坛召开
2013年5月11日，第八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生论

于发布高精尖的论文，因为“那只是副产品”。科研

坛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和赛诺菲巴斯德生物医学

人应将在祖国的大地上“写下”自己的科研成果。

杰出研究生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

随后高福副院长宣布了获奖者名单，并与赛诺菲巴斯

物学研究所成功举行。

德公司助理研发总监杜珩女士一起为获奖者颁发

本届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和研

证书。

究生联合会主办，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生会

本次论坛由主论坛和分论坛组成。来自中科院生

承办。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福、遗传

命科学领域的各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永清、赛诺菲巴斯德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的

司助理研发总监杜珩、中原公司副总经理马立以及中

14位研究生在主会场为到场的200余名同学展示了自

国科学报的记者出席了本次活动。

己的工作。报告内容涉及动植物发育生物学、动植物

张永清副所长为开幕式致辞。他表示，此次论坛

免疫机制、生物信息学、表观遗传学、蛋白质结构生

是研究生自己的会议，将为研究生们带来思想的交流

物学、肿瘤生物学、多功能干细胞等众多前沿领域。

与碰撞。

在座的200多名学子们提问踊跃，气氛热烈非凡。本

高福副院长表示，科研人要做的是面向国际科技
前沿、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科研的目标不只是着眼

次论坛为大家很好的搭建了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
平台。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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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
2013年3月26日，遗传发育所召开党委中心组学

完善激励机制和人才队伍建设及重大项目管理工作，

习扩大会议，重点传达学习领会全国“两会”精神、

要以继续改革释放潜力并激发活力，抓好创新发展各

中科院2013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北京分院2013年度工

项工作的落实；要进一步认清研究所的发展形势，总

作会议精神和中科院2013年度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

结经验并找出不足和存在的问题，与时俱进地思考研

精神，同时结合工作实际讨论了研究所2013年度的创

究所跨越发展的有效措施和举措；要着力推进创新文

新发展工作并畅谈了国立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责任感

化建设工作，凝练升华并弘扬践行遗传发育所精神，

和使命感。所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研究中心

努力构建和谐发展的创新生态环境，团结协作，脚踏

主任、管理支撑系统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学习会，

实地，做出遗传发育所在国家科技创新中应有的

同时邀请了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组织员王大立同志参加

贡献！

会议。学习会由党委书记宋秋生同志主持。

通过学习研讨，大家进一步深化了对研究所战略

全国政协委员王道文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今年全国

定位、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责

“两会”的相关情况，传达了相关精神，并谈了自己

任感和使命感及居安思危意识。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组

参会的一些体会。纪委书记杨维才传达了中科院2013

织员王大立同志充分肯定了会议在学习中讨论实际工

年度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并就研究所的廉洁从

作的良好氛围和务虚会议中的务实态度，同时谈了党

业风险防控工作谈了想法。宋秋生书记传达了北京分

委中心组学习会的主要任务和一些想法，并祝愿遗传

院2013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宋书记在发言中指出：遗

发育所2013年再创佳绩！

传发育所人要继续解放思想形成共识，切实落实好研

本次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的召开，必将促进

究所“一三五”战略规划的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

遗传发育所按照院党组的统一部署，群策群力“创新

职工要积极投身于研究所的重点工作中去，在“创新

2020”和“一三五”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会议

2020”中建功立业；要坚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

精神，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真

持以人为本，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党建和创新文化建

抓实干的干劲、开拓创新的精神，推动遗传发育所各

设，提高保障支撑能力，着力推动遗传发育所的和谐

项工作的新进展！

奋进与创新发展！
薛勇彪所长传达了中科院2013年度工作会议精
神，并结合研究所的“创新2020”和“一三五”战略
规划、“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先导科技专项
的启动实施重点谈了国立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薛所长强调，遗传发育所面临着跨越发展
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要切实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要
围绕现代农业和人口健康的科技目标找准定位、有所
为有所不为，着重抓好重大成果产出，要以真抓实干
创造出一流效益；要以承担院先导科技专项为契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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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召开纪委扩大会议
2013年3月26日，遗传发育所召开纪委扩大会

坚定不移地推进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的落实，加强

议，党委书记宋秋生、党委副书记胥伟华、纪委成

对科研经费、基建、采购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工作；研

员、管理支撑系统职能部门部分负责人、监察审计工

究所的各级干部一定要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加强

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纪委书记杨维才主持。

学习，时刻警钟长鸣；对重点工作、重点环节实施

会议对2012年度纪检监察审计主要工作进行了回

纪监审工作的跟进，使纪监审工作成为研究所“创

顾与总结，讨论确定了2013年度纪监审工作计划。会

新2020”的保障；加强领导干部、重点岗位人员的

议传达学习了执行“八项规定”的相关文件精神、中

教育、管理和监督，积极推进纪监审工作创新，努力

科院2013年度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精神、白春礼院

创造和维护风清气正、求真求实、和谐融洽的科研环

长在中科院2013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确

境，为“创新2020”和“一三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创

定了2013年度研究所反腐倡廉工作重点（研究单元的

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的保障。

经费管理、基建和采购管理、财务管理），并就廉洁
从业风险防控工作做出了部署；与会人员分别就警示
教育、大中型仪器设备的采购管理、技术合同的管
理、风险防控的工作规范等工作展开了讨论。
党委书记宋秋生、纪委书记杨维才、党委副书记
胥伟华先后在讲话中指出，研究所的纪监审工作一定
要立足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服务和保障研究
所“创新2020”和“一三五”工作的能力；研究所要

遗传发育所组织“相约春天亲近自然”
健步走活动
为推动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和全所健身活动的开

的速度和运动量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不受年龄、时

展，增强全所人员的身体素质，所工会于4月24日下

间和场地的限制，运动方法容易掌握，不易发生运动

午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了健步走活动。全所550

伤害，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倍受全所人员喜

余名职工、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薛勇彪所长、宋秋

爱。通过前几次健步走活动的感染，此次参加活动人

生书记、马七军副所长、杨维才副所长、张永清副所

数超过以往历次。大家沿途边欣赏森林公园错落有致

长、胥伟华副书记、副所长和一些研究员、管理支撑

的美景，边阔步前行，不时的驻足留影。灿烂的笑

部门负责人一起融入到快乐健步走的运动大军中。

容、欢快的步伐和周围美景构成了一副和谐快乐风景

健步走是一项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的运动，行走

线。大家在说笑和赏景中很快分散了工作压力，身心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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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在随机设置的盖章处还不时有人询问自己前进
速度在整个步行大军中的位置，随处展示了遗传发育
所人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
通过本次组织健步走活动，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
时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弘扬了遗传发育所精神。活
动结束后，很多老师和同学表示，以后要多参加此类
活动，以良好的身体素质、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科
研工作中，创新工作思路，为研究所“创新2020”贡
献更多的力量。

遗传发育所举行乒乓球团体赛
2013年5月30日下午，遗传发育所在活动中心举

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烈的角逐，基因组生物学研

行了乒乓球团体赛。全所9支参赛队近70人参加了此

究中心分工会--A队获得团体第一名；发育生物学研

次活动，胥伟华副书记和很多研究员都参加了活动

究中心分工会--B队获得团体第二名；发育生物学研

(宋秋生书记在外开会并祝活动圆满成功)，充分体现

究中心分工会--C队获得团体第三名。此次比赛不仅

了我所对乒乓球运动的爱好和普及。比赛13：30准时

促进了友谊，对于倡导健康的休闲方式、弘扬遗传发

开始，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比赛在

育所精神、增强研究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起到了积

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参赛选手精湛的球技令人

极的推动作用，赛后选手们在交流中也表达了对下届

折服，赛场活跃的气氛更让人印象深刻。

比赛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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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体活动，增强健康体魄
2013年4月14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肾”的湿地，生态系统类型复杂、多样化的植物群落和

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工会组织职工到设在沧州南大港

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它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

的盐碱地改良利用“暗管排盐实验基地”项目区举行了

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活动使职工们

“注重生态保护，重视国土整治”为主题的湿地自然保

对湿地现状和生态建设与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护区健步走活动。

在参观考察中科院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建立的南大港

南大港试验区，东临渤海，北靠京津。是著名的退

“暗管排盐实验站”时，刘金铜研究员率领的研究组向

海河流淤积型滨海湿地区域，由草甸、沼泽、水体、野

大家详细介绍了该实验站的发展历程和重点开展的科研

生动植物等多种生态要素组成，是全国176个重点保护

工作，并重点讲解暗管排盐技术以及关键的配套生态工

湿地之一。今年的倒春寒迫使春天的脚步姗姗来迟，那

程技术，并与大家就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

16000多公顷的湿地芦苇不情愿的露出尖尖的嫩芽，在

讨。从现场考察情况不难看出暗管技术对改良盐碱土方

略有冷意的春风中向人们展示他们生命的开始。放眼望

面效果明显，在水盐运移、耕层微生态环境优化、一次

去，那暗管排盐试验区一株株、一行行的小麦已成为这

保全苗技术规程和提高粮棉产量等方面，为河北环渤海

片土地春天的使者，把试验区内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低平原1000多万亩盐碱地的整治与合理开发利用探索出

仿佛告诉人们，科学技术可以使这片土地变绿，可以激

一套新的技术模式和有效途径。

发它们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勇气。

活动中大家纷纷表示，结合自身科研工作特色的健

健步走活动在中心旗帜的带领及悠扬乐曲的伴随

步走，不仅锻炼了身体，开阔了眼界，陶冶了情操，收

下，我们沿着湿地中心区7公里路线快步行进。一路

获了知识，还推进了中心的创新文化建设。对提高中心

上，大家领略到蓝天白云、水网密布、草长莺飞的湿地

的学术交流和凝聚力，以及观摩与中心的科技紧密相连

特有景色。湿地研究人员详细介绍了被誉为“地球之

的活动方式探索了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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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人工天河，弘扬艰苦奋斗”
——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党日活动
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于2013年5月17-18日

一年半的时间竣工，故取名叫“青年洞”。

举行了以“参观人工天河，弘扬艰苦奋斗”为主题的党

红旗渠的修建，解决了林州地区“水缺贵如油，十

日活动。党支部共57人在党支部书记曹晓风研究员的带

年九不收”的困境，太行山人民在生活温饱的基础上，

领下，赴河南省林州市学习红旗渠精神。

寻求小康的道路，书写了“入太行，出太行，富太行”

红旗渠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工天河、中国

的三部曲。参加活动的党员深受教育，深刻的感到红旗

的水长城、地球的蓝色飘带”。周恩来总理曾在七十年

渠精神的伟大，进一步领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

代，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

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真谛，红旗渠的背后是不熄的理

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现林州，1994年更名）

想、闪光的信念。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林州人民

红旗渠。”

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在陡峭如切的太行山上，修建

在红旗渠纪念馆里，参加活动的党员们聆听了林州

了八米宽的红旗渠，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现在，生活

人民在太行山悬崖绝壁上修建红旗渠的感人故事，都被

水平提高，实验条件完善，我们更应该秉承红旗渠的精

深深的打动。上世纪60年代，林州地处土薄石厚干旱的

神，艰苦奋斗，团结合作，为科研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山区，勤劳勇敢的林州人民，凭借一锤一钎、一颗红心
两只手，修成了总干渠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引漳入
林，谱写了太行山上的传奇。纪念馆中，当年修建红旗
渠的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模型，生动再现
了当时林州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的精神。
随后，党员们来到了红旗渠景区著名的青年洞。青
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主要工程之一，洞长616米，修建
于祖国最苦难时期。由全县民工中抽调出来的300名优
秀青年组成的突击队，每人每天仅凭六两的口粮，通过

遗传发育所为离退人员举办
第一期“幸福人生”讲座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老龄化

长健康养生和卫生保健知识。2013年3月20日上午，我

进程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所离退休办公室专门举办了第一期 “幸福人生”讲座,

点。为了更有效地帮助离退休老同志提高生活质量，增

特邀请中国保健养生协会中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专家，

54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党群园地

曾在公安医院从事临床治疗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临床

结束后，很多人还把刘惠敏主任团团围住询问不停，刘

工作经验的刘惠敏主任为我所离退休老同志们进行了一

主任都一一耐心地给予了解答。

场专题讲座。前来聆听讲座的有一百多位老同志，所党

通过本次活动使大家系统全面地了解了心脑血管

委副书记、副所长胥伟华对这次知识讲座十分重视，亲

疾病的概念、症状、危害和治疗方法，高血压与健康饮

临参加。他代表所领导对刘惠敏主任的到来表示衷心

食、运动锻炼等良好生活方式的关系，也知晓了春季是

感谢, 对冒雪赶来参加活动的老同志们表达了关切和问

老年人健康养生的重要时期，还明确了更科学合理的养

候。他说研究所领导和研究所党委十分关心各位老同志

生之道。通过专家的讲座老同志们收获颇丰，反响较

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经过和部分老

大，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讲座之后主办方还向前来听课

同志沟通与商量，决定第一讲先谈老同志的医疗保健，

的老同志赠送了握力圈及健康知识讲座杂志。

希望通过大家持之以恒地共同努力，把“幸福人生”论

承办这次讲座还要特别感谢我所网络部门给我们的

坛办成研究所的品牌。同时，他也对周边兄弟单位前来

支持和帮助。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实现了与石家庄农

我所听讲座的老同志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业资源中心的远程视频，农业资源中心的老同志们听了

刘主任以她精深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为老同志们作了题为《如何构筑心脑血管疾病的

讲座后也兴奋不已，有同志还专门写来了感谢的邮件，
希望这样的讲座能够多举办几期。

“一级防线”——家庭急救指南》的报告。她详细介绍
了什么是心脑血管病、什么是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的
合理用药、血脂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心血管病早期
信号、抢救冠心病发作的注意事项等等，她结合自身多
年的临床经验，引用了许多实际病例为大家阐述了各类
疾病的典型症状。内容讲解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
时还提醒大家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将疾病“防患于未
然”。整个讲座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听讲者兴趣盎然，
现场气氛热烈，多次赢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演讲

遗传发育所积极开展向雅安地震灾区捐款活动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强烈地震，造成重

出差，特意提前赶来捐款；周南老师已经退休，专程坐

大人员和财产损失。灾区人民的痛苦和困难，深深牵动

公交车从家赶来捐款；杨崇林研究员因工作繁忙，特意

着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人的心。2013年4月26日上午，所

托人捎来2000元善款……。充分体现了全所职工学生关

党委和工会组织了为雅安灾区捐款活动，大家积极奉献

心灾区，支援灾区的一片深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遗

爱心，并纷纷表示，为灾区同胞尽一份力是义不容辞的

传发育所精神、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

责任，并希望点滴善款能为灾区同胞战胜灾难增强信

全所共捐款37580元，捐款已交到京区党委，尽快

心，为他们尽快重建家园点亮希望。有的老师因为当天

发挥救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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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讯
王秀杰研究员获得第十七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期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提高农田水分利用效率提供了

为树立和宣传当代青年的优秀典型，引导和激励

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为推进华北平原节水农

全国广大青年树立崇高理想追求，立足本职成长成

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中

才，“五四”青年节前夕，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颁

科院和河北省的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发了第十七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遗传发育所王

1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河北省自然科学二

秀杰研究员榜上有名。

等奖1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在国际主流刊

王秀杰，女，汉族，1977年7月生，中共党员，

物上发表SCI论文30余篇，撰写出版了“作物根系与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生物信息学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

土壤水利用”专著并参与“河北省种植业高效用水路

学历，研究员，遗传发育所分子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

线图”等6部专著的编写工作。

主任。

她率领的科研团队在潜心科研的同时，注重成果

王秀杰主要从事真核生物非编码RNA相关的研究

转移转化，研发出先进实用的农业节水关键技术在同

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首次对模式植

类地区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并多次在国家、省级节

物拟南芥中的microRNA和反义RNA进行系统发现与

水农业和农业水资源合理利用培训班上授课，为提高

功能预测、首次发现单纯疱疹病毒编码的microRNA

全民节水意识、普及科技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执笔

并研究其与宿主的关系、发现引起心衰的microRNA

撰写的论文《立足科技创新，促进河北节水农业发

等，多项成果受到国际科研媒体的推荐与关注。她开

展》荣获河北省“助力河北，共赢发展”优秀征文一

发出的GOEAST等生物信息软件成为生物学家广泛使

等奖。先后荣获河北省省直三八红旗手、先进女职工

用的数据分析工具。2004年底回国工作以来，她发表

等荣誉称号，在科研教学中，教书育人，率先垂范，

SCI科研论文19篇，与相关研究组在Nature等杂志上

成绩突出，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朱李月华优秀

合作发表论文35篇。

教师奖。

张喜英研究员荣获河北省2013年度省直五一奖章
2013年5月3日，河北省省直工委在石家庄隆重召
开2013年度省直五一奖状和五一奖章颁奖仪式暨庆祝
“五一”座谈会。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张喜
英研究员荣获河北省省直五一奖章。
张喜英同志在近30年的科研工作中，对农田生态
系统水分传输规律、调控机理和途径等方面进行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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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研究员
1997年获中山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博士学位, 2004年获美国纽约州立
大学Buffalo分校(SUNY Buffalo)生物信息学硕士学位。1999－2004年在美国
Roswell Park肿瘤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 200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9年入选国家人事部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现任遗传发育所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暨
膜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Bioscience Reports 编委，《遗传》副主编。
自1985年起，先后从事医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与细胞生物学、产前
诊断及遗传咨询的教学、科研、临床工作。作为课题负责人分别承担科技
部973项目、863项目、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农业部转基因专项重点课题等。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溶酶体运输障碍导
致的白化病、神经精神疾病、代谢疾病等的发病机制。迄今完成了10个小鼠和5个人白化病基因的克隆和相关功能
研究，对于阐明白化病的发病机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阐明了中国人白化病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建立了针对中国
白化病人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方法。相关的研究分别发表在Nat Genet, Am J Hum Genet, PNAS, Blood, J Cell Biol 等
杂志上。已在国际期刊杂志(SCI收录)共发表论文45篇，主编专著3部，参编英文专著1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
软件著作权3项。建立了白化病基因数据库HPSD，主持我国遗传咨询与遗传病科普网站—中国遗传咨询网，成为我
国医学遗传学和遗传咨询的知名网站。

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010-64806568
E-mail: wli@genetics.ac.cn
实验室主页：http://liweilab.genetics.ac.cn
中国遗传咨询网：http://www.gcnet.org.cn
Hermansky-Pudlak Syndrome Database (HPSD) : http://liweilab.genetics.ac.cn/HP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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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泡运输与细胞器发生和信号转导调节
(一) 溶酶体运输的分子网络
溶酶体运输(lysosomal trafﬁcking)是囊泡运输的重要环节，它参与溶酶体及相关细胞器发生、蛋白质等的降
解与信号转导活性的调节、细胞分泌等重要细胞功能。通过对溶酶体运输障碍性疾病Hermansky-Pudlak综合征
(HPS)的研究，鉴定出多个参与溶酶体运输的HPS蛋白相关复合体(HPACs, 图1)。这些复合体在货物分子的分选
和溶酶体运输中发挥精细的分工与协作，形成有条不紊的的分子网络，但其具体的分子机制仍不清楚。我们通
过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得到溶酶体运输的蛋白质分子网络。对其中一个BLOC-1复合体的新亚基KXD1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发现KXD1通过与BLOC-1复合体的BLOS1亚基等的互作，参与溶酶体相关细胞器如黑色素体、血
小板致密体的生物发生(Yang, et al . Traffic , 2012)。此外，还发现BLOC-1复合体通过BLOS1，BLOS2等亚基介
导植物细胞生长素转运体PIN1/2在液泡中的降解，调控生长素信号通路活性及拟南芥根的发育(Cui, et al . J Cell

Sci , 2010)。

图1. HPS蛋白相关复合体的组成

(二) 溶酶体相关细胞器发生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机制
溶酶体相关细胞器(lysosome-related organelle, LRO)是一类包括溶酶体在内的具有组织特异性的细胞器，其
发生过程相似，都与溶酶体运输相关，共同特征是腔内pH较低，含有溶酶体相关膜蛋白等（图2）。功能上，
LRO不仅与传统上认为的蛋白质等的降解有关，也与膜蛋白内吞、信号转导、自噬作用(autophagy)、吞噬作用
(phagocytosis)、细胞分泌等重要细胞功能密切相关（Wei and Li. Pigment Cell Melanoma Res , 2013）。了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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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器的发生机制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它们在
不同组织中的生理功能。我们主要利用细胞
器蛋白质组学、电镜分析、免疫荧光等方
法，确定某些特定LRO的组成和发生机制。
发现因BLOC-1复合体的dysbindin亚基的缺
乏，导致神经元突触小泡的发生障碍，影响
其分泌动力学和神经递质效能，可能是精
神分裂症发生的病理机制(Chen, et al . J Cell

Biol , 2008; Feng, et al. Schizophr Res , 2008)。
这一发现被Nature China评论为精神分裂症
研究的重要成果。
图2. 几种代表性的溶酶体相关细胞器。(A)眼色素细胞黑色素体；(B)
血小板致密体；(C)血管内皮细胞Weibel-Palade小体；(D)嗜铬细胞大致
密核芯颗粒。

(三) 囊泡运输障碍性疾病的发生机制
囊泡运输障碍(trafﬁc jam)可导致许多重大疾病的发生，如白化病、精神分裂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
与高脂血症、肿瘤、感染与免疫缺陷、发育缺陷等。利用不同小鼠模型，通过对溶酶体运输过程的了解，进而
阐明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进一步结合转化医学研究手段，建立相应的基因诊断方法和确定药物干预靶点。
眼皮肤白化病(oculocutaneous albinism, OCA)是一类具有遗传异质性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单基因病，目前已经
明确的OCA基因至少有20个。OCA患者主要表现为眼、皮肤、毛发色素缺乏，通常伴有眼球震颤、畏光、视
力低下等眼部症状，是导致先天性弱视或失明的常见遗传病
之一，部分亚型如HPS还可合并其他器官或系统的异常导致
中年期死亡。OCA除对症治疗外，目前尚无有效治疗办法，
药物治疗和干细胞治疗方法尚在探索之中。产前基因诊断预
防患儿出生是目前主要的干预措施。因此明确中国人OCA的
分子流行病学规律和相关致病基因是进行产前诊断和遗传咨
询的前提。我们从2005年开始，已收集中国白化病家系300
多个，明确了中国人群白化病的分子流行病学规律(Wei, et

al. J Invest Dermatol, 2010)，并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白化病患
者优化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方法(Wei, et al., J Dermatol Sci ,
2011)。对于致病基因未明确的白化病患者家系，采用外显子
组测序方法，发现了一个新的白化病致病基因OCA6 (图3)，并
对其发病机制进行了研究(Wei, et al. J Invest Dermatol, 2013)。

图3. OCA6患者表现为眼皮肤白化病的典型症状，是由于SLC24A5 基
因的突变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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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民研究员
张爱民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爱民研究员于1982年1月获北京农业大学农学学士学位；1984年
12月获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硕士学位；1989年7月获北京农业大学农学博
士学位, 攻读期间在联邦德国Hohenheim大学进行高级进修并开展论文
研究工作。1984年12月至2000年12月，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
学）任教，先后任讲师(1985)，副教授(1990) 和教授（1993）。2000年
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2001年
1月至今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工作。
张爱民博士先后主持和参加十余项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863）、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国家科技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和参与育
成小麦新品种12个。1995年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计划，1997年被评为农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是国
家“百千万人才计划”一二层人选。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农
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86)等科技奖励。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1990)，中国青年科学家提名奖(1994)，中国青年
科技奖(1994)，中国农学会青年科技奖(1994)等。目前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名词新词委员会委员，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作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
学会理事，国家小麦改良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作物学报》副主编等。
张爱民研究组主要从事小麦分子育种研究。一方面开展小麦品质遗传的研究，采用基因组学方法，深入研
究低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的遗传机制及其品质效应，建立小麦高低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基因的分子标记，开展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研究。另一方面开展植物雄性不育分子机理与比较线粒体基因组学的研究，建立小麦雄性
不育恢复基因和光温敏雄性不育基因的分子标记、开展恢复基因及不育基因的标记辅助选择。比较雄性不育与
可育的线粒体基因组和蛋白组，力图阐明细胞质雄性不育发生的分子机理，建立利用三系、两系等技术培育
杂交种的技术和方法。近期，研究组在小麦基因组学、高低分子量麦谷蛋白基因和雄性不育线粒体比较基因
组学等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相关论文以通讯
作者/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于Natur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Plos ONE、BMC
Genomics、BMC Plant Biology 和TAG 等国际主
流学术刊物上。
联系方式：
电话：010-6480 6618
传真：010-6480 6618
E-mail: amzhang@genetic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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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分子育种研究
张爱民研究组主要开展小麦分子育种研究，在小麦基因组学、小麦高低分子量麦谷蛋白基因研究和小麦雄
性不育线粒体比较基因组学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
1. 小麦A基因组测序和重测序
来自乌拉尔图小麦的A基因组是小麦A基因组的供体。研究组和重点实验室多个研究组及华大基因合作，
完成了乌拉尔图小麦A基因组的测序和草图绘制。共鉴定出34879个编码蛋白基因，发现了3425个小麦A基因组
特异基因和24个新的小分子RNA，鉴定出一批控制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对A基因组和短柄草基因组的共线性
进行了分析，将含有14578个基因的8715个scaffold锚定在染色体上。这项研究将有力地促进小麦基因组学研究
的深入和小麦的分子设计育种的开展。目前研究组正在开展小麦A基因组重测序的研究和高密度遗传图谱的建立。

图1. 乌拉尔图和短柄草的共线性分析
2. 小麦低分子量麦谷蛋白基因研究
小麦低分子量麦谷蛋白（LMW-GS）是种子储藏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LMW-GS 基因属于一个多基因家
族，其基因拷贝数多、序列相似性高。研究组建立了LMW-GS 基因标记体系、基因全长序列克隆的方法以及
蛋白质双向电泳技术，对我国小麦微核心种质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我国小麦种质中LMW-GS 基因的数目、组
成、序列特点、表达情况和功能差异。在我国小麦微核心种质中，一个品种中至少能检测到15个LMW-GS 基
因。在Glu-A3 位点检测到2个m-type的基因和2-4个i-type的基因，其中有1-3个基因表达；在Glu-B3 位点检测到
2-3个m-type基因和1-3个s-type基因，通常会有2-4个基因表达；而Glu-D3 位点的LMW-GS基因的数目和组成都
相对保守，一般有8个LMW-GS基因，通常会有6个基因表达。Glu-A3 和Glu-B3 位点的基因存在丰富的遗传变
异，不同的基因型所含有的表达基因的数目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所有的i-type 基因都位于Glu-A3 位点，基因之
间紧密连锁，共检测到12 种不同的单体型，Glu-B3 位点的s-type基因也紧密连锁，形成两大类不同的单体型。
该结果有助于明确不同低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对小麦品质的贡献并将应用于小麦品质的分子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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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麦低分子量麦谷蛋白基因分类
3. 小麦矮秆基因的研究
株高是作物重要的农艺性状，矮秆基因Rht-B1b 和Rht-D1b 在小麦育种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我们利用
TILLING技术对小麦株高基因Rht-1 进行了等位变异的发掘。中国微核心种质中，检测到7种Rht-A1 基因型（包
括野生型Rht-A1a 和6种新类型Rht-A1b、Rht-A1c、Rht-A1d、Rht-A1e、Rht-A1f 和Rht-A1g ）、10种Rht-B1 基因
型（包括野生型Rht-B1a 和8种新类型Rht-B1h、Rht-B1i、Rht-B1j、Rht-B1k、 Rht-B1l、Rht-B1m、Rht-B1n 和

Rht-B1o ）以及6种Rht-D1 基因型（包括野生型Rht-D1a 和4种新类型Rht-D1e、Rht-D1f、Rht-D1g 和Rht-D1h ）。
在所有的新变异中，有2个移码突变和12个错义突变涉及了DELLA蛋白的氨基酸变化。对冬小麦种质的矮秆基
因型和株高性状进行了关联分析，其中等位基因Rht-B1i 可以显著增加株高，效应在15.2%-18.2%之间。研究组
还克隆了等位基因Rht-B1e ，发展了特异的分子标记。此项研究对小麦株型改良有重要意义。

图3. 小麦Rht-B1e 的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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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IGDB
IGDB（Institute of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al

幻出生命真相并让生活更美好的了不起的事情，尤其

Biology）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是在“农业”和“人口健康”这两个方面，他们从我

所，有三个园区，分别在奥运村园区、中关村园区和

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胞、基因、蛋白质……”着手研

河北石家庄，处处充满生机、安静美妙；研究所里的

究，却可以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做出贡献。

人是在GDB领域里探秘的科技工作者，是与各种各样
的生命打交道，对话，写成故事，并且用到实践中让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群人，他们聪明、勤奋、
热爱自己的工作。

实验室 细胞模型

细胞：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没有
细胞，就没有我们的生命世界。研究小小的细胞往往
为我们解决的是重大的问题。
例：大约100兆的细胞，有着不同的种类、功能
和喜好，组成不同的器官，成就一个完整的人体。任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何一部分受伤，都会影响人体的健康。“脊髓损伤是
临床上常见的严重中枢神经损伤，脊髓损伤修复是现

假如你深夜造访，你可以在茫茫夜幕下看到科研

代医学的重要难题”。在脊髓受损修复的研究中，

大盒子楼上一个个明亮的小格子，小格子里面是不知

IGDB的科学家想办法通过多种策略的联合应用，

疲倦晃动着的摇床、颠来倒去的各种大小的瓶瓶罐

“营造出适合神经再生的环境，还通过三维培养的技

罐、嗡嗡作响的笨重的冰箱“等等”看起来并没有什

术将皮肤细胞转变成神经干细胞，这些实验成果是我

么意思的家伙和在它们之间穿梭忙碌的他们。这些

们解决这个难题的道路上的重要突破和进展”。

“等等”，难道就是让他们废寝忘食、乐之不疲的所

基因：

在吗？当然不是，秘密在于瓶瓶罐罐中有比女巫药水
还要神奇的细胞、基因、蛋白质，摇床的左右上下能
晃出一个神奇的世界、而笨重的冰箱里有入睡的宝贝
也有正在进行的变化……这些可以帮助他们像是和上
帝对话般了解生命，做出许许多多让这些魔法药水变

细胞里有一种特别的物质——基因，成分是脱氧
核糖核酸，由A、C、G、T组成，有一个简单的称呼
叫它作DNA, 它的样子像是旋转楼梯，一条长长盘旋
着的双螺旋延伸而去，携带着诸多的生命秘密，它决
定着细胞是什么样的细胞，是“遗传的物质基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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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需要实践和时间的检验。IGDB建立了一系列
的育种中心、育种基地，也与医院建立了合作，让实
验室数据能够来到祖国的土地上，放在真正的临床病
例中，通过验证收获真正的能够用之于民的科研成
果，带来看得见的丰收和健康。2006-2011年间IGDB
培育了小偃81、科农199等一批重要的作物新品种，
让科研基金能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科学家的成
gene

果不只有高水平的论文，也有写在大地交给人民的答卷。

基因是生命的密码，解密这些密码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生命的各种生理过程。“IGDB植物细胞
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小麦研究团队首次完成
了小麦A基因组的测序和草图绘制，比较全面地揭示
了A基因组的结构和表达特征，对未来深入和系统地
研究麦类植物结构与功能基因组学以及进一步推动栽
培小麦的遗传改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小
麦A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组图谱绘制的完成，将为科研
工作者研究小麦驯化史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为多

中国科学院北方粳稻中心

倍体小麦基因组的测序分析提供了二倍体基因组参照

科研猜谜，这个谜实在是太难了，所以，需要团

序列。注释出的基因信息和分子标记有助于加速小麦

队协作。一个人得到一点信息，拼上一块图版，很多

的遗传改良，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

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就可以画出一幅图，讲一个更

重要作用”。

好的故事，甚至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IGDB

蛋白质：

的科研人员分为几个中心，基因生物组学研究中心、

细胞内最重要最复杂的化学物质——蛋白质，细
胞的结构离不开它，细胞的各项活动、功能都离不开
它，它由氨基酸组成，氨基酸的种类和排列顺序听从
于上面说的DNA指令。
了解这些生命的元素，通过这些基本元素来影响
生命体现的性状，实现我们的农业需求和健康需求，
也许是关于高产的水稻、也许是关于受损神经的再
生，也许是关于不畏严寒游在两极的鱼……有和植物
相关的、和动物相关的，还有人类疾病相关的，都和
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然而，做科研就像猜谜或拼图游戏，有的时候猜
得对有的时候未必能对，所以，实验室大楼里瓶罐中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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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农业研究中心、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分子系统
研究中心和农业资源研究中心，这样他们分别在几个
大的拼图板上共同努力，尽可能地在生命世界的神秘
拼图上显现真相，并让真相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为了认识和解决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很多很多问
题，这个领域有数不清的谜要猜，你想参与进来吗？
非常欢迎您走进IGDB。您可以选择接受相关专业的
高等教育从而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以便能加入到科
研队伍中，您也可以选择帮助这些科研人员更好的工
作，或者您也可以像我一样，期待着新的故事，倾听他们
的故事，并把这些拿来与大家分享。当然，如果既能发现
故事又能给大家讲故事，那样的你一定是最棒的了。

阴和俊副院长一行调研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
新体系”战略性科技先
导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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