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首语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敏锐把
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全党全社会都
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
习近平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国家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
习近平指出，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
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
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
累。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
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
观望、不能懈怠。
习近平强调，从国内看，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
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
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
多。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
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做的事情很
多。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
和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就此提出5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二是着力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三是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四是着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五是着力扩大科技开
放合作。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1

CONTENTS

目录

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刊
总第12期 (2013年第4期)

目录 CONTENTS

01 刊首语

学习园地
05 将“四个率先”落到实处
08 缺了理想信念，就丢了精气神

新闻动态
09 水稻高产优质性状的分子基础及其应用研究集体获得2013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10 遗传发育所召开“十二五”创新进展务虚会
11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最新动态
13 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2013年冬季青年学术报告会
13 遗传网络生物学所级重点实验室2013年学术年会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14 中国遗传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胜利召开
15 第十届国际茄科植物生物学大会在京成功召开
16 第479次香山科学会议“植物发育与生殖：前沿科学问题与发展战略”在京成功召开
18 第一届中国Lipidall学术研讨会在遗传发育所成功召开
18 河北平原灌溉农业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19 “植物抗逆机理与盐渍资源持续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在石家庄成功召开
20 发现背后的故事系列论坛之张明杰院士谈科研之美
21 太行山试验站正式列入国家林业局野外台站序列
21 遗传发育所2013年度新员工入所培训成功举办
22 遗传发育所举办2013年度新职工新生入所消防培训活动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遗传发育所精神
23 “遗传发育所精神”表述语内涵剖析征文选登

科学前沿
28 遗传发育所2013年度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简介

科研进展
33 独角金内酯信号转导分子机制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34 植物对害虫免疫机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35 小分子RNA高通量测序数据整合分析软件ISRNA开发完成
36 人类眼泪成分的深度分析阐明泪膜中存在全新的脂质两性分子
37 人类眼泪的脂组学分析发现干眼病中存在结构特异的脂质变化
38 水稻吸收亚硒酸盐分子机制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39 组蛋白表观修饰参与调控植物铁离子的吸收
40 水稻理想株型研究新进展
41 拟南芥根木质部发育机制研究新进展
42 水稻受体类激酶OsSIK2提高耐盐性并延缓衰老
43 玉米减数分裂研究取得新进展
43 植物免疫受体激活机理为农作物广谱抗病提供新的思路
44 亨廷顿病研究取得新进展

合作交流
4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Robert Saint访问遗传发育所
45 BASF CropDesign公司来遗传发育所访问
46 中德双边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
46 栾城县委书记吕素维到栾城站调研工作

学子之声
47 2013年度“中日美研究生学术交流会”圆满结束
47 2013年度全国“遗传·发育”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48 喜讯

CONTENTS

目录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3

CONTENTS

目录

4

党群园地
51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
53 踏访革命足迹 坚定理想信念
54 遗传发育所举行“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授匾仪式
55 遗传发育所队员参加首届（京区）青年技术能手大赛获得佳绩
56 遗传发育所举行秋季健步走活动
56 遗传发育所举办趣味运动会
57 遗传发育所开展乒乓球友谊活动
57 遗传发育所召开全所离退休老同志所情通报会
58 老有所乐专栏

科学家风采
60 李传友研究员
64 沈前华研究员

科普之窗
66 细胞内的物流

主

  编：宋秋生

副 主 编：胥伟华

韩一波

编

曹殿文

姚庆筱

王占升

仇光星

霍月青

张颖娇

韩玉波

刘春光

  委：曹晓风
  

张蕾颖

执行编辑：刘春光  吉

张银红

顺  

联系电话：010-64806508

E-mail: cgliu@genetics.ac.cn; jishun@genetics.ac.cn

本刊声明：刊物所有内容未经许可，谢绝转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钟小诗

学习园地

入地下海”指的是：发挥中科院综合优势，提高我国

构于一体的优势，积极推进科教融合，加强“三位一

的空间科技开发能力、对地观测和综合信息应用能

体”的中国科学院建设，建设一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

力、海洋探测和应用研究能力、战略性资源深部勘察

响的“卓越中心”。

与开发能力；发挥在声学、自动控制方面的优势，攻

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落实十八大提出的

克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对我国在深潜器等深海探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实现科学技

测装备及其关键技术方面的禁运或封锁。“宏观微观

术的跨越发展。在战略必争领域基本上扭转关键核心

贯通”指的是：为应对国家信息安全的严峻挑战，建

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在孕育新科技革命的若干新兴

立最安全的通信技术体系，建立高速率的实用化广域

交叉前沿方向上成为“领跑者”，在主流学科领域进

量子通信网络，我们要突破宏观宇宙演化、微观物质

入国际第一方阵，支撑当前发展、引领未来发展。

结构等重大基本科学问题，力争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占
据国际制高点。“顶天立地结合”指的是：在着力开

记者：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改革，解决

展前沿探索，抢占未来制高点的同时，还要围绕新兴

影响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我们了解

产业、民生健康和环境保护，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

到，前段时间中科院启动实施了机关科研管理改革。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能否请您谈谈本次改革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工

二是要以人为本，坚持培养引进相结合、出成果

作要做？

出人才并重、科研与教育并举，建设创新型人才培养

白春礼：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国家创新驱动发

高地。任务完成和人才产出，是学科建设成果得以体

展需求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我国科技发展存在的四个

现的根本途径；有任务支撑和人才保障，学科建设才

“不相适应”的问题，即科技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转

能得以持续发展。我们要将学科建设与科研任务完

型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现行科技体制与我国科技快速

成、人才培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任务带学科，通

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科技领域布局与发展大势不相适

过承接和完成重大科研任务，提升学科水平和竞争

应、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强国要求不相适应。解

力。这也是中科院较之一般大学的显著优势和特色。

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三是要支撑决策，建设国家高端科学思想库。长

对照上述“不相适应”，我院还存在一些深层次

期以来，我院发挥院士专家富集的优势，取得了一批

的问题。自2011年“创新2020”规划启动以来，院党

战略咨询成果。例如，承担十八大重点课题“科技进

组一直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新

步和创新”调研任务，提出我国面向2020年科技发展

要求、适应学科交叉融合科技发展新趋势，不断探索

战略选择的建议；又如，和中国工程院共同提出实施

符合重大科研产出导向的科研管理改革思路，提出了

“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材料科学”科技重大专

“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一三五”

项的咨询建议，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和采纳。下一步我

（一个定位、三个重点突破、五个培育方向）规划，

们要进一步发挥院士和专家队伍多学科综合优势，持

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等一系列发

续开展战略研究和决策咨询。形成一批重要的战略研

展思路和战略。如何将这些思路、战略转化为一个个

究报告和咨询建议，为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重大成果，关键在于落实，在于提高我们的执行力。

四是要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研究平台。我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院今年5月份启动实施了院机

们要开放合作，大力加强与地方、行业、部门、企

关科研管理改革工作，以进一步理顺关系、强化协

业、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协同创新；同时深化国际

同、提高效能。这项改革旨在促进学科交叉和协同创

科技合作，增强科技自信，代表中国科技率先“走出

新，促进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目前已取得初步成

去”，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广深度上开展国际

效。机关管理更加科学、合理、顺畅，得到全院上下

科技合作，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我们要按

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照习总书记要求，发挥集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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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们将以院机关改革为龙头，对全院科

学习园地

研管理体系的改革进行拓展和深化，以促进创新发

项工作的首要位置来抓，制定了“创新2020”人才发

展，推动“创新2020”和“一三五”规划深入实施。

展战略和“十二五”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

院所两级机关都要紧紧抓住创新服务和创新服务能力

了未来 5~10年的人才工作目标、发展思路和战略举

建设这一主线，实现从“行政管理型”“资源配置

措。组织成立“青年创新促进会”，恢复“青年科学

型”向“宏观指导型”“创新服务型”的转变和升

家奖”评选，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力

级，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趋势，卡位新科技革命，

度。进一步完善“百人计划”管理办法，取消国籍限

全力实现重大突破。

制，提高资助标准，扩大资助规模。院属各单位积极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科院党组2013年夏季扩大会议

落实“人才强院”战略，把人才作为研究所的核心竞

上，科研业务管理部门共梳理出全院 62项重大突破

争力，在管理实践中形成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典型案

目标。我们将针对这些重大突破研究制定分类评价标

例。率先在全国科研系统实行了全员聘用合同制，实

准，强化过程管理和评估，建立动态调整和退出机

现了科研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重大转变。

制。推动这些重大突破的实现，是我们深化科技管理
改革的首要任务。

在教育方面，中科院率先建立研究生制度，成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新中国第一家研究生院，率

我们下阶段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依托战略性先

先实行学位制，率先建立博士后制度。知识创新工程

导科技专项和其他国家重大任务，进一步整合凝练优

启动以来，高质量规模化发展研究生教育，教育质量

秀团队、领域前沿和创新模式，在未来 5~10年内择

不断提高。我院现有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

优建设一批卓越中心，使其成为承接完成重大任务和

术大学以及与上海市共建的上海科技大学3个教育机

产出重大成果的平台、汇聚和培养高水平科技创新人

构，119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所），研究生导师

才的平台、集成先进科研装备和条件的平台、国内外

1.1万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6000余人。截至目前，累

高层次学术交流和协同创新的平台、科研体制机制改

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研究生10余万名人。在学研究生

革和创新文化建设的平台，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上有

5万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2万人。

重要影响的学术高地。

面对新的形势，中科院将坚持“优化发展环境，
造就一流人才，坚持以用为本，支撑创新跨越”的人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说，科技创新已成为当今世

才工作方针，通过全面深入实施“人才培养引进系统

界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科技创新，人才是关

工程”，扎实推进各类人才队伍的协调发展，同时发

键。您如何看待人才在科技创新和国家建设中的作

挥高层次人才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科技队伍整体

用？中科院在人才工作方面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我们将从实际出发，改革科研

白春礼：中科院作为国家重要科技创新基地与高

评价和项目管理办法，让广大科技人员从不必要的行

级科技人才培养基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始终以培

政事务和过多的考核评价中解放出来，保障一线科技

养造就一流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为己任。

人员科研活动时间不少于 4/5；将继续支持中国科技

我院1994年推出的“百人计划”，是我国第一个

大学推进科教融合，继续探索中国科学院大学“基础

面向海内外、以吸引和培养高层次学术带头人为目标

学院+专业学院”矩阵式教育管理模式，落实研究所

的人才计划。2004年以来，相继实施“科技创新人才

与 31所高校合作协议，推进“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

战略”，启动“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通过创新

动”十大计划，遵循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不断

人才工作理念，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人才管理机

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学与技术拔尖人才、科学与

制，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能够适应新

工程技术领域德才兼备的领军人才、具有高科技素质

时期发展要求和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国家战略科技队

的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还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家科技创

伍。2011年“创新 2020”启动实施以来，我院进一

新体系其他单元的合作，共同推进我国科技人才

步突出“人才强院”的发展理念，把人才工作放在各

工作。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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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高产优质性状的分子基础及其应用研究集体
获得2013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农
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提高水稻产量和
品质的双重挑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李家洋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韩
斌课题组、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钱前课题
组和朱旭东课题组在长期合作中，形成了强有力的产
学研联合攻关团队。该研究团队综合运用遗传学、基
因组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作物
育种学等方法对水稻产量与品质相关的重要农艺性状
的调控机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将取得的基础
研究成果应用于水稻高产优质的品种分子设计及育
种。在水稻株型建成的分子机理及调控网络解析、重
要农艺性状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高产优质品种的分
子选育、栽培稻的起源与驯化、水稻资源发掘利用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重大研究成果，在Nature，

揭示水稻高产优质的分子奥秘

Nature Genetics，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Plant Cell，Genome Research，Cell Research， Plant Journal，
Plant Physiology 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代表了我国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具有重要的国际
影响。
他们利用解析复杂性状的研究成果，通过分子辅助
育种选育了高产、优质的水稻新品种“天优华占”和
“广两优7203”，分别通过了国家品种审定和浙江省
品种审定。其中“天优华占” 2010年成为国家南方区
试“长江中下游晚稻迟熟组”的对照品种，并在2012
年和2013年被农业部先后确认为双季晚籼和单季中籼
超级稻品种。目前在南方稻区已累计推广达400万亩，
创造产值超过2亿元。
该研究团队通力合作，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令人瞩目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为解决水稻生产中
的瓶颈问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产生了重大经济效
益。他们的合作及取得的成果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
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协同创新的典范，获得2013年度中
通过水稻品种分子设计培育高产优质的超级稻品种

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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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创新进展务虚会
2013年11月15日，遗传发育所成功召开了

其次是完成了包括科研大楼、大型仪器设备、平台和

“十二五”创新进展务虚会。所领导、研究员以及管

基地等硬件条件的建设；第三是积极组织承担了一

理支撑职能部门负责人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宋秋

大批国家重大科研任务，获得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成

生书记和马七军副所长分段主持了会议。

果。李先生指出，基于一些主客观原因，研究所在集

2011年，遗传发育所以“整体择优”方式迈入

中力量攻关上目前仍一定程度上存在“散”的问题，

“创新2020”，并根据《中国科学院“创新2020”组

希望研究所加强组织和领导，重点组织好“分子模块

织实施方案》的总体部署，于2011年7月完成了面向

设计育种创新体系”等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的实施。

“创新2020”和“一三五”的“十二五”创新发展规

他强调，承担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既是研究所的重大

划。近3年来，在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和全所人员的

机遇，更是一副“千斤重担”，希望大家以“人不自

共同努力下，“十二五”工作目前进展良好。为深入

信谁人信之”的激情，加倍努力做好该项工作，为中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时的重要讲话

国科学院争光，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伟大复兴的中国

精神和中国科学院党组2013年夏季扩大会议精神，梳

梦做出现代农业和人口健康领域卓有成效的贡献。

理“十二五”创新进展情况、分析问题与原因、认清

薛勇彪所长在会议总结中再次强调了此次会议的

形势与挑战，明晰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与目标，研究所

目的，肯定了会议的成效，并对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

决定召开此次务虚会。

三点建议：坚持“盘活存量 改革增量”的原则做好人

薛勇彪所长在会上就研究所进入“十二五”以来

才队伍建设，以“坚持全所一盘棋满足重大需求”的

的基本发展态势、重要进展和机遇挑战三个方面做了

原则做好平台基地建设，以“加强文化建设 营造一流

《实施“一三五”战略规划 推动研究所创新发展》的

氛围”的要求保障研究所的可持续发展。薛所长希望

主题报告。之后，围绕研究所“一三五”规划的“三

大家统一思想、凝炼目标，聚精会神求发展、踏踏实

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相关项目负

实促创新，把遗传发育所建设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责人和研究中心负责人对相关规划任务进展进行了专

国际一流研究所。

题汇报，相关管理支撑专题报告提交了汇报材料。
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了会议报告，
并围绕薛勇彪所长的主题报告和其它
报告，就研究所的发展现状、出现的
问题和困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
及解决措施和未来发展战略进行了深
入的分组讨论，为研究所的可持续发
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李振声院士应邀参加了会议，
他在会上指出遗传发育所通过三届领
导班子的努力，完成了三所有机整合
并做了三件意义深远的大事。首先是
吸引、培养了包括“千人计划”、
“百人计划”在内的一批优秀人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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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最新动态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到南皮站调研“渤海
粮仓”项目

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到南皮站调研“渤
海粮仓”项目

2013年10月19日，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到中科院遗

2013年12月19日，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率河北

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南皮试验站调研“渤海粮

省农业厅等有关部门和沧州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到

仓”项目并与科研人员座谈。沧州市委书记焦彦龙、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南皮试验站调研

沧州市市长王大虎、南皮县委书记梅世彤、中科院院

“渤海粮仓”项目并与科研人员座谈。中科院院士李

士李振声、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七军、党委书记

振声、遗传发育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胥伟华、遗传

韩一波和承担项目的科研人员、南皮县政府领导、示

发育所副所长、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七军、党委

范区村干部参加了调研和座谈。

书记韩一波和承担项目的科研人员、南皮县领导等参

座谈中，南皮站站长刘小京汇报了南皮站的工作

加了调研和座谈。

重点、承担的科研任务、取得的成果和渤海粮仓河北

座谈中，南皮站站长刘小京首先汇报了南皮站的

试区、南皮试区的任务以及进展情况；李振声院士汇

工作重点、承担的科研任务、取得的成果和技术示范

报了中科院40多年来在黄淮海地区开展中低产科技攻

等情况；李振声院士详细介绍了中科院40多年来在黄

关取得的成就，以及农业资源研究中心30年来以南皮

淮海地区开展中低产科技攻关取得的成就、目前我国

县为重点在沧州近滨海盐渍区研究、示范盐碱地改造

粮食生产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渤海粮仓”项目

的关键技术，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

的总体思路与进展；陈化榜研究员重点介绍了最新的

贡献。同时，建议省市领导，以建设“渤海粮仓”科

玉米育种技术和未来在南皮县建立种子基地和示范推

技示范项目为契机，在良种示范、审定以及经营销售

广的设想。

方面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及粮食生

赵勇在听取有关项目汇报后充分肯定了“渤海粮

产基地建设的政策、资金方面向沧州及项目区倾斜。

仓”工程在盐碱地改良利用与中低产田粮食增产、水

张庆伟考察“渤海粮仓”项目试验、听取汇报后

资源高效利用与微咸水灌溉、农作物品种选育与高产

充分肯定了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多年来为河北的经济社

优质农产品生产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他对中科院

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指出，李振声院士站在国

专家、学者扎根南皮，艰辛探索，取得的丰硕成果表

家层面提出的“渤海粮仓”战略构思即体现了科技创

示祝贺，对中科院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

新，又突出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科院一大批科技

献表示感谢。

人员奋战在经济欠发达且农业增产潜力巨大的我省环

赵勇强调，全省上下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渤

渤海中低产地区，他们不怕艰苦、勤奋工作的科学精

海粮仓”工程在促进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神值得我们敬佩和鼓励。他指示省市相关部门要重点

促进地下水漏斗区治理、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方面的重

支持、加强组织宣传，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予

大意义，要将其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以超常的决心

以倾斜。他要求南皮县委梅世彤书记要认真抓好这个

强力推进。各地要积极配合中科院专家，加快把新成

项目，全力支持中科院的工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果、新技术在沧州、衡水、唐山、邢台、邯郸等适宜

抓好、抓实成果的转化落实，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

地区推广。

收，以此拉动我省盐碱地综合利用和中低产改造，为
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赵勇表示，要紧紧扭住政策、科技两个关键，
通过建立“技术包”、“明白纸”、培训班等多种形

（图片见封面）

式加大新品种和新技术推广。要大力建设优质种子基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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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市场的手段加快种子培育和推广。要推进农业

对于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的示范、推广，沈小平

基础建设，我省要给予资金、人力、物力和政策上的

要求有关部门给予南皮和沧州先行先试的政策，通过

全力支持；特别要加大支持中科院专家科技创新的力

协会或其他形式，研究制定加快新品种推广的举措，

度，不断取得新的研发成果，推动“渤海粮仓”工程

在生产中发挥作用。
（图片见封面）

可持续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做出更大的贡献。
（图片见封面）

2013年“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年终
总结会在石家庄召开

河北省副省长沈小平到南皮站调研“渤
海粮仓”项目

项目“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年终总结会在河北省

2013年10月24日，河北省副省长沈小平到中科院

石家庄召开。中科院北京分院、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

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南皮试验站考察调研渤

局和农业科技办公室、遗传发育所、地理科学与资源

海粮仓项目。省财政厅、科技厅、农业厅、水利厅和

所、地质地球所、河北沧州市、南皮县、海兴县以及

农科院的领导、专家陪同调研。沧州市市长王大虎、

山东滨州市和无棣县等相关单位30多位代表参加了本

沧州市委副书记、南皮县委书记梅世彤、沧州市常务

次会议。遗传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马七军主任、中科

副市长陈平及农业局、科技局、李振声院士、农业资

院科发局段子渊副局长和北京分院李静副院长出席并

源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韩一波、南皮站站长刘小京和在

讲话。

站科技人员参加了调研和座谈会。

2013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区域现代农业集群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集成中科院土肥水

座谈中，刘小京汇报了南皮站的历史沿革和科研

种等农业关键技术，突破环渤海低平原区淡水资源匮

进展；李振声院士详细介绍了中科院“六五”以来黄

乏、土地瘠薄盐碱的粮食增产瓶颈，以在河北、山

海平原中低产田治理历程及实施“渤海粮仓”项目的

东、天津等省市为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三区联动

关键技术体系和重大意义，同时，对多年来省、市、
县政府对中科院在河北开展工作给予的支持，特别是
对南皮站建设和科研工作的帮助表示感谢。
沈小平充分肯定了农业资源研究中心30多年来对
河北省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
科技人员长期坚持科研、生产一线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沈小平表示，庆伟省长高度关注此事。渤海粮仓
项目是国家重点科技示范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46个
县仍有近千万亩的中低产田和700多万亩的盐荒地。
我省将集中各方面的财力、物力，支持这项具有战略
性的粮食增产工程。
沈小平强调，我省要以实施渤海粮仓项目为切入
点，把南皮作为中低产田治理重点示范区，在现有2
万亩的基础上，2014、2015年各增加1万亩示范田。
要充分体现先行者的举措、力度和效率，尽快把中科
院团队的一系列成果在沧州和全省同类地区推广应
用，让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内出成果、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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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推动，建成名副其实的“渤海粮仓”。
与会相关课题负责人通过学术报告的形式，汇
报和展示了农资物联网建设，小麦、玉米新品种选育
进展，河北试区咸水利用关键技术研发升级以及示范
区建设，和黄河三角洲区域水盐动态预测和种植结构
研究等新成果和研究进展。报告结束后，与会各县、
市负责推广示范的代表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论和总
结，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以后项目的
规划和顺利实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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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3年冬季青年学术报告会
2013年12月11日“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

会议闭幕式由沈前华课题组荆邵娟博士主持，分子农

点实验室冬季青年学术报告会”在遗传发育所1号楼

业生物学中心主任王道文研究员进行了总结和点评。

B210会议室召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

王道文主任认为此次报告会的报告水平较以往有所提

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的课题组长、工作人

高，同时也希望广大青年研究人员通过总结经验，不

员、博士后以及博硕士研究生共计250余人参加了本

断完善，进一步提升自我的综合素质。重点实验室副

次学术报告会。

主任傅向东研究员宣布获得本次报告会报告一等、二

此次报告会由青年工作人员和博士后作报告，

等及三等奖的报告人名单，他们分别是刘翠敏课题组

是重点实验室每年两次（夏季和冬季）系列报告会之

的博士后吕宗洋博士、韩方普课题组工作人员袁静博

一，目的是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的综合能力，促进重点

士、唐定中课题组工作人员陈永芳博士。随后，重点

实验室各课题组间的交流与合作。报告会开幕式由田

实验室主任凌宏清、副主任韩方普和唐定中为获奖人

志喜课题组的王正博士主持，重点实验室主任凌宏清

员颁发证书。

研究员致开幕辞。凌宏清主任在致辞中指出，经过重

下午5时左右报告会闭幕。

点实验室全体成员的努力，2013年重点实验室研究成
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这与广大青年科研人员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凌宏清主任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为实验
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报告会的16位报告人围绕“产量和品质性
状遗传机理”、“分子染色体工程、QTL分析与基因
组驯化”、“养分高效利用、抗病、耐逆等性状分子
遗传机理”三个主题阐述了各自的最新研究进展，并
与参会人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报告结束后，

遗传网络生物学所级重点实验室2013年学术年会
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遗传网络生

杨维才副所长首先代表依托单位对会议的召开表

物学所级重点实验室2013年学术年会暨第一届学术委

示祝贺，并向第一届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了聘

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顺利召开。学术委

书。在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润生院士的主持下，与会人

员会主任陈润生院士，学术委员会委员王文研究员、

员听取了实验室主任王秀杰研究员关于实验室总体介

王秀杰研究员、杨维才研究员、张明杰院士及重点实

绍与2013年实验室各项工作进展的汇报。陈宇航研究

验室全体研究组长和工作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员、John Speakman研究员、钱文峰研究员、汪迎春研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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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王秀杰研究员分别从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能量

室的长期发展目标；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注意培

平衡与调控、基因互作与基因多效性、蛋白质组学、

养方向互补、协同合作的研究团队；3、突出实验室

非编码RNA的发现与功能研究方向汇报了各研究组目

前沿交叉学科的定位，培育实验室特色研究内 容 ；

前的科研概况与未来研究计划。在听取上述报告的基

4、加强所内外学术交流，提升实验室的影响力。

础上，学术委员会对重点实验室2013年工作进展予以

杨维才副所长代表依托单位充分肯定了遗传网络

了充分肯定，并对实验室的建设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

生物学所级重点实验室在研究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如下几点意见和建议：1、凝练学科方向，结合国家

作用与贡献，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实验室的发

与研究所战略需求整体把握研究工作布局，明确实验

展。实验室主任王秀杰研究员表示，实验室将根据学
术委员会的建议，在研究方向、队伍建设、特色与定
位、开放交流等方面不断努力探索，力争更快、更好
地发展。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润生院士在总结发言中希
望实验室科研人员充分发挥团队精神，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围绕研究所135战略定位，结合先导专项等重
大科研项目联合攻关，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勇于创
新、勇于挑战科学前沿的重大问题，在遗传网络研究
领域取得具有更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中国遗传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学术讨论会胜利召开
中国遗传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

科学院院长贺福初院士、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杨焕明

论会于2013年9月18—21日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胜利召

院士、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中科院

开。本次大会由中国遗传学会主办，哈尔滨医科大

动物所所长康乐院士、武汉大学朱英国院士、北京国

学、黑龙江省遗传学会、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承

家研究中心程京院士参加会议并出席了开幕式。还有

办，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

各省市遗传学会的理事长、秘书长和会员代表参加会

医研究所、东北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北方粳稻中心

议。本次大会参会代表600余人，分别来自全国27个

协办。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香港和澳门也有代表参会，这

洋院士代表中国遗传学会致欢迎词，哈尔滨医科大学

是中国遗传学届的一次盛会。

校长、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杨宝峰院士讲

此次大会主题为“创新遗传学研究促进生物产业

话。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院士主持、大

发展”。围绕这一主题大会收到相关论文314篇，囊

会主席台就坐的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括植物遗传学，人类与医学遗传学、动物遗传学、微

沈岩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贺林院士、暨南大学副校长

生物遗传学和遗传学教育教学等诸多领域。大会设有

周天鸿教授、东北林业大学校长杨传平教授、黑龙江

主会场，共有13人进行大会报告，分会场设有植物遗

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韩贵清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

传学、人类与医学遗传学、动物遗传学、微生物遗传

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薛勇彪研究员。中国军事医学

学、遗传学教育教学、表观遗传学、基因组与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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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生物信息与生物技术等8个分会场。36人进行主

大学鲁成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傅松滨教授、

题报告，有85人进行了分组报告，所有与会人员均就

中南大学副校长张灼华教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相关学科进行了热烈的交流。除此之外，本次大会有

副院长卢大儒教授为学会副秘书长，并通过了12个专

24家相关公司积极参与，进一步加深了产学研三者之

业委员会主任人选。常务理事会同时决定中国遗传学

间的沟通。大会出版《中国遗传学研究》论文集，此

会2015学术年会将在昆明召开，2018年中国遗传学会

次大会召开之际恰逢中国遗传学会成立35周年，会议

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南京召开。

制作“中国遗传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纪念邮
册”发给参会代表纪念。
中国遗传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遗
传学会八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并通过无记名等额选
举产生了140名理事。在中国遗传学会九届一次理事
会上，通过无记名等额选举产生了36名常务理事，并
对下一步理事会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在随后的中国
遗传学会九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上，选举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张亚平院士为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贺林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沈岩院士、中国科学

大会闭幕式由薛勇彪副理事长主持，首先进行颁
奖仪式，复旦大学赵寿元教授荣获首届“谈家桢遗传
教育杰出贡献奖”，中山大学贺竹梅博士、南开大学
陈德富博士荣获首届“谈家桢遗传教育奖”；颁奖嘉
宾为学会“谈家桢遗传教育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复旦
大学余龙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
生理生态研究所李胜博士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张国
捷博士荣获第十四届“李汝祺动物遗传奖”，颁奖嘉
宾为学会副理事长贺林院士。贺林副理事长进行大会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薛勇彪研究员（兼秘

总结，在中国遗传学界全体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书长）、华大基因研究院杨焕明院士、清华大学孟安

遗传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充分

明院士、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教授、复旦大学副校

展示了中国遗传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此次大会受到了

长金力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与会代表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大会的圆满结束昭示着

韩斌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谭华荣研究员

全体遗传学界同仁将在新的世纪为中国的遗传学事业

和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杨晓研究员为副理事长，西南

发展与创新，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十届国际茄科植物生物学大会在京成功召开
第十届国际茄科植物生物学大会(The 10th

召开。此次大会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Solanaceae Conference (SOL 2013): Genome versus

所主办，中国农科院烟草研究所协办。会议得到了中

Phenome)于2013年10月13-17日在北京友谊宾馆成功

国科学院、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北京生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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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科学研究院和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大力

Zamir, Harry Klee, Ian T. Baldwin, Jim Giovannoni, Klaus

资助。

Palme。除大会主题演讲外，本次会议设置8个大会主

大会开幕式由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

题和9个分会主题，88位专家口头报告了最新进展，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传友研究员主持。大会

104位专家做了墙报交流。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

共同主席、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物学研究所周俭民研究员、李传友研究员和焦雨铃研

薛勇彪研究员致开幕词。他指出，茄科植物是最重要

究员受邀做大会报告。与会者进行了充分而广泛的交

的蔬菜作物。茄科模式植物番茄基因组序列的解读为

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为今后更加深入的合作奠定

基础和应用研究中建立“表现型”和“基因型”之间

了坚实的基础。

的必然联系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希望通过本次会议的

大会闭幕式由李传友研究员主持。国际茄科植物

召开，促进国内外茄科植物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交流合

领域领军科学家Dani Zamir教授和Sandra Knapp教授致

作。国际茄科基因组计划现任执行主席，英国自然历

辞。认为本次大会充分展示了国际茄科植物生物学的

史博物馆的Sandra Knapp教授在开幕式上讲话。来自

最新研究成果，是国际茄科植物生物学领域学术水平

24国家和地区的42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此次盛会。

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盛会。与会代表对本次会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基因组和表型组”。围绕

议的科学议程安排和组织接待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大

这一主题，大会邀请了8位从事茄科植物研究和其他

会的成功召开，为加深我国科学家与国际同行间的交

模式植物研究的著名科学家做大会主题演讲，包括中

流合作，提升我国茄科植物生物学研究的原始创新能

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院士、薛

力具有重要意义。

勇彪研究员和国际著名科学家David Baulcombe, Dani

第479次香山科学会议“植物发育与生殖：前沿科
学问题与发展战略”在京成功召开
2013年11月27至28日，香山科学会议第479次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传友研究员担任执行主

术讨论会--“植物发育与生殖：前沿科学问题与发展

席，来自植物发育与生殖领域的近40位中、外专家出

战略”在北京香山饭店成功召开。会议聘请北京大学

席了本次会议。

许智宏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

许智宏院士以历届召开的植物发育领域的香山科

家洋院士、薛勇彪研究员、复旦大学马红教授、中国

学会议为主线，回顾了近20年来我国植物生命科学学

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薛红卫研究员、中国科学

科发展历程并明确了本次香山会议的主要任务。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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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从总体上看，那时我国植物

育过程直接影响作物产量，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对于作

发育生物学学科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相当落后的地

物遗传改良和杂种优势育种的实践起到了革命性的作

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大批青年才俊回国效力，

用；植物发育与生殖研究是国际生命科学的前沿和热

为振兴我国植物生命科学提供了契机。1996年召开的

点研究领域，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应凝聚力

主题为“植物发育调控的分子机理”的香山会议以及

量,主导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方向；我国在植物

2006年召开的主题为“植物激素与绿色革命”的香山

发育与生殖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创新能力强，具有国

会议，对于推动我国植物发育生物学全方位的学科发

际竞争能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召开本次香山会议，旨在系统分

的工作；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

析植物发育和生殖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高度

国家需求，高效组织我国植物发育与生殖领域的研究

凝聚新时期我国植物发育和生殖领域的重大科学问

队伍，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系统开展相

题，前瞻性地提出适合我国植物生命科学学科发展的

关领域的创新性研究工作，对于实施我国农业科技的

科研方向，推动和引领我国在该领域学科发展的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创新技术平台的建

战略布局。

设、亚细胞、细胞及组织水平的特异分子标记的创建

李家洋院士指出，过去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

是制约我国植物发育与生殖研究的瓶颈，需要统筹安

来，我国植物生命科学的学科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和

排、着力解决；与会专家一致呼吁，我国应该重视相

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一个缩影，经历了从跟踪性研

关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和稳定，建立研究材料的保

究、到全面快速提升、到许多方面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存和共享中心。

的发展历程。当前，我国植物生命科学学科领域呈现

香山科学会议由科技部发起，在科技部和中国

人才辈出、全方位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召开本次香

科学院的共同支持下于1993年创办，相继得到国家自

山会议，对于推动我国植物生命科学在不久的将来引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教育

领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部及国家其他相关部门的资助与支持。香山科学会议

李家洋院士作了题为“植物发育研究的回顾与展

的宗旨是：创造宽松学术交流环境，弘扬学术民主风

望”的主题评述报告，马红教授作了题为“植物生殖

气，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未来，促进学科交叉与融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主题评述报告。与会专家围绕

合，推进整体综合性研究，启迪创新思维，促进知识

“植物配子体发生与发育”、“植物传粉受精与生殖

创新。

障碍”、“植物干
细胞发生和维持”
以及“植物器官发
生和形态建成”四
个中心议题进行了
充分讨论，促进了
不同学科专家之间
的交流,并对相关领
域未来发展中的重
大前沿问题做了深
入研讨。
会议达成如下
共识：植物生殖发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17

新闻动态

第一届中国Lipidall学术研讨会在遗传发育所
成功召开
第一届中国Lipidall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8日

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四川大学、厦

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顺利召开。此

门大学、中国科学院、辽宁中医药大学和解放军302

次研讨会由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税光厚研究组主办，得

医院等科研单位的一百多人参会。大会报告集中了国

到美国AB SCIEX公司和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内外关于脂代谢调控、脂代谢综合征以及脂组学技术

室的大力支持。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副所长、分子发育

的发展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次会议取得圆满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维才研究员在开幕式上

成功，全体与会者都感觉受益匪浅，对未来的脂代谢

致辞。来自美国、新加坡、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

领域的发展充满信心，相信本次会议对此领域的科学

北京大学等单位的12位教授及研究人员在大会上做了

合作及科技交流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分精彩的报告，共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

河北平原灌溉农业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3年12月5日，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农田节水机

行了研讨。

理和技术课题组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

会议首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王志敏教授做了题为

院旱作作物研究所、粮油作物研究所等，召开了学术

“从绿色革命到蓝色革命—作物高产高效发展动态”

研讨会。会议主要议题为：针对河北平原作为我国重

的学术报告，王教授围绕绿色革命为人类带来粮食产

要粮食产区面临的多年地下水超采对区域灌溉农业可

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带来当前粮食生产所面对的

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带来严重影响，引起国家和

进一步增产的限制和生态安全等问题，从作物高产高

河北省相关部门对解决该问题的重视，就河北平原实

效栽培国内外发展动态、实现高产高效的栽培技术途

现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基础上的粮食生产策略和途径进

径和通过蓝色革命提高水分生产率解决农业缺水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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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大家做了内容丰富、精彩生动的演讲。

持续利用有重要意义。

学术报告结束后，相关专家针对河北粮食生产需
要满足社会需求和目前存在的地下水严重超采带来的
生态安全问题的矛盾，针对休耕、休灌、节灌、种植
制度改革、熟制改革等不同措施可能带来的对粮食生
产影响和压采效果进行了充分分析，提出了针对河北
不同区域在尽可能减少对粮食生产影响下的压缩地下
水开采措施，并强调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中的水分生
产率、发展蔬菜节水灌溉和充分高效安全利用咸水和
微咸水资源，对河北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可

“植物抗逆机理与盐渍资源持续利用”
国际学术会议在石家庄成功召开
10月15日，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世界科学院和巴基斯坦科学院院士Khan教授、日本东

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主办的“植物抗逆机理与盐渍资

京大学和北海道大学等多位专家在植物抗逆机理、盐

源持续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在石家庄成功召开。会议

渍土改良、咸水利用、盐生植物利用等方面开展了专

由刘小京研究员主持，农业资源研究中心杨永辉副主

题报告和讨论，推动了盐渍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

任致辞。包括来自日本、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等多家

环境建设的科研进展。

研究机构的4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促进了植物抗逆机理与盐渍

土壤盐渍化和淡水资源匮乏是制约干旱半干旱区

资源持续利用最新研究进展的交流，加强了这一领域

农业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

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在植物

也不断加剧，为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对食物、淡水、

耐盐机理和盐渍资源利用科学领域的影响力。

生态环境的需求，国内外始
终致力于探索盐碱地、咸
水、盐生植物等资源的高效
开发利用技术。农业资源研
究中心多年以来与国内外研
究机构在盐碱地生物生产力
技术、盐生植物持续利用技
术和植物抗逆机理等方面开
展了多项合作，为合理开发
利用盐渍资源奠定了良好基
础。本次会议邀请了斯洛伐
克夸美纽斯大学国际著名植
物生理学家Lux教授、第三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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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背后的故事系列论坛之张明杰院士谈科研之美
遗传网络生物学所级重点实验室“发现背后的

研故事。结合这个研究过程曲折而又具有重要科学意

故事”系列论坛第二场报告于2013年11月8日成功举

义的故事，张明杰院士对于科研工作刚刚起步的研究

行，香港科技大学结构生物学家张明杰院士应邀担任

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希望大家在课题开展中要开放

本场报告主讲嘉宾。杨维才副所长，曹晓风研究员，

思维，勤于思考，不要受固有科研思路的禁锢，很多

王秀杰研究员，储成才研究员，钱文峰研究员，陈宇

时候不符合常规知识的科学发现很可能是优秀科研成

航研究员及所内外师生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果的起点。

王秀杰研究员首先代表重点实验室对张明杰院士

张院士的语言平实，报告中亲切和蔼的态度时刻

千里迢迢来所报告表示由衷的感谢，随后简要介绍了

体现着这位科研大家对青年学者的关爱。长达一个半

张院士的科研背景与研究成果。王老师指出，“发现

小时的报告过程中，场下师生聚精会神，最后的问答

背后的故事”系列论坛旨在从优秀科研成果获得的故

环节更为热烈，张院士就博士生与博士后培养方式的

事中汲取经验，使所内科研人员和学生对科研过程中

区别，导师如何因材施教，培养博士生的科研素质等

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惑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希望大

问题逐一进行了回答。张院士严肃而又认真地告诉大

家认真聆听，踊跃提问，通过听众与报告人间的互动

家科研没有捷径可言，作为结构生物学家，科研的起

与交流更好地促进科研工作的开展。

点和落脚点在于更好地回答生物学的问题，而从事科

而后，张明杰院士作了题为“Working with Young

学研究更不能投机取巧，应该诚实守信，尊重事实，

Minds，Choosing Favorite Projects，and Enjoying Beauty

遵守科研道德。当被问及工作中最为得意的部分时，

of Science”的专题报告。张院士从学习的目的出发，

张院士毫不犹豫的说“当我看到自己实验室里的年轻

启发台下师生思考从事科学研究的付出与收获，并且

人成长成为优秀的科研人员，是我最为得意的时候，

结合自身的实际科研经历，评述了科研之美。张院士

培养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科普等社会工作是我义不

告诉我们，科研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职业，却也是最需

容辞的责任”。

要责任感的职业。也许，每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

报告结束后，杨维才副所长代表论坛组委会为张

不同，但不论是为应试而学，为满足科研好奇而学，

明杰院士颁发了论坛主讲人纪念杯。随后，张明杰院

为追寻新的知识而学，为丰富人生而学，还是为了更

士还与部分研究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座谈。

好的生活而学，只要你真的从科研中得到乐趣，真的
拥有对科研问题的无限好奇，你都可以将所有的目的
融为一体，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兴趣与好奇心是科
研前行的驱动力，它们直接决定了未来的你将如何做
研究，选择研究方向，如何去面对科研过程中无形的
压力，以及如何面对失败与成功，如何面对荣誉与奖
励。有些人害怕失去，不敢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无法勇敢面对不适合科研的现实，这不仅仅浪费了
宝贵的青春年华，更是对自身和对科研本身的不负责
任。张院士结合自身针对脑发育和信号传导的生物化
学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经历，为大家讲述了果蝇复眼
视觉传递中捕捉具有强信号调节能力复杂化合物的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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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试验站正式列入国家林业局野外台站序列
2013 年11月13日，国家林业局组成专家组对河北
太行山东坡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等7个申报

要，并结合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实施区
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的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站进行评审论证。中科院遗传发

依据《国家林业局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中

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太行山山地生态试验站作为技

长期发展规划（2008～2020）》的布局，按照国家林

术依托单位顺利通过了专家组评审，正式列入到国家

业局关于加快推进生态站建设的新要求，结合天然林

林业局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序列。

保护、退耕还林工程对生态站的迫切需求，河北太行

中科院太行山山地生态试验站依托国家林业生态
工程项目于1986年建立。建站以来，先后承担了多项

山东坡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是经过专家现场
考察后提交论证的。

国家、中科院和河北省科研项目，开展了退化山地生
态系统恢复途径与治理模式的研发，建立了“生态工
程”和“双效协同”为主体的治山理论体系，研究并
转化了水土富集工程、径流林业、生物活篱笆工程等
治山成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山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工程建设作出了贡献。成为河北省
太行山植被修复与综合治理样板。
专家组认为，河北太行山东坡森林生态系统定
位观测研究站是由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科学院首次合作
共建，是双方落实推进生态站联盟建设的举措之一，
在建设模式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该站所处生态区位重

遗传发育所2013年度新员工入所培训成功举办
2013年11月5-6日，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来发展奠定基础。接下来，他向各位新员工介绍了研

究所2013年度新员工入所培训成功举办，全所共40余

究所的基本情况和最新进展，并结合“创新2020”和

位新员工参加了本次培训。本次培训由人力资源处主

研究所“一三五规划”的工作为新员工提出了四点意

办，得到了所领导和所内各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见和建议：坚定、创新、务实、用心。他建议新员工

胥伟华副所长、副书记出席会议并作专题报告，会议

在新的工作岗位中要坚定理想信念，把握正确的政治

由人力资源处处长姜菡主持。

方向；要发扬积极进取精神，不断开拓创新；要求真

在报告中，胥伟华首先对新员工能够加入中科院

务实，扎扎实实服务科研；要善于用心学习，深入调

综合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人际关系最和谐的研

研。在报告最后，他对新员工寄予了希望。希望通过

究所之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表示各位新员工的加盟

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所整体可持续发展和个体职工、

一定会进一步充实研究所的科研、管理、支撑队伍，

学生幸福感提升上下功夫，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包

为研究所的各项工作带来生机和活力，为研究所的未

容兼蓄、和谐有序”的微系统，真正让我们所的每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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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金子发光，真正让我们所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够由勤
奋的“追梦者”，成长为“承梦者”，最后成为“完
梦者”。

提出的相关问题给予了详细解答。
11月5日晚-11月6日，在阳坊防化学院组织了新
员工的素质拓展培训。在一天的活动中，新员工被随

接下来，综合办公室陈玉华，科研计划处吕慧

机分为三组，各队队员在在教练的指导下和各自队长

颖，人力资源处王静，条件资产处张芳、双海英，科

的带领下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素质拓展训练不仅使

技合作处果春山，研究生部张琴琴，研究资源中心赵

各位员工在各项任务中学习到了团队合作、时间管

庆华、罗玲娟，财务预算处顾佩芝，编辑室张颖，遗

理、沟通交流等方面的技巧，树立了相互配合的整体

传学会肖明杰先后代表各管理支撑部门向新员工介绍

意识，而且也为新员工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使他

了各部门的分工、规章制度及办事流程，并对新员工

们在活动中相互熟悉、加深了解，为以后更好的开展
各项科研、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研究所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每年都有一
批新员工加入到遗传发育所的大家庭来。这些员工年
轻而富有朝气，不仅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想法，也
为遗传发育所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员工培训是使他们
尽快了解研究所，适应工作岗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在
今后的数十年中，他们将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学习，
自我提升，为研究所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也于10月9日举办了2013年度
新员工入职和博士后入站培训。

遗传发育所举办2013年度新职工、新生
入所消防培训活动
为配合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的开展，促进消防工

火灾和自防自救能力，综合办公室围绕“关注消防，

作“四个能力”建设，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全员防范

生命至上”的消防主题，于2013年11月8日举办了新
职工、新生入所消防培训活动。
综合办公室杨晓辉介绍了举办消防培训活动的
目的和意义，对大家重视消防、积极参与表示衷心感
谢。活动采取发放宣传材料、展板介绍、器材装备展
示和灭火演练等多种形式，形象生动地将消防安全知
识和灭火、疏散逃生等培训内容融入其中，通过亲身
体验，大家掌握了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增强了消防
安全意识。职工、学生和物业员工共计60多人参加了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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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精神”表述语内涵剖析征文选登
笃志 创新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立项侧记
科研计划处 张可心

背景：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是中国科学院在中国

设计育种”的科研攻关方向，并于2010年正式向中科

至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基础上，瞄准事关

院提出了“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战略性先导

我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提出的，集科技

科技专项（A）的立项申请。该专项针对我国粮食安

攻关、队伍和平台建设于一体，能够形成重大创新突

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以水稻为主、

破和集群优势的战略行动计划，是“创新2020”的重

小麦、鲤等为辅，解析复杂性状分子调控网络，阐明

要组成部分，分为前瞻战略科技专项（A类）和基础

其互作效应，获得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分子模块和主

与交叉前沿方向布局（B类）两类。

效分子模块系统，建立模块耦合组装的理论和应用模
型，实现高产、稳产、优质、高效多模块的有效组

第一章 爱国、为民—艰难中笃志前行
一、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新的科研攻关方向
我国是农业大国，水稻、小麦、鱼等主要农产品
的持续稳定生产对保障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

装，培育水稻、鲤等产量显著提高的初级模块设计新
品系（种），创建新一代超级品种培育的系统解决方
案和育种新技术，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核心战略
支撑。
二、漫长的立项之路充满太多的艰辛与努力

的现实和战略意义。多年来，育种家们培育了大量高

2008年2月中科院冬季党组会之后，院现代农业

产优质品种，为解决13亿人口吃饭问题做出了巨大贡

科技创新基地（原）根据建议组织部分专家编写“多

献。但是，近年来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都处于一

功能性作物的设计与应用”重大项目建议，这是先导

个徘徊不前的局面，难以满足我国粮食安全的需求。

专项最早的雏形。2009年初“分子设计育种”被写进

常规育种面临育种周期长、效率低、遗传背景狭窄等

了《至2050年农业科技领域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

瓶颈，而单一技术难以培育针对复杂性状改良的突破

分子设计育种的研究发展方向得到了重要的肯定。

性新品种。因此，提高育种科技水平，发展新一代育

2009年中，我院为即将启动实施的“创新2020”做准

种理论和技术体系是现代种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备，院里委托遗传发育所为牵头单位，薛勇彪研究员

随着基因组学、计算生物学、系统生物学、合成

为负责人正式开始筹划申请第一批的战略性科技先导

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以李家洋院士、薛勇彪研

专项（A），2010年1月“分子模块育种”先导专项

究员为首的数位科学家，抓住机遇，为尽快解决这一

实施方案初步形成，并被原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作

国民粮食生产中的重大科学与技术问题，通过近2年

为可持续发展片先导专项建议之一在院工作会议上汇

的调研，以及对已经实施的国家、院分子育种领域重

报。2010年开始在逐步完善实施方案的同时，参加主

要项目进展的总结与凝练，适时提出了 “分子模块

管专业局以及院组织的各级专项申请评审6-7次，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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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杀入决赛，由于当时干细胞研究如火如荼，而分

二批计划启动的4个先导项目。2013年4月25日中科院

子育种的概念刚刚兴起，“干细胞”作为生命领域第

院长专题办公会审议并通过了拟启动的A类先导专项

一批先导专项于2011年被立项，“分子育种”为先导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的实施方案和组织管

专项第二批启动的首个候选项目。

理方案。

2011年9月当“分子育种”专项工作组为即将启

三、实施及管理方案饱含团队的智慧与心血

动的第二批先导项目兴奋时，院里传来消息，由于新

从2008年到2013年五年间，专项的写作班底更换

出台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管理办法》

了三批专家，专项的实施方案主要方向也从原来“分

以及组织管理程序的变化，所有的候选项目都要与新

子育种”到“分子设计育种”再到后来的“分子模

申请项目一样，重新参加筛选与评审，这意味着在此

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文字版的实施方案有35版，

之前近2年的争取就这样悄悄的过去了。当工作组成

PPT版的实施方案（包括针对不同对象的汇报版本）

员为此感到无奈而情绪滑落低谷时，时任中科院副院

共计47版。2011年包括清明、“五一”、“十一”在

长的李家洋院士给予了最真诚的安慰与鼓励,“为国

内的近20天的公休假期，工作组根据时间节点及需要

家、为人民服务永远是我们奋斗的最大动力”。工作

在开会、讨论和编写材料，没有休息。2012年专项召

组成员根据研究的发展趋势，又重新开始了立项依

开写作及讨论会议29次，平均每1.8周召开一次，平均

据、项目意义等申请材料的积极准备。

每一次会议的前一天和后一天准备材料或组织协调，

2012年是紧张而忙碌的一年，工作组通过29次写

工作组成员仅写作会议的投入时间为87天/人/年。

作会议修改完成了“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战

2013年春节开始，专项的申报与组织进入了实质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申请汇报材料和初步实施方案，

性阶段，大量繁重的工作必须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量完

又经过了11轮的汇报和评审与我院其他领域的7个项

成。工作组从2月-5月的近三个月时间里连续工作73

目站在了最后的评审台上。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我

天，每天工作时间达18小时以上，困了就在会议室睡

们的首席、我们的专家已经没有了焦急，因为所有参

一会起来继续工作，饿了就到会务组准备的面包箱子

加这项工作的科研人员已经默默达成了协议，“这是

里拿一块面包充饥，所有的工作都是以小时为单位，

一件值得做的事情、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如果得

不分昼夜，到达时间节点必须完成。2013年编写专项

不到院资助，遗传发育所就通过其他渠道争取，把这

总体实施方案使用的香山金源宾馆，地下一层的会议

件事情先做起来”。2012年12月18日 “分子模块设计

室被我们连续使用了5天，包括夜里，疲惫的会议室

育种创新体系”先导专项参加中国科学院A类先导专

服务人员已经申请更换了3批。这一次会议结束的时

项现场汇报评议会，最后得分排名并列第一，完成了

间是2月24日夜，正是农历的传统佳节元宵节，当所

项目8进6的筛选。

有人顺利完成任务离开会场，看到头上皎洁的明月，

2013年1月7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专项第一

虽然身体疲惫，但是心里却是豁然晴朗。

次冲出了院级评审进入了国家部委级咨询评议会。当

2013年3月根据申报要求，工作组要在11天内的

项目首席薛勇彪研究员信心满满站在讲台上，抛开讲

完成专项总体经费概算和4个项目总经费近10亿元的5

稿、抛开PPT，酣畅淋漓的把装在心里太久的方案、

年经费预算和前2年经费预算，工作组分成5个小组，

亮点、精华和成果讲完时，会场安静了，陪同的3位

在不断补充新成员、补充体力的情况下，按照总-

专家和2名工作人员已经站了起来，他们的眼里闪耀

分-总的工作方式在10天内高效完成所要求的各项任

着泪花，这一刻等了5年、坚持了5年，那一夜大家都

务，将重达150斤的经费申报材料提交了主管部门。

无法入睡，互发短信排解兴奋。这一次我们战胜了中

在2013年3月专项实施方案论证及经费概预算评审会

科院有着较高优势的高技术领域2个项目，进入了第

议上，实施方案顺利获得通过，经费概算评审获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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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总经费核减仅为1.7%。
2013年5月28日在院机关机构和人事调整后，阴

经费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专项进展和实际需求，
由总体组提出年度预算使用和调整方案。

和俊副院长率重大科技任务局等一行第一个来到遗传

联合审查机制：由机关相关处室和主要参与研究

发育所调研先导专项，阴院长在讲话中对专项的实施

所科技处组成项目承担资格审查小组，审核项目承担

和组织管理方案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都给予

科研人员重复承担项目问题，避免一个研究组在多个

了高度的评价。

先导专项中承担任务的问题。
年度报告及考核机制：每年召开诊断性的学术交

第二章 创新、求索—挑战中锐意进取
先导专项来之不易，实现预期成果更是充满了方
方面面的挑战。怎么更好发挥科学院队伍优势、利用
科技化优势，求索、创新，改革现有机制体制的束
缚，更好的实施专项，实现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为
科学院发展提供支撑，为国家的专项做准备，或者为
类似于国家的重大计划做储备，是专项工作组在组织
管理实施方案中重点考虑和给予解决的。
一、专项内增设保证成果产出的专门机构
用户评估评价委员会：由地方院所和企业专家组
成，根据应用区域确定不同评估人员，评估评价成果
的实际效果和效益，组成人员有待聘任。
国际咨询委员会：由国际知名学术、管理专家组
成。讨论并确定专项的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审议、
遴选和考核课题负责人，评定专项研究进展，对队伍

流报告会，由专项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顾问会同专
家咨询组成员，对专项进展和发展态势进行评价。年
度报告与考核将作为队伍调整的重要参照依据。
青年人才培育机制：对于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的青年人才，经遴选，每年给予小额经费支
持。视考核成绩和发展前景进行动态调整，对做出重
要贡献的青年研究人员，向所在单位建议优先提聘，
鼓励不同研究领域的青年研究人员组成交叉研究团
队，围绕共同目标进行攻关，充分发挥青年科学家的
创造力。
人员退出机制：结合年度或中期考核意见，对于
不符合专项主攻目标、研究进展缓慢或无明确发展潜
力、岗位发生变动不能保证任务执行以及出现学
术不端行为的研究人员进行退出考评，减少或停
止资助。

动态管理提出调整建议，组成人员有待聘任。

第三章 结语

安全评估与规范管理办公室：由科技、管理专
家、专利等人员组成，对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品种

眼望着即将启动实施的专项，笔者为能参与到其

审定和推广、知识产权等事项进行监督、评估、协助

中的点点滴滴工作而感到荣幸，而更感骄傲的是无论

推进等工作。

工作组成员怎样更换，笔者与曹殿文处长是工作组中

二、专项实施过程中实行特殊的管理运行机制

从头到尾一直走到今天的工作人员，也从侧面见证了

遴选和资助制度：对于首席科学家、各项目总师

专项的整个立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感受颇多，而体

和少数在本领域中做出重大研究贡献的核心研究团队

验最深的是遗传发育所人体现出的遗传发育所精神和

采取稳定资助方式，保证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得到稳定

力量，所以觉得自己有责任尽量把体会写出来，让更

的支持；对于协作团队采取公开或定向招标的方式聘

多的人有所感受。

任，适度竞争动态资助；对于专项急需的人才，采取

先导的立项启动凝聚了研究所太多专家的智慧，

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特别资助。项专家委员会及国际

更包含了管理支撑部门工作人员的辛苦与付出，财务

专家咨询委员会将每年对各课题的研究进展进行考核

预算处、综合办公室、人力资源处等等，笔者忘不了

评估，并根据考核成绩和发展前景决定资助的动态

为了不确定的签字盖章时间，三个部门4个周末不敢

调整。

休息，轮流值班，就是为了不耽误材料的申报。万涓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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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水、汇聚成河，遗传发育所这只大船必将乘风破

传发育所精神激励下，为实现中国梦、中国的科研梦

浪、扬帆远航，在“创新、求索、笃志、厚德”的遗

而努力奋斗。

弘扬遗传发育所的六种精神
综合办公室 刘春光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无精神不
立”。同样，一个研究所也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从2001年到2011年，遗传发育所的创新发展实现
了三次跨跃—2001年众志成城进入创新二期，5年奋

变为现实。新阶段新蓝图，机遇与挑战并存，瞄准现
代农业和人口健康领域的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
沿，我们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遗传发育所巨轮乘
风破浪、扬帆远航！

发图强式的发展后于2006年进入创新三期优秀序列，

追求卓越的精神。“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从开

又5年的开拓创新后迎来了2011年以“整体择优”方

拓处入手，以达卓越之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式迈入“创新2020”。“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

一标准，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敢于质疑现有理

头越”，今天的遗传发育所人风帆再起，豪情满怀地

论，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敢于开辟新的方向，勇攀科

驶向科学远方。

学高峰，这应该是当代遗传发育所人献身科学的真实

12年来，遗传发育所坚持与祖国同行、与科学共

写照。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是遗传发育所的

进；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批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

核心精神和精神品质，浓缩了遗传发育所弄潮科学前

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

沿的文化特质，是建设国际一流研究所的不懈追求。

重要贡献。目前，遗传发育所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同

小麦远缘杂交育种研究、水稻高产理想株型研究、植

时机遇与挑战并存。为实现研究所跨越发展的梦想蓝

物自交不亲和性研究、华北节水农业集成示范研究等

图，我们需要弘扬遗传发育所的六种精神。

原创性科技成果充分展示了遗传发育所人的开拓精

改革创新的精神。改革创新是研究所发展进步的

神、亮剑精神，这种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昂扬气概仍

动力源泉，研究所的跨越发展需要改革创新精神。物

然是遗传发育所跨越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卓越是一

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没有改革创新，跨越发展只能

种境界，指将自身的优势、能力、资源发挥到极致、

是水中月、镜中花。改革创新是实现研究所跨越发展

勇担“火车头”的一种状态。实施“创新2020”和

的必由之路，是遗传发育所人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取

“一三五”战略规划，遗传发育所人必须志存高远，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12年来的发展历程告

以追求卓越的精神状态，携手同行，团结奉献，铸就

诉我们，没有学科建设、科研布局、人才队伍、平台

世界一流的遗传发育所！

建设、评价体系、资源配置、重大产出、运行管理、

锲而不舍的精神。“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

创新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我所就不会从第二方阵

十驾，功在不舍”。锲而不舍是成就事业、获得成功

加速迈向第一方阵；没有改革创新，我所就不可能从

的重要因素。科学研究上的突破需要积累，是一个从

“小富即安”加速迈向“骨干带头和示范引领”；没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十年磨一剑”式的厚积薄

有改革创新，我所就不可能从“小打小闹”加速迈向

发，李振声院士研究小麦远缘杂交育种55载始获国家

“该打硬仗”；没有改革创新，人才队伍梦、先导专

科技最高奖。板凳要坐十年冷，潜心科研需要执着和

项梦、重大产出梦、爱国奉献梦、凝心聚力梦就不会

坚持，持之以恒、专心致志、心无旁骛，需要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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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创新就是超前，是与众不同，是独辟蹊径，

研究所才得以发展，个人梦想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人

另起炉灶，失败在所难免，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无数

生才能真正精彩纷呈；个人梦是研究所梦的具体体

次的失败润育着成功的希望，正所谓“水到渠成”、

现，个人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是研究所兴旺的真实写

“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因困难而放弃，不因条件而

照，每一个遗传发育所人是实现研究所跨越发展的根

退缩，不因挫折而气馁，敢于知难而进，敢于啃硬骨

本力量。几千年来，中国人有着悠久的家国情怀，始

头，敢于奋力创新攻坚。我们将把锲而不舍的精神贯

终把家与国看成一个整体。面对机遇和挑战，让我们心

穿到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研究所发展的各个领域，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人勇担历史重任，用大家的

不动摇、不懈怠，不断推进遗传学、发育生物学和农

智慧和力量汇集起遗传发育所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业生态学理论创新、集成农业和健康科技创新、创新

奋发有为的精神。奋发有为是一种积极向上、有

遗传发育所文化，推动遗传发育所迈向跨越发展新

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不但可以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坚强

航程！

意志，而且可以转化为推动研究所蓬勃发展的强大

爱岗敬业的精神。在研究所的跨越发展中出彩，

力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要敢于打破科研管

需要爱岗敬业、苦干实干。只要立足本职岗位，热爱

理、科技创新领域僵化、教条、保守的思想观念，充

本职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不空谈、不虚饰，老老实

分释放创新活力，创新成果才会不断呈现，研究所的

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人生就会出彩，梦想就可

跨越发展目标才能期盼。“攻坚克难才能圆梦”，要

能实现，研究所就可以创新发展。眼高手低，志大

突破陈规、大胆探索、勇于创造、锐意进取，要有一

才疏，游戏人生，人生就不会出彩。爱岗敬业要从一

股子“干大事”、“啃硬骨头”的气势，力争在现代

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宰相必起于州部 猛将必发于

农业和人口健康领域发挥科技创新的“火车头”作

卒伍”，只有把每一件小事干好，才有可能成就更大

用，成为遗传与发育生物学原始创新研究基地、生物

事业。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高新技术研发基地、优秀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内外具有

海。只有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点一滴地积累，认真做好

重要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的著名研究所。“空谈误

一件件小事，人生才会出彩，梦想才会实现。爱岗敬

国 实干兴邦”，埋头实干才能圆梦，要重实际、讲实

业还要实干苦干，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话、办实事、求实效，顽强奋斗、不懈奋斗，只有把

遇到困难就躲，碰到挫折就退，不实干、不苦干，人

遗传发育所创新发展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我们才能

生将会一事无成。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发展中

迎来梦想成真、人生熠熠生辉的时刻，也将铸就遗传

的研究所为每一个遗传发育所人提供了人生出彩的舞

发育所的灿烂与辉煌！

台，只要立足岗位、不懈奋斗，就能谱写出人生最壮

今天的遗传发育所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指引

丽的篇章，实现人生最瑰丽的梦想，成就遗传发育所

下，找准自身在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体系中

的跨越发展蓝图！

的战略定位，牢牢把握住人才这一关键，调整科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众志成城才能圆梦，

布局、凝练学科目标，秉承中国科学院优良的光荣传

研究所的发展蓝图为每个遗传发育所人的人生出彩提

统,弘扬“厚德 笃志 求索 创新”的遗传发育所精神,

供了广阔舞台，个人的梦想与研究所的发展是紧密联

唯实求真、团结协力,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在科研

系在一起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遗传发育

能力、人才队伍建设以、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等方面

所人的人生出彩将成就研究所的跨越发展梦。只有全

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体遗传发育所人以所为家、团结协作，把个人价值的

“长风破浪会有时”，我们将以倍加昂扬的斗志、倍

实现与研究所的目标紧密相连，把研究所的梦想当作

加努力的工作状态，落实“创新2020”和“一三五”

自身的梦想，遗传发育所的跨越发展才能梦想成真；

规划、创建“四个一流”，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群众

只有尊重全体遗传发育所人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献礼！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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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组成“院专项领导小组”、

逐步构建，以专项为中心，行政指挥线和科研指挥线

“院专项管理办公室”、“专家学术委员会”、“专

为支撑的“一体两翼”管理架构，促进专项的顺利

项总体组”，“专项总体组管理办公室”，实施期

实施。

间成立专项“国际咨询委员会”“用户评价委员

2013年11月13日专项启动会顺利召开，标志着我

会”“安全评估与规范管理办公室”，辅助进行专项

国主要作物育种开始了“模块设计”育种的新时代。

的咨询与评议、安全与风险、日常运行等方面管理，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是在中国科学院李振

作组织参与的示范机制，构建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

声院士推动下、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河北省、

业生产技术体系与示范样板，规模化示范推广粮食增

山东省、辽宁省和天津市共同实施的国家科技支撑项

产增效技术，大幅度提升环渤海中低产区粮食生产能

目。工程于2013年正式启动，一期工程国家总投资1

力和效益，为建设渤海粮仓、保障国家和区域粮食安

亿元。

全、推进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工程面向国家粮食安全重大需求，针对环渤海低

通过工程的实施，预期在河北、山东、辽宁、

平原区4000万亩中低产田和1000多万亩盐碱荒地由于

天津建立20-25个5000亩以上现代化生产示范区，核

缺乏淡水和土壤瘠薄盐碱制约粮食生产问题，依据扩

心区粮食单产提高100-150kg/亩，辐射带动环渤海区

面积、增单产、水保障的粮食增产总体思路，充分发

60余个县（市、区）4000余万亩中低产田，棉改粮田

挥区域土地资源、咸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经济快速发

200万亩，改良盐碱地100万亩，实现到2017年增粮60

展的优势，重点突破土、肥、水、种等关键技术，在

亿斤、到2020年增粮100亿斤目标。

环渤海低平原区的河北、山东、辽宁和天津等地建立

工程自实施以来，已产生重要影响。科技部万钢

粮食增产示范区，研发、集成、示范推广抗逆作物品

部长参加启动会，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河北省张

种、盐碱地改良利用与快速培肥、微咸水安全灌溉与

庆伟省长、赵勇副书记、沈小平副省长、许宁副省长

雨水高效利用、棉田粮增粮、农机农艺结合等技术，

等有关领导予以推进，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广泛

以科技特派员为纽带和桥梁，建立企业与新型农业合

报道。

973计划重大科学目标导向（A类）项目
“水稻优良品种的分子设计研究”

项目领域：农业科学领域

参加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薛勇彪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扬州大学

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起止年份：2013-2017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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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

物学研究为基础的水稻分子设计平台和技术体系；初

我国是一个水稻生产大国，保障水稻生产对确保

步实现高产、优质、稳产等农艺性状分子设计；突破

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

常规育种的技术瓶颈，培育一批适应水稻不同生态区

意义。水稻产量、品质和耐逆性等重要农艺性状都是

的突破性超级新品种，为重要农艺性状的分子设计和

多基因控制的复杂性状，相关基因的表达与所处环境

品种改良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实现水稻分子改良的

存在广泛互作，目前对这些性状发生分子机理的了解

重大理论突破和技术源头创新，满足我国农业发展和

还比较初步。水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和多层面功能基

粮食安全的重大需求。

因组研究平台的建立，为阐明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分

根据总体目标和研究内容，设置5个课题：1、高

子机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基于基因组知识的分子

产性状的分子机制与设计；2、优质性状的分子机制

设计育种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以薛勇

与设计；3、稳产性状的分子机制与设计；4、优良

彪研究员为首席的研究团队长期坚持水稻重要性状功

基因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5、分子设计和多基因组

能基因组研究，聚焦水稻高产优质等重要农艺性质研

装育种。本项目是一个中长期研究计划，通过5年努

究。自1999年以来，承担了973项目“重要农艺性状

力，揭示3-5个重要农艺性状调控的分子机理和作用

的功能基因组研究”、“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功能基

网络，获得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培育具

因组和分子基础研究”和“水稻高产、优质等重要性

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分子设计水稻新品系20-25个和新

状的分子机制和设计育种研究”，在水稻功能基因组

品种2-3个，建立我国水稻优良品种分子设计育种的

研究领域取得了国际瞩目的好成绩，荣获科技部颁发

理论和技术体系，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水稻科学研

的优秀团队奖和先进个人奖。在前三期项目的基础

究专门人才；十年目标：解析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基

上，科技部批复启动了973计划重大科学目标导向（A

因调控网络，阐明多个复杂生物学性状的分子控制机

类）项目 “水稻优良品种的分子设计研究”。

理，建立水稻品种分子设计的理论和技术体系，育成

项目围绕我国水稻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高产、

重要多基因农艺性状协同改良的第一代分子设计水稻

优质、稳产等重大科学问题，进一步凝练研究目标，

新品种，在水稻主产区实现新品种的升级换代；长期

吸收水稻育种研究的优势力量，应用生命科学研究多

目标：阐明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调控网络，形成

学科联合手段，揭示水稻株型、育性、淀粉品质、高

并完善水稻分子设计育种体系；育成一批适合不同稻区

光效、耐低温、抗病虫等重要农艺性状的分子调控机

推广的高产、优质、多抗、多功能的第二代分子设计水

理，阐明它们的生物学功能与调控网络，为分子设计

稻新品种，全面改善水稻品种生产的现状，大幅度提升

育种提供基因资源与育种策略。建立以组学和系统生

水稻生产水平，实现我国水稻生产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973项目“小麦产量和品质性状的全基因组选择研究”

项目领域：农业科学领域

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首席科学家：张爱民

所、河南农业大学

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起止年份：2014-2018

参加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山东农

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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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世界和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发展

和小麦产量与品质性状全基因组选择的专用芯片；发

小麦生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

展适用于小麦全基因组选择的计算模型并应用于小麦

从我国小麦产业发展现状出发，针对小麦产量水平仍

全基因组选择。项目设5个课题，分别是：1、小麦株

较低，品质仍有较大差距的问题，在我国最近完成小

型形成关键功能基因与调控网络；2、小麦生育进程

麦A、D两个基因组测序以及国际小麦测序取得重大

决定功能基因与分子调控；3、小麦穗粒数与粒重形

进展，提供了小麦基因组信息的基础上，解析小麦产

成的功能基因及互作网络；4、小麦蛋白与淀粉品质

量和品质形成相关复杂性状的重要功能基因作用及分

全基因组分子调控与改良；5、小麦品质与产量性状

子调控网络，开发全基因组选择育种遗传模型，为建

互作网络与全基因组选择模型。目标是鉴定克隆出30

立小麦全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个以上调控小麦产量和品质复杂性状的重要功能基因

项目以基因组信息和优良的遗传研究资源材料为基

（等位基因）/QTL并揭示其互作网络，明确50个重要

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分离、克隆和分析小麦产量

功能基因的优异等位变异，创制对小麦分子育种具有

和品质形成的关键功能基因/QTL及其调控基因，解析

实用价值的全基因组选择芯片1-2款，提出适合于小

复杂性状的功能基因/QTL及调控基因相互作用的分子

麦产量和品质全基因组选择的理论模型，育成在重要

网络，较系统和深入地了解小麦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分

性状上有突破性的新品种（系）10个以上，初步建立

子生物学基础；在全基因组水平上挖掘重要功能基因

小麦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育种体系。

/QTL的优异等位变异，开发覆盖全基因组的SNP标记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神经元迁移、形态发生和微环路形成的调控机制”

项目领域：发育与生殖研究

深入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细胞调控机制既可促进我们

首席科学家：张永清

对脑结构和功能的理解，又可为防治相关疾病提供理

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参加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起止年份：2014-2018
项目概述：

论指导。在神经系统发育的多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的调
控因子和信号通路？它们的作用机制如何？神经发育
异常导致临床上常见的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神经生物学
基础是什么？上述科学问题既反映了当今发育神经生
物学研究的前沿，又符合提高我国人口健康水平的实
际需求。项目将在扎实的前期工作基础上，充分发挥

神经系统是人体最为复杂的系统。神经系统发育

多种模式动物体系与先进技术平台的优势，在分子、

是一个连续、有序的过程。这些过程包括神经元迁

细胞、组织和整体动物水平上，通过多学科的综合实

移，轴、树突的生长和成熟，突触形成和神经微环路

验手段，深入解析神经系统发育的调控机制。主要研

的建立，后者再整合成神经网络以执行复杂的生理功

究内容包括：1.进一步解析不同类型神经元迁移的规

能。神经发育异常可导致多种神经精神疾病。因此，

律和分子机制；2.阐明神经元形态发生，包括轴、树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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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形成和生长的细胞骨架和信号转导调控机制；3.揭

提供新策略。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形成具有国际竞

示突触形成和清除的调控机理；4.解析特定神经微环

争力和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研究团队，进一步提高我

路形成与功能建立的机制；5.揭示神经系统发育相关
疾病自闭症谱系障碍等的发病机制。目标是进一步解
析神经系统发育的规律和机制，发掘一批新的参与神
经系统发育的重要功能基因和信号通路，揭示神经系

国发育神经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水平。根据神经系统发
育的不同阶段与研究内容设置四个课题：1、神经元
迁移的分子细胞机制； 2、神经元形态发生的调控机

统发育的分子细胞调控机制，阐明神经发育相关疾病

理； 3、突触形成与清除的精细调控； 4、神经微环

自闭症谱系障碍等的发病机制，为相关疾病的防治

路的形成与功能调控。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细胞命运维持与转化的表观遗传调控作用与机制研究”

项目领域：干细胞研究

而打破外国科学家的专利垄断局面，建立具有自主知

首席科学家：王秀杰

识产权的功能细胞获得方法。项目将围绕“细胞命运

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参加单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

维持与转化的表观遗传调控作用与机制”这一研究主
题，重点解决如下科学问题：1) 核酸甲基化在细胞多
能性维持与命运转化的体系中对基因表达调控的作用

基因组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是什么？2) 核酸甲基化和关键组蛋白修饰在胚胎干细

起止年份：2014-2018

胞中的互作网络及其在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过程中的

项目概述：

动态变化情况如何？3) 通过调节表观遗传修饰影响干

干细胞与表观遗传调控均是现代生命科学迅速发
展的研究领域，是当今国际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
的前沿与制高点。但以往关于表观遗传修饰在干细
胞中的作用研究多集中于组蛋白修饰与非编码RNA调
控，对DNA与RNA修饰，尤其是新发现的DNA与RNA
修饰类型对细胞多能性和细胞命运决定方面的影响还

细胞多能性和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的未知关键调控因
子有哪些？4) 如何通过调节表观遗传修饰提高干细胞
多能性水平和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效率？项目的研究
目标是解析 5hmC, 5fC, m6A 等新类型的核酸修饰与关
键组蛋白修饰对干细胞多能性和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
的调控作用，发现新的表观遗传关键调控因子，并开
发通过调节表观遗传修饰提高干细胞多能性水平、促

鲜有报道。项目重点研究DNA与RNA甲基化和主要组

进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效率的方法，从而推动干细胞

蛋白修饰对胚胎干细胞多能性和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

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设置三个课题：1、胚胎干

的调控作用与机制。课题的完成有望发现新的调控胚

细胞和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过程中表观遗传修饰的谱

胎干细胞多能性和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效率的表观修

系鉴定与关系分析；2、调控核酸表观遗传修饰的关

饰因子，开发可以提高胚胎干细胞多能性水平和促进

键因子的发现与作用机制研究；3、调节表观遗传修

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效率的方法，并有可能在细胞命

饰提高胚胎干细胞多能性水平和细胞转分化与重编程

运决定和表观遗传调控机理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从

效率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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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金内酯信号转导分子机制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分枝是决定植物株型发育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水

究组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徐华强研究组、中国水稻

稻、小麦等主要禾本科作物中，分枝通常被称为分

所钱前研究组合作，在解析独角金内酯信号转导分

蘖，是决定产量的重要农艺性状之一。分蘖的生长发

子机理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他们发现D53 基因编

育受到遗传因素的严格调控，其主要调控机制是通过

码一个double Clp-N motif-containing P-loop nucleoside

植物激素信号通路协调分蘖芽的起始与伸长。长期的

triphosphate hydrolase, 负调控独角金内酯信号转导。

研究表明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是调控株型建成的主要

分子遗传学和生化研究表明D53可能与转录抑制因子

激素。最近数年通过对拟南芥和水稻等模式系统的研

TPR形成复合物，协同抑制独角金内酯信号通路下游

究，鉴定了一个新的激素独角金内酯，并发现该激素

靶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该信号通路。独角金内酯诱

通过抑制侧芽的生长在株型建成中发挥关键调控

导D53泛素化并通过蛋白酶体途径降解，且这一过程

作用。

依赖于独角金内酯受体D14和泛素连接酶D3。D53蛋

李家洋研究员及其合作者近年来对独角金内酯

白的降解导致去抑制化，从而激活独角金内酯信号转

调控水稻分蘖分子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

导，精确地调控侧芽的伸长。在d53 突变体中，D53 基

展。通过对水稻矮化丛生系列突变体（dwarf 突变体

因的显性突变（dominant mutation）使其突变蛋白不

或简称为d 突变体）的系统研究，李家洋研究员等发

能被降解，组成型抑制独角金内酯信号通路，从而导

现D27 基因在独角金内酯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关键作用

致d53 矮化丛生的表型。值得指出的是，李家洋等人

(Lin et al., Plant Cell, 2009, 21: 1512)。最近，李家洋研

发现的独角金内酯信号转导的“去抑制化激活”机制
与生长素、赤霉素、茉莉酸等重要激素的信号转导激
活机制类似，表明这是植物在进化过程中选择的一种
主要调控模式。
该项研究是解析独角金内酯信号转导分子机制的
重大进展，相关结果以研究论文形式于2013年12月11
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刊物Nature (doi:10.1038/
nature12870)。Nature同时在NEWS & VIEWS专栏配发
题为“Witchcraft and destruction”的专文评述，高度
评价该项工作的理论意义和潜在应用价值。李家洋研
究组姜亮（博士研究生）、刘学（博士研究生）、熊
国胜博士和刘会会（博士研究生）为共同第一作者，
李家洋、王永红和徐华强为共同通讯作者。该项目受
到科技部及国家基金委的资助。
（2013-12-11）

DWARF 53是水稻中独角金内酯途径的关键负调节因子。a. 水稻抽穗期的野生型、d53 和d53 杂合体植株。B. D53在独
脚金内酯途径中调控水稻分蘖的模型。水稻植株体内累积到一定浓度的独脚金内酯时，D53蛋白被由D14和具有E3连接
酶活性的D3形成的复合体所识别，进而被泛素化从而被蛋白酶体所降解，解除对独脚金内酯信号途径的抑制作用。在
植物体内缺少独脚金内酯或该信号途径被破坏时，D53和转录抑制因子TPL（TOPLESS）/TPR（TPL-related proteins）
形成复合物，协同抑制独角金内酯信号通路下游靶基因的表达，导致水稻分蘖的过度生长。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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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对害虫免疫机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在模式植物番茄中，过表达系统素前体基因

病原菌抗性降低等。图位克隆的结果表明Spr8 编码脂

Prosystemin 的转基因植物（35S::PS ）组成型地激活

氧化酶TomLoxD，是受伤诱导的茉莉酸合成途径的限

茉莉酸响应基因的表达，表明多肽信号分子系统素

速酶。ChIP与EMSA的实验结果表明，TomLoxD 基因

(Systemin)和植物激素茉莉酸(Jasmonic acid, JA)通过共

的表达受JA信号途径中的转录因子SlMYC2的正反馈

同的信号转导途径调控植物对害虫的免疫反应。深入

调控。遗传操作发现超表达Spr8/TomLoxD 可以显著提

研究这一信号转导途径对于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害虫防

高植物对害虫和腐生型病原菌的抗性。重要的是，本

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过表达Spr8/TomLoxD 特异性地增强了植物的

李传友研究组长期利用遗传学方法解析系统素/

免疫性而对生长发育没有不良影响，这与已经报道的

茉莉酸介导的免疫反应信号转导途径。最近，李传友

茉莉酸途径的其它基因显著不同。这项工作表明Spr8/

研究组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康乐研究组，北京农林科

TomLoxD 在植物保护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学院李常保研究组合作，通过对番茄免疫反应缺失突

该研究结果已于2013年12月12日在线发表于PLoS

变体spr8(suppressor of prosystemin-mediated response 8)

Genetics (DOI:10.1371/journal.pgen.1003964)。李传友研

的系统研究发现了在植物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的功

究组的博士研究生闫留华是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能基因Spr8/TomLoxD 。spr8 突变体表现出一系列免疫

该研究得到农业部、科技部和北京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反应缺陷的表型，包括对机械伤害不敏感、表皮毛分

资助。

泌的萜类代谢物减少、对咀嚼式害虫棉铃虫和腐生型

以番茄为模式解析系统素/茉莉酸介导的植物免疫反应信号转导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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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子RNA高通量测序数据整合分析软件ISRNA
开发完成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普及带来测序数据的高速增

microRNA、其他种类的小分子RNA和编码基因的对

加，但分析工具的发展却远远跟不上研究的需要。目

应情况，预测短序列周边基因组区域的二级结构，

前大多数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工具的用户对象是具备

查找短序列形成的小分子RNA簇等。此外，ISRNA提

一定数据分析能力的研究人员，大量的数据分析任务

供了强大的搜索功能，用户可以根据序列组成、表

仍然落在少数生物信息实验室上，严重阻碍了整个研

达丰度、基因组位置和编码基因等内容检索目标信

究领域的发展。功能更强大、使用更方便的生物信息

息，还可以对不同的数据集进行比较。通过整合基因

分析工具亟待开发。

组可视化工具，ISRNA对大多数分析结果提供了图形

为满足广大研究人员的需求，王秀杰研究组开发
了一套在线的小分子RNA高通量测序数据整合分析

化展示。ISRNA的网址为http://omicslab.genetics.ac.cn/
ISRNA/。

软件ISRNA。该软件提供了对高通量测序数据获得的

该研究于2013年12月3日在线发表于Bioinformatics

短序列进行查找、分析、比较等可视化流程分析的

杂志上（http://bioinformatics.oxfordjournals.org/cgi/

功能，能够帮助研究者高效准确地从海量数据中寻

content/abstract/btt678?ijkey=NO2Iq6xMZDfDbz5&keytyp

找有价值的信息，为系统研究小分子RNA提供了极

e=ref）。王秀杰研究员为论文通讯作者，王秀杰研究

大的便利。ISRNA可以快速地将短序列定位到基因组

组的骆观正博士为论文第一作者。该项研究得到了科

上，并统计分析基因组位置、长度分布和碱基组成倾

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经费资助。

向性等序列基本情况。ISRNA还能分析短序列与已知

（20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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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眼泪成分的深度分析阐明泪膜中存在全新的
脂质两性分子
覆盖在前眼上的泪膜以及其各种成分的精确平衡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11月28日在线发表于

对于维持视觉健康至关重要。泪膜脂质双极性分子亚

《Journal of Lipid Research》，税光厚研究组的博士后

层的成分因眼泪中脂质两性分子含量极低而不易被检

Lam Sin Man为该论文的的第一作者，税光厚研究员为

测及精确定量难而存在很大的争议。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doi:10.1194/jlr.M044826）。

应用系统而敏感的脂组学分析方法，税光厚研究

（2013-11-28）

组测试了不同眼泪采集技
术的有效性，并报道了迄
今为止最全面的人类眼泪
脂质组：包含于17个脂质
大类中的600多个脂质种
类。税光厚研究组的研究
赋予现有的泪膜模型组成
细节以全新的理解，特别
是通过证明眼泪中胆甾醇
硫酸盐，O-酰基-ω-羟基
脂肪酸，各类鞘脂及磷脂
的存在，从而解释了饱受
争议的泪膜脂质双分子亚
层的构成。本研究中针对
眼泪中种类相对丰富的各
类脂双极性分子的发现及
定量的报道对于人们理解
现有的泪膜模型具有深远
的影响。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lipidomic platform for qualitative and comparative elucidation of human tear and
meibum lipidomes. Schematic summary of analytical workﬂow employed. Human tear and meibum lipidomes were elucidated
using HPLC/MS in different ionization modes (ESI +/-; APCI+). Different lipid classes were analyzed and quantitated chieﬂy
using HPLC-MRM in the reverse phase (RP) and normal phase (NP) (A). Pie-charts illustrate the lipidomes of pooled sample
of Schirmer’s strip-collected tears (n=8) and meibum (n=7) from DES patients (B). Human tear ﬁlm model. The tear ﬁlm lipid
layer comprises the superﬁcial sublayer consisting predominantly of nonpolar lipids and an inner, amphiphilic sublayer, which
facilit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ar and nonpolar components of tear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mphiphilic lipid sublayer
has remained a matter of contention. Our global lipidomic analysis had introduced CS as a novel candidate for the amphiphilic
sublayer. Other possible amphiphilic lipid candidates were also listed. Percent abundances of respective lipid classes were
presented in parentheses. Figure is not drawn to scal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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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眼泪的脂组学分析发现干眼病中存在结构特异
的脂质变化
现阶段干眼症缺乏敏感而特异的诊断标志物，因
此发现与这类疾病进程相关的活性标志物显得十分迫
切。

中，暗示着这两种不同亚型的干眼症拥有共同的病理
特征。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11月28日在线发表于

税光厚研究组应用创建的人类眼泪脂质组学平台

《Journal of Lipid Research》，税光厚组的博士后Lam

分析来自于不同临床小组的不同干眼症症状的93位患

Sin Man为该论文的的第一作者，税光厚研究员为该论

者的眼泪中脂组分的变化特点。税光厚研究组发现胆

文的通讯作者（doi: 10.1194/jlr.M044826）。

甾醇硫酸盐及鞘糖脂与眼泪的生理性分泌呈正相关，

（2013-11-28）

这表明这些脂质可能来源
于泪腺（而非睑板腺）。
尤其是，税光厚研究组发
现低分子量的蜡酯及含饱
和脂肪酰基的蜡酯在干眼
病中特异性的降低，并与
各种干眼症临床参数相
关，如眼表疾病指数，泪
膜破裂时间及Schirmers I
试验（即症状和体征）。
干眼症眼泪组分的这些结
构特异性的变化有可能成
为揭示这种疾病症状的统
一标准。另外，以上所发
现的眼泪中脂类的特异的
结构变化同样出现在泪液
缺乏及泪液不缺乏的患者
Structure-specific changes in wax esters with dry eye syndrome. Wax esters were stratiﬁ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based on
molecular masses: low (490.5-588.6); medium (590.6-672.6); high (674.6-716.6). Subclasses of wax esters of low molecular
masses or those containing (A-C) saturated acid moietie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symptomatic dry eye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aqueous deficiency (cutoff: Schir I < 5.5mm). Schematic diagram summarizing lipid alterations in DES subtypes
(C). Lipids eliciting biophysical (i.e. structural) roles in maintaining overall tear ﬁlm integrity and stability might be similarly
modiﬁed in both disease subtypes. Low molecular mass WE in tears containing unsaturated acid moiet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risk of DES. Medium to high molecular mass WE containing unsaturated fatty acyl compon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DES, while the opposite trend was observed for species containing saturated acid moieties in the same
molecular mass range. R: Individuals at risk; R (AqD): Individuals at risk with aqueous deﬁciency; P: Patients (non-aqueousdeﬁcient); P (AqD): Patients with aqueous deﬁciency; N: Normal.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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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吸收亚硒酸盐分子机制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硒是人和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具有抗氧

少证据，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植物通过被动方式吸

化、提高免疫力和预防癌症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

收亚硒酸盐，因此，很难通过生物技术改良手段提高

人体硒主要从植物性食物尤其谷物中摄取，然而人

大米硒含量。

们每天从饮食中获取的硒大大低于国际推荐摄硒量标

储成才研究组和河南科技大学张联合研究组合作

准。目前，植物富硒产品的生产主要依靠叶面喷硒来

通过遗传、分子、生理等手段发现，在水稻中，亚硒

实现，但叶面喷硒既提高了生产成本，又存在潜在的

酸盐是通过磷转运子吸收的，并鉴定了一个具有很强

环境风险，且受降雨、大风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

转运亚硒酸盐特性的磷转运子，将编码该转运子的基

很难获得硒含量稳定的产品。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

因在水稻中过量表达可显著提高大米硒含量，该项研

作物，通过提高稻米硒含量是提高人体摄硒量的有效

究成果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植物吸收亚硒酸盐的

途径。利用遗传改良提高水稻根系吸收硒能力，进而

理论，也为富硒大米乃至富硒产品的生产提供了一条

提高大米硒含量是一条理想的途径。在土壤中，硒酸

极为有效的途径。

盐和亚硒酸盐是植物主要的有效硒形式。在透气良

该项成果已于2013年11月11日在国际《新植

好、碱性土壤中，硒酸盐是主要存在形式；而在土质

物学家》（New Phytologist）杂志上（doi: 10.1111/

粘重、透气性差、酸性土壤尤其水稻田中，亚硒酸盐

nph.12596）在线发表，张联合副教授和储成才研究组

是主要形式。研究表明，植物通过硫转运子吸收硒酸

的胡斌博士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盐，然而植物吸收亚硒酸盐的机制并不清楚。由于缺

（2013-11-11）

A. 不同浓度亚硒酸盐处理下日本晴和ltn1 吸收硒速率差异。 B. 磷和硫饥饿对日本晴和ltn1 吸收亚硒酸盐影响。C. 磷充
足条件下日本晴和ltn1 根内磷转运蛋白基因表达差异。D. 磷饥饿条件下日本晴和ltn1 根内磷转运蛋白基因表达差异。E.
水稻中花11和OsPT2 转基因株系吸收亚硒酸盐差异。F. 水稻中花11和OsPT2 过表达株系籽粒硒含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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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蛋白表观修饰参与调控植物铁离子的吸收
蛋白精氨酸甲基转移酶在转录调控、RNA加工、

的表达强度，进而控制铁离子的吸收，避免过多铁吸

DNA修复和信号转导等重要生物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入对细胞的伤害。该研究发现了植物调控铁离子吸收

作用。

的新机制。

凌宏清和鲍时来研究组最近的合作研究发现，

该研究结果2013年11月8日在线发表于The Plant

拟南芥蛋白精氨酸甲基转移酶SKB1可根据细胞内铁

Journal（2013 doi: 10.1111/tpj.12380）。凌宏清研究组

离子含量的多少，动态结合到控制铁离子吸收的转

的樊华杰博士和鲍时来研究组的张昭亮博士为论文的

录调控基因AtbHLH38、AtbHLH39、AtbHLH100 和

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973项目、农业

AtbHLH101 的启动子区，对组蛋白进行对称性双甲基

部转基因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化（H4R3sme2）修饰，调控这四个铁吸收转录因子

（2013-11-8）

SBK1蛋白介导的组蛋白对称性双甲基化修饰参与植物铁离子吸收的调控。（a）缺铁处理10天，突变体skb1-1 和skb1-2
相对于野生型（Col-0）、互补植株（Com）和过表达株系（OX12-2 ，OX2-5 ）表现出明显的缺铁耐受性。（b）SKB1
在蛋白水平上的积累并不受植物体内铁浓度多少的影响，但是SKB1介导的组蛋白对称性双甲基化修饰H4R3sme2
却随着植物体内铁浓度的升高而增强。（c,d,e,f）ChIP-Seq分析发现SKB1特异结合在根中缺铁胁迫响应调控因子
AtbHLH38、AtbHLH39、AtbHLH100和AtbHLH101的启动子区域，抑制这四个转录因子的转录活性，从而负项调控它
们控制的下游铁吸收基因的表达。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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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理想株型研究新进展
水稻的株型是决定水稻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水

基因组表达谱进一步分析显示IPA1参与调控多个生长

稻理想株型的塑造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控制

发育过程。此外，该研究表明，IPA1可以通过TB1调

水稻理想株型的主基因IPA1(Ideal Plant Architecture 1)

控水稻分蘖，通过DEP1调控水稻的株高和穗长。该

编码一个含SBP-box的转录因子，参与调控多个生长

研究为进一步解析水稻株型遗传调控网络奠定了

发育过程。

基础。

李家洋研究组最近的研究发现，IPA1作为转录激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10月29日在线发表于The

活因子起作用，通过全基因组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测

Plant Cell (DOI:10.1105/tpc.113.113639)。李家洋研究组

序分析分别确定了水稻茎尖和幼穗含有IPA1结合位点

的博士研究生路则府和余泓博士、熊国胜博士为论文

相关的一系列基因，证明IPA1蛋白可以通过SBP-box

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项目得到973计划和国家科

结构域直接与受调控基因的核心基序GTAC相结合，

技重大专项的资助。

也可以通过与TCP家族的转录因子PCF1和PCF2相互作
用与TGGGCC/T基序间接相结合。通过RNA测序对全

A-C，水稻基因组中IPA1的结合位点。D，IPA1 调控水稻株型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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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南芥根木质部发育机制研究新进展
真核生物转录起始因子eIF5A 是一类在真核生物
中高度保守的基因家族，调控真核生物生长发育的多
个生物学过程。

胞分裂素信号通路负调控因子AHP6 的表达，从而调
控根原生木质部的分化。
该研究结果2013年10月26日在线发表于The Plant

左建儒研究组最近的研究发现，拟南芥eIF5A-2/

Cell（DOI:10.1105/tpc.113.116236）。左建儒研究组的

FBR12 通过细胞分裂素信号通路调控拟南芥根木质部

任勃博士和陈庆国博士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

的发育。eIF5A-2/FBR1 通过与细胞分裂素受体基因

究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植物基因组学国家

（AHK ）以及下游磷酸传递蛋白基因（AHP ）的遗传

重点实验室的资助。

互作，调控原生木质部的分化与发育。eIF5A-2蛋白

（2013-10-26）

与受体AHK4以及AHP1形成一个蛋白复合体，抑制细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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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受体类激酶OsSIK2提高耐盐性并延缓衰老
受体类激酶在植物生长发育和防御反应中起着非

基因的表达，而截短蛋白可以促进DREB 类基因的表

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在非生物胁迫反应中的作用研究

达。OsSIK2 过表达株系还出现叶片发育早及黑暗诱导

较少。

的衰老延迟的表型。全长蛋白和截短蛋白激活的下游

张劲松研究组和陈受宜研究组的研究发现，水稻

基因均受盐胁迫、干旱胁迫和黑暗处理的诱导。这些

的一个具有S-结构域的受体类激酶OsSIK2参与调控非

结果表明，OsSIK2可能整合胁迫信号于发育过程从而

生物胁迫反应和衰老过程。OsSIK2定位于细胞质膜，

使植物在不利环境条件下进行适应性生长。

2+

在Mn 存在下具有激酶活性。OsSIK2 基因主要在水稻

该研究表明，对于OsSIK2 的改造和应用可能有

叶片和叶鞘表达，其表达受盐，干旱，冷害和植物激

利于水稻和其它作物的改良和稳产。该研究于2013

素ABA的诱导。过表达OsSIK2 的水稻株系同对照株系

年10月18日在线发表于Plant Physiology（doi:10.1104/

相比呈现对盐胁迫和干旱胁迫的耐性。而突变体在这

pp.113.224881）。张劲松研究组和陈受宜研究组共同

些胁迫处理后出现更加敏感的症状。当把OsSIK2的胞

培养的学生陈丽娟和哈达是这篇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外域删除之后，表达截短蛋白的株系呈现比表达全长

者。该项目受973，国家自然基金，中科院和转基因

蛋白的株系更高的耐盐性。上述功能的差异可能是通

专项资助。

过激活不同的下游基因引起的。全长蛋白可增强PR 类

（2013-10-18）

OsSIK2 转基因水稻株系在盐胁迫下的表现。OsSIK2-f 是过表达OsSIK2 全长基因的水稻株系，OsSIK2-t 是过表达截短基
因（编码去掉胞外域的OsSIK2）的水稻株系。TP309为对照株系。结果显示表达截短基因的水稻株系比表达全长基因
的株系有更强的耐盐性。A，处理前各水稻株系的表现。B，0.5% NaCl处理3周后的表现。C，0.5% NaCl处理4周后的
表现。D，盐处理后恢复3周的表现。

4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科研进展

玉米减数分裂研究取得新进展
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是如何相互识别正确
配对在植物的研究领域发表文章较少。虽然功能上是
保守的，但不同物种的同源染色体配对起始机制可能
不同。
韩方普研究组长期从事植物减数分裂及着丝粒的
表观遗传学研究，该研究组以玉米减数分裂突变体及
含有双着丝粒染色体的植株为材料，发现着丝粒配对
优先于端粒bouquet的形成并在同源染色体配对过程中
起重要作用，同源染色体配对中着丝粒的配对依赖于
功能着丝粒，与着丝粒的活性相关。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10月18日在线发表于Plant
Cell杂志上(doi:10.1105/tpc.113.117846 )。韩方普研究
组博士生张晶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相关研究得到科
技部的资助。

Centromere and telomere behavior during early prophase
I in maize. (A) Pre-meiotic interphase. (B) Leptotene. (C)
Zygotene. (D) Early pachytene. Centromeres (CRM) are red,
telomeres are green. Blue = chromosomes counterstained with

（2013-10-18）

DAPI. Bar = 10μm.

植物免疫受体激活机理为农作物广谱抗病
提供新的思路
植物同人类一样具有识别病原微生物并激发免疫

和英国Sainsbury Laboratory的Cyril Zipfel实验室密切合

反应的能力。认识其中的关键机理对改良农作物抗

作，揭示了植物的重要免疫受体FLS2识别细菌负责运

病、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动的鞭毛蛋白、激活免疫的机理。鞭毛蛋白在植物细

周俭民研究组通过与清华大学的柴继杰研究组

胞外直接结合FLS2并招募共同受体BAK1，从而激活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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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免疫系统。由于FLS2所代表的免疫受体识别病原

研究组的研究生李磊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孙亚东是该

微生物中广泛存在的分子，该研究的发现将有助于设

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了中国科技部、自然

计广谱抗病的农作物。

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

该项工作于2013年10月11日在科学《science》杂

（2013-10-11）

志在线发表（doi:10.1126/science.1243825）。周俭民

亨廷顿病研究取得新进展
亨廷顿病（Huntington's disease，HD）是一种家

HD转基因小鼠模型。研究发现，这种新型的转基因

族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运动障碍、

HD小鼠表现为进行性的运动障碍，神经症状和神经

精神异常和认识障碍为特点；病理学上，以纹状体

递质释放受损。对突触mHtt导致突触功能障碍的分子

和大脑皮质神经元选择性死亡为特征。HD由亨廷

机制的进一步探索发现mHtt与突触蛋白突触素I具有

顿基因第一外显子中的CAG三核苷酸序列过度重复

异常相互作用，抑制其磷酸化从而导致突触神经递质

（>35）编码而导致并产生谷氨酰胺加长的亨廷顿蛋

释放减少。因此，本研究不仅提供了突触mHtt造成神

白（mutant huntingtin，mHtt）。mHtt在神经元胞质和

经退行性变的直接证据，也为针对HD神经病理学的

核内形成不溶性聚集物，影响细胞内多种功能。突触

选择性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作为神经元特有的结构容易受到毒性蛋白的损害。

该项工作于2013年9月30日发表在Journal

尽管许多研究已经对HD中突触功能障碍有一定的探

Cell Biology杂志上（http://www.ncbi.nlm.nih.gov/

索，但mHtt是否以及如何直接导致HD的神经功能障

pubmed/24081492），李晓江研究组客座博士研究生

碍的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许巧巧（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和美国Emory大学

李晓江组通过构建表达突触小体相关蛋白
（synaptosomal-associated protein 25，SNAP25）与Htt
融合蛋白（SNAP25-Htt20Q/150Q）的质粒，制备一

联合培养）是文章的第一作者，李晓江组的研究生刘
旭东作为共同作者也参与此研究工作。
（2013-9-30）

种将mHtt选择性地靶向定位在突触前细胞质中的新型

通过转基因技术将带有正常（20Q）和加长（150Q）谷氨酰胺的亨廷顿蛋白选择性地靶向定位在小鼠突触前细胞质中
后，表达突变亨廷顿蛋白（150Q）的小鼠与对照小鼠（20Q）相比，呈现运动障碍，体重减少等症状 (左侧图)。免疫
萤光染色显示突变亨廷顿蛋白在神经细胞的突触中累积，形成小颗粒状。神经细胞核为蓝色萤光染色(右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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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Robert Saint访问
遗传发育所
11月20日上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
Robert Saint访问了遗传发育所，杨维才副所长、张永

性的交流与合作。
座谈之后，Robert Saint副校长等参观了相关实验室。

清副所长、胥伟华副所长、许执恒研究员等与其进行
了会谈和交流。
胥伟华副所长主持了交流会，杨维才副所长简要
介绍了研究所的基本情况，Robert Saint副校长也对阿
德莱德大学的概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双方就遗传与发
育、系统生物学、小麦育种、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
技术转移转化以及科研项目管理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深入的讨论，并希望今后在双方
已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能够逐渐开展实质

BASF CropDesign公司来遗传发育所访问
2013年10月24日，BASF CropDesign(巴斯福公

港，是世界上工厂面积最大的化学产品基地。公司的

司)公司亚太地区技术引进和合作高级经理Christophe

产品涵盖化学品、塑料、特性产品、作物保护产品以

Reuzeau博士来遗传发育所访问。胥伟华副书记、副

及原油和天然气。比利时CropDesign公司是BASF集团

所长主持接待，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储成才研究员

旗下一家农业生物技术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作物

等参加了座谈。

高产基因发掘引擎——TraitMill，TraitMill平台不仅是

胥伟华副所长首先对Christophe Reuzeau博士的来

一个能够大规模开展转基因和植株评价的高通量的技

访表示了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研究所近几年的发

术平台,而且还是一个在植物表型上鉴定基因和基因组

展情况和科研成果，随后双方就作物产量提高、基因

合的非常有用的工具。

调控等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双方均希望
在加强了解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在联合研发、青年人
才培养、研究生就业等方面的合作方式，逐步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
Christophe Reuzeau还参观了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
心相关实验室和研究所的植物激素平台。
BASF公司是一家德国的化学公司，BASF集团在
欧洲、亚洲、南北美洲的41个国家拥有超过160家全
资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总部位于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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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双边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中心资助，中国科

城生态系统试验站和南水北调中线滹沱河段工程。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本次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从事水文生态

和德国莱布尼兹农业景观研究中心(ZALF)水文研究

学、流域生态学等领域科技工作者与德国同行间的

所联合举办的“Water Resource under Stress: Facing

学术交流。

Challenges of Land Use and Climate
Change”中德双边研讨会于10月22日
至24日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来自德方
7个科研院校和中方8个科研机构的30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与会代表通过学术报告的形
式，分享了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和气候
变化下不同时空尺度水循环过程研究
的新成果和进展，会后专家考察了栾

栾城县委书记吕素维到栾城站调研工作
2013年12月4日，栾城县委书记吕素维一行到栾
城站调研工作。

科技成果转化富有成效。同时，吕素维书记要求县
农业局、科技局、工信办等部门加强与栾城站的沟

吕素维书记一行在农业资源中心副主任胡春胜

通与合作，在当前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

研究员的陪同下，考察了栾城站的建设和科研进展

业现代化进程的大好形势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

情况。胡春胜站长对栾城县各级领导对栾城站工作

制，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共同谋划栾城县的

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重点汇报了栾城站在农

信息农业平台建设，坚持以农业信息化推动农业现

业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研究进展和实践，介绍了栾

代化，提升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传统农业

城站已经建设的科学信息传播与数据共享平台，墒

产业升级。

情预报与节水灌溉指导网站，灌溉强度和土壤水分
的联合观测，应用数字相机的氮素诊断与推荐施肥
的示范，以及区域级农田尺度的农情监测系统和科
研数据的远程采集与协同研究。胡站长同时介绍了
栾城站与栾城县在农业信息化领域合作的渊源和取
得的成绩。吕素维书记对栾城站取得的成果表示赞
赏和肯定，对多年来为栾城县农业发展与科技进步
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她强调，中科院栾城站经过
30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建立起良好的农业科技创新
平台，有多项适用于当地的农业科技新技术，农业
46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学子之声

2013年度“中日美研究生学术交流会”圆满结束
2013年11月11-16日，遗传发育所研究生代表

先后游览了大阪、奈良和京都等三个日本关西地区的

赴日本NAIST参加了“NAIST International Student

核心城市，欣赏了美丽的异域风光，感受了日本独特

Workshop 2013”。交流会共分为3个部分：学术研

的民族文化。

讨会、海报交流以及文化之旅。分别在日本大阪I&I

总之，此次交流会对于增强同学们的信心，开阔

Land seminar House and Recreation Park和奈良先端科学

眼界，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此次活动，使同

技术大学院大学举行。参加本年度研讨会人员分别来

学们不仅分享了来自不同国家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增

自遗传发育所10名研究生、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强了用英语交流的能力和技巧，了解了其它国家的风

10名研究生和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15名

土人情，同时也结识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异国朋友。

研究生以及三家单位的导师代表。
首先开展的学术研讨会根据研
究领域分成3个小组，每位同学在
各自的小组进行30分钟的报告和交
流，报告现场互动气氛热烈，遗传
发育所同学们的工作得到了非常好
的肯定。学术研讨会后，同学们参
观了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
部分老师的实验室并进行了海报交
流。海报交流过程中也进行了热烈
而深入的讨论。会议最后一天，组
委会安排了京都文化之旅。同学们

2013年度全国“遗传·发育”
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2013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向与会人员的光临表示热烈的

生物学研究所举办了2013年全国“遗传·发育”研究

欢迎，并称赞本次论坛学术档次高，代表了国内生命

生学术论坛。本次论坛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教结合

学科科研水平。论坛还特邀了三名青年导师介绍相关

协同育人计划”的子项目，将持续举办3年。中国科

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并担任评委对每个报告进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张永清副所长、青年导

行点评。

师田志喜研究员、焦雨铃研究员、钱文峰研究员以及
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0余名研究生参加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上，张永清副所长代表中国科学院遗

本次论坛以报告和展板两种形式进行。来自全国
11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共15位优秀研究生作了口头学术
报告，这15位报告人的科研工作均取得了优秀成果，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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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全院共300名）
姓 名

攻读学位

指导教师

冯 健

博 士

左建儒

陈 蓉

博 士

李传友

崔勰奎

博 士

曹晓风

苏文静

博 士

张 建

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全院共49名）
姓 名

所属研究中心

刘佳佳

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

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揭晓
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

线虫凋亡细胞吞噬受体CED-1的循环机制及其介导的

已结束，本年度共评选出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

细胞骨架重排机制研究》入选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

文100篇，同时100名导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

位论文，其指导教师杨崇林研究员同时被评选为中国

究生指导教师。

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我所2012年毕业生陈迪笛博士的学位论文《秀丽

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各项冠名奖学金、奖教金揭晓
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奖学金、奖教金，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地奥奖学金已揭晓，我所有以下
研究生和导师获得了相应荣誉，特此祝贺！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全院共300名）
姓 名

攻读学位

指导教师

白世伟

博 士

沈前华

常 诚

博 士

沈前华

时 华

博 士

唐定中

王雅雯

博 士

杨永辉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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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全院共50名）
姓 名

攻读学位

指导教师

冯 健

博 士

左建儒

彭元成

博 士

李云海

魏建树

博 士

戴建武

郑华坤

博 士

左建儒

地奥奖学金（全院共90名）
奖 项

姓 名

攻读学位

指导教师

一等奖

牛 洋

博 士

刘佳佳

一等奖

苏文静

博 士

张

二等奖

苏冠男

博 士

戴建武

二等奖

王志敏

博 士

王秀杰

二等奖

吴电明

博 士

胡春胜

建

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全院共100名）
姓 名

所属研究中心

刘佳佳

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

2013年度保罗生物科技奖揭晓
2013年度保罗生物科技奖已揭晓，我所有以下研究生获得了相应荣誉，特此祝贺！

保罗生物科技奖（全院共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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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项

姓 名

攻读学位

指导教师

特等奖

王

莫

博 士

程祝宽

优秀奖

白蛟腾

博 士

左建儒

优秀奖

滕 婉

博 士

李振声、童依平

优秀奖

赵春钊

博 士

唐定中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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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
推动发展 服务科研 凝聚人心 促进和谐
——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召开专题组
织生活会

垒作用，抓住实施“创新2020”及 “一三五”战略规
划的机遇，积极为研究所的发展献计献策，与领导班
子一同推进遗传发育所各项工作的新进展。

2013年10月10日下午，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党

在今后的工作中，中心党支部将积极听取大家的

支部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组织生活

意见和建议，切实为科研工作创造“绿色、快乐、健

会。领导班子成员薛勇彪所长、宋秋生书记、胥伟华

康”的良好氛围，希望集大家的智慧和经验共同为遗

副书记出席了会议，科研骨干代表，职工代表，学生

传发育所的发展贡献力量，实现我们的“科研梦”。

代表26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曹晓风
主持。
会上，支部书记曹晓风首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党
支部的工作情况，并表示希望通过组织党员理论学习
和组织生活会的形式，提高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认识，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
整改努力方向。
各党小组会前以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组
织了学习活动，与会代表进行了认真总结发言。大家
认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充实
和完善自己，拓展科研思路和眼光，在工作中弘扬遗
传发育所精神，力争在所从事的科研领域有所建树。
期间，薛勇彪所长与大家探讨交流，希望通过努力为
大家解决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问题并激励年青一代
的遗传发育所人不断努力。而后，会议通报了党小组
征求的意见和建议，涉及党建工作、科研发展和大家
普遍关心的问题。与会领导一致赞同支部提倡的“绿
色科研”理念。
会议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查找问题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分子农业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召开专题
组织生活会
10月11日分子农业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召开
了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专题的民主生活
会。支部共有28名党员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有薛
勇彪所长、宋秋生书记、胥伟华副书记、刘春光主任
四位领导列席。

为总要求，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宋秋生书记和胥

首先，宋秋生书记传达了中科院对此次党的群众

伟华副书记认真听取了大家发言。宋书记结合开展党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精神与活动程序，要严肃整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和工

顿“四风”，坚定创新为民的理想信念。并表示支部

作安排，强调召开组织生活会不是走过场，要重视解

是党组织的基本单元，只有支部工作做好了，党组织

决问题，能近期落实的绝不远期落实，并建立长效机

才能好，所以此次前来就是要听取大家的心声，为大

制。胥书记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感受到了党员同志认

家解决问题的。

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决心和信心，希望支部党员要

然后，支部的PI、职工和学生代表都结合自身

以身边的优秀党员为榜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的工作和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分别从学生住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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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食堂、交通，导师与学生关系，学生的评价体

话精神和教育实践活动的规定文件材料，不断提高思

系，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向研究所提出了意见与建

想认识；先后组织召开了5个座谈会，征求科研管理

议。薛所长根据所提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回应与讨论，

支撑系统、研究生、离退休老同志、民主党派和无党

希望能够通过解决学生和职工的生活问题，来提高学

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班子成员深入到各联系部门进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职工的工作热情。

行专题调研、参加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听取意见建

最后，胥书记肯定了今天的代表发言，并表示会

议；通过不同形式的个别沟通交流和谈心交心活动广

尽全力解决大家说提出的问题，以促进和谐、健康的

泛征求意见建议。本着原汁原味的精神，系统梳理和

良好科研氛围的发展。

归纳形成聚焦“四风”的8个方面共66条意见建议。
在严肃认真查摆自身“四风”问题基础上，领导班子
撰写了对照检查材料，班子成员撰写了个人对照检查
材料；张亚平副院长和北京分院督导组对班子及其成
员对照检查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核把关。上述工作都为
高质量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奠定了基础。
会议首先进一步传达学习了上级党组织的相关文
件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宋秋生书记汇报了
研究所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薛勇彪所长对
领导班子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认真
对照检查。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领导班子从理想信
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和政绩观、权力
观、世界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从5个方面提出

遗传发育所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了整改措施、明确了努力方向：一是进一步牢固树立
科学的政绩观，强力解决形式主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二是进一步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强力解决官

2013年11月12日，遗传发育所召开党的群众路线

僚主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进一步牢固树立正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聚焦为民务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强力解决享乐主义方面存在的突

实清廉和反对“四风”，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

出问题；四是进一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强

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紧密联系领导班子及其成

力解决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五是进一步强

员思想、工作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化集体领导和立体监督，强力推进“四风”整改措施

评，深刻剖析“四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整改的

科学高效落到实处。

思路和具体措施。宋秋生书记主持了会议，张亚平副

领导班子成员薛勇彪、宋秋生、马七军、杨维

院长、院条财局曹凝副局长、北京分院督导组李静副

才、张永清、胥伟华、韩一波联系自己的思想认识、

院长和王大力组织员和赵珂杰到会指导。

工作情况等进行了深刻的对照检查和自我剖析，班子

自2013年8月12日召开动员部署大会以来，遗传

成员之间也开展了坦诚的相互批评。大家本着对党、

发育所按照院党组的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在北京分

对群众、对事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拿起批评

院督导组的具体指导下，把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在自我批评的同时，开门见

实践活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入扎实有序地推进活

山、动真碰硬地指出了其他同志存在的突出问题，过

动开展。遗传发育所先后召开2次党委中心组专题学

了一次严肃认真、团结奋进、求真务实的党内民主生

习讨论会，认真组织研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

活，达到了和谐奋进的目的。

5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党群园地

北京分院督导组李静组长在点评时认为，遗传发
育所领导班子对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非常重视，会议

会议。北京分院教育实践活动协作一片督导组王大立
组织员到会指导，会议由胥伟华副书记主持。

的准备工作扎实而又充分，会议的主题鲜明而又重点

宋秋生书记代表所领导班子通报了领导班子专

突出，是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张亚平副院长在

题民主生活会的召开情况及研究所下一步整改思路。

讲话时再一次肯定了此次会议是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

遗传发育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于2013年11月12

活会，既肯定了会议的周密准备和良好氛围、批评与

日召开，薛勇彪所长代表班子做了对照检查剖析，班

自我批评效果，也肯定了本届班子建设和研究所发展

子成员也逐一进行对照检查剖析，开展了深刻的批评

的成绩，同时对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整改

与自我批评，明确提出了整改的思路和具体措施。目

落实和建设一流的遗传发育所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指

前，研究所在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和查摆问题、开展

出了需要努力的方向。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针对广大职工群众反映

薛所长和宋书记代表遗传发育所领导班子感谢院

的意见建议和专题民主生活会查摆出来的问题，已制

党组、北京分院党组一直以来对遗传发育所的关心、

定出初步的整改措施。宋书记希望全所党员干部群

指导和支持，并表示将按照张院长和北京分院督导组

策群力、集思广益，为推进研究所的“创新2020”和

的要求认真整改落实、加强和完善规章制度建设、完

“一三五”发挥积极作用。

善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王大立组织员代表协作一片督导组对会议进行了

历史使命感，团结带领全所广大干部职工和科研人

点评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遗传发育所领导班

员，扎实推进“创新2020”和“一三五”，把教育实

子高度重视本次民主生活会，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是

践活动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遗传发育所创新发展得强大
动力。

一次质量较高的民主生活会，主题鲜明，重点突出，
内容充实，气氛活跃，贯彻和体现了整风精神，符合

遗传发育所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
会情况通报会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达

2013年12月9日，遗传发育所召开党的群众路线

分院党组的要求，继续认真扎实、毫不松懈地抓好民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

主生活会后续工作和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的各项

所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研究中心负责人、管

工作。

理支撑职能部门负责人、党支部委员、工青妇负责
人、缩工会委员和分工会委员、民主党派代表参加了

到了预期目的。他希望遗传发育所按照院党组和北京

会上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开展了活动测评，并反
馈了群众评议结果。

踏访革命足迹 坚定理想信念
——分子农业中心党支部活动
2013年10月20日，分子农业中心党支部组织支部

太原解放纪念馆、牛驼寨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太原

党员赴山西太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太原解放纪念

东山的牛驼寨。这片土地当年曾是解放太原的主战场

馆、牛驼寨烈士陵园，进行以“踏访革命足迹，坚定

之一。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徐向前元帅带领人民解放

理想信念”为主题的党员活动，重寻英雄足迹，学习

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力举攻克牛驼寨等东山

革命精神。

四大要塞，推翻了阎锡山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罪恶统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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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烈士陵园墓区，有2000名烈士长眠在这里，纪念

支部党员们在此次活动中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先

堂内镌刻着5000多名为解放太原捐躯的烈士英名。党

烈遗志，进一步坚定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信念，更好

员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追思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

地投身于科学研究工作中。

豪情和无畏壮志。

遗传发育所举行“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授匾仪式
2013年12月6日，遗传发育所荣获“全国模范职

遗传发育所的光荣、更是全体遗传发育所人的骄傲和

工之家”授匾仪式隆重举行。院党组成员、京区党委

自豪！我们要以此荣誉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书记、院工会主席何岩，京区党委王秀琴副书记，院

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工会常务副主席、京区党委群工部部长霍妍丽，院工

动，围绕遗传发育所的“创新2020”和“一三五”战

会办公室主任，京区党委群工部副部长袁念，院工会

略目标，依托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创新

办公室雷俊红同志和遗传发育所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文化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和谐奋进的良好氛围，

党委委员、各级工会干部和会员代表等100余人参加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爱职工，大力弘扬遗传发育所精

了授匾仪式，胥伟华副书记副所长主持了授匾仪式。

神，充分发挥“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的激励带动作

京区党委王秀琴副书记宣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

用，进一步增强职工作为研究所主人翁的荣誉感和使

表彰决定并祝贺遗传发育所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

命感，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

家”荣誉称号。

把全体遗传发育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聚焦到研究所

何岩主席向宋秋生书记（代表遗传发育所工会）

的发展事业中来，提升研究所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职

颁发了“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牌匾和证书，全场响起

工幸福感，服务并促进遗传发育所再创科技新辉煌，

热烈的掌声。

不断推进遗传发育所跨越发展的新征程！

宋秋生书记在发言时指出，获得“全国模范职工

何岩主席首先代表京区党委、北京分院党组和

之家”是遗传发育所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

院工会向我所表示热烈祝贺！何岩主席强调，这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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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是中国科学院近五年来唯一的一家、也是91家中央

的突出问题，并高度重视、积极推进“职工小家”的

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唯一的一个，所以这不仅是遗

建设工作，在建设国际一流研究所的道路上，凝聚广

传发育所的骄傲和自豪，更是中国科学院的骄傲和自

大工会会员的力量，使他们不断追求并实现自身价

豪。何岩主席认为，这份荣誉充分说明了上级工会组

值，为研究所的创新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织对科技界的关注和重视，也说明了中国科学院的改
革创新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更说明了遗传发
育所的广大职工在研究所创新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得到了认可。何岩主席指出，遗传发育所的工会组织
长期以来在所党政领导班子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发挥
工会组织的四项职能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得到
了广大工会会员的认可，在研究所形成了一种奋进向
上、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何岩主席希望遗传发育所
的工会组织继续发挥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不辜负上

宋秋生书记代表遗传发育所党政领导班子、全体
职工、博士后、研究生对何岩主席一行的莅临指导表
示了衷心的感谢！感谢院党组、京区党委、院工会的
关心、指导和支持，感谢全体工会同仁的无私奉献和
辛勤工作，感谢全所职工、博士后、学生的积极配合
与理解厚爱！宋书记表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
号的取得仅仅是万里长征的新起点，在遗传发育所创
新发展的新征程上，工会组织将会更加努力工作、积

级组织的期望，以获得“模范职工之家”的荣誉为新

极履行职能，助力遗传发育所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起点，进一步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继续发挥好工会

的“四个率先”要求和世界著名研究所的目标，在国

组织的维护、建设、参与和教育的四项职能，同时更

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现代农业和人口健康科技

加关注青年职工的发展，关注、研究、解决青年职工

领域的新的更大贡献！

遗传发育所队员参加首届（京区）青年技术能手
大赛获得佳绩
2013年11月28、29日，由我所派出的两支参赛队伍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团委组织的首届（京区）青年技术能
手大赛生物组及化学组的比赛中，取得二等奖和三等奖的好成绩。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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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我所参加此次比赛的队员分别为（排名不分先后）：
化学组：田彦宝、康 赛、赵 佩
生物组：王

、佟 曼、刘正隆、黄 倬、王家明

在此向以上队员表示祝贺！

遗传发育所举行秋季健步走活动
为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广大职工和学生
的身体素质，2013年11月4日下午,研究所740余名职工
学生报名参加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秋季健步走活动。
所领导薛勇彪、杨维才、胥伟华、韩一波和一些研究
员、管理支撑职能部门部门负责人一起融入到快乐健
步走的运动大军中。

所言：虽然气喘吁吁，确也倍感舒畅。
通过健步走活动，使大家增强了体质、放松了
身心、振奋了精神，充分展现了遗传发育所人锐意进
取、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广大职工学生
纷纷表示，希望以后能多参加此类活动，以良好的身

健步走活动是近两年我所组织的一年两次的常规

体素质、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弘扬

大型活动，受前几届的感召，本届参与人数为历届之

遗传发育所精神，为研究所的创新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最，大家尽情的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正如有的老师

（图片见内封二）

遗传发育所举办趣味运动会
2013年10月29日下午在奥运科技园区篮球场举办
了趣味运动会，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喜迎十八届三
中全会召开。

来继续前行，体现了遗传发育所人的拼搏精神。
经过激烈角逐，发育生物学中心二队荣获团体总
分第一名，分子农业生物学中心二队荣获团体总分第

本次运动会共有9支代表队288人参加了迎面接力

二名，基因组生物学中心一队荣获团体总分第三名。

跑、滚铁环、趣味消防、趣味投篮四个项目的比赛，

此次运动会成为了凝聚人心、职工学生互动交流

参赛人数为历届之最，其中滚铁环是今年新增的比赛

的平台，加强了职工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增强了

项目，勾起了我们对年少时的回忆，共同追忆纯真美

研究所的凝聚力，让广大职工学生感受到了团结、协

好的幸福时光。赛场上选手们勇于拼搏，摔倒了爬起

作的魅力和身心放松的愉悦，为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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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趣味横生，精彩不断，呐喊声不绝于耳，整个运动

农业资源中心全体研究生于11月15日举办了第九

场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此次活动既丰富了中心研究生

届的秋季趣味运动会。在同学们的精心准备下，本次

的业余生活，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也增强了党

运动会项目众多，精彩纷呈。个人项目跳绳冲刺、飞

支部和学生会的凝聚力。为大家的科研、学习和生活

镖、运气球跑、定点投篮等，同学们争先恐后，欢呼

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雀欲；集体项目抛绣球、三人四足跑、拔河等，充分
体现了同学们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的精神。整个运动

（图片见内封二）

遗传发育所开展乒乓球友谊活动
2013年11月5日，所乒乓球协会组织开展了乒乓
球友谊活动，宋秋生书记、胥伟华副书记和15名研究

勇于拼搏、不气馁、不放弃的精神也同样感染着每个
人，比赛在欢乐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员共计21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了活动。对抗活动在众

本次活动增进了友谊、加强了交流、活跃了氛

多势均力敌的选手间进行，使比赛更加精彩，直拍、

围、弘扬了精神，相信在遗传发育所精神的引领下，

横拍、扣球、弧线球、旋转球等都得到了展现，赛场

研究所创新发展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上还不时传来兴奋的“好球”喝彩声。赛场上选手们

（图片见内封二）

遗传发育所召开全所离退休老同志所情通报会
金秋北京，风轻云淡，秋高气爽。10月30日，中

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了一一阐述。薛所长

科院遗传发育所召开了2013年度离退休人员所情通报

信心十足地向老同志们展望了研究所今后的努力方向

会。薛勇彪所长、宋秋生书记、胥伟华副书记与230

和发展目标。最后他衷心感谢几年来老同志们对领导

多位离退休老同志齐聚一号楼会议室，我所各管理部

班子和研究所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衷心祝愿老同志们

门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胥伟华副书记

阖家幸福、快乐长寿！长达一个小时的工作报告赢得

主持。

了大家的充分赞许和高度评价。

会议开始，所领导与大家一起观看了研究所成长

接下来，宋秋生书记向大家作了《一年来党建和

与发展的宣传纪录片。随后, 薛勇彪所长代表所领导

创新文化建设工作回顾》的工作报告，他回顾了一年

班子作了《实施“一三五”战略规划推动遗传发育所

来我所深入开展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和党的群众路

创新发展》的工作报告。他着重从“一三五”战略规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工作和成效。报告中介绍了在

划、“一三五”主要进展和创新发展中的研究所这三

凝练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

个方面汇报了研究所主要工作。报告中详细解读了我

十八大会议精神；服务推动“一三五”规划等方面所

所“一三五”发展规划的具体内容，重点介绍了研究

党委发挥的政治核心和保驾护航作用。具体向大家汇

所一年来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最新亮点，同时针对近年

报了研究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召

我所在加强平台设施建设、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建设

开党支部工作交流会、党支部换届工作、丰富多彩的

一流创新队伍、调整科研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创新

党支部活动、积极支持工青妇工作、丰富多彩的文体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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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展了遗传发育所精神内涵剖析征文活动等工

的工作作风，并取得的可喜成绩，表示赞赏，共同祝

作内容。宋书记还全面而细致地向大家汇报了一年来

愿研究所的明天更加辉煌！

在所党委的领导下我所离退休工作。报告最后他希望
广大离退休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理解和支持研究
所的改革和发展。祝老同志们身心愉悦、健康长寿！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随后宋秋生书记和胥
伟华副书记陪同老志们参观了研究所新建成的实验大
楼，老同志们通过所情通报会了解研究所的现状，回
想昨天、看看今天、展望明天。大家感受颇多，欣喜
万分，充满自豪。对研究所领导班子一年来务实进取

老有所乐专栏
遗传发育所组织离退休职工参观北京园博会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9月是北京最美妙宜人的

老同志们由园博园4号门进入，先后游览了北京

季节， 25日，遗传发育所离退办组织全所离退休老

园、台湾园、贵阳园、沈阳园、太原园、荆门园、主

同志来到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参观游

展馆等景区。大家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五彩缤纷的花

览。共有190多位老同志参加了此次秋游活动。

车巡游表演。老同志们三五成群，沉醉于园林之美，

园博会共占地513公顷，总面积约为颐和园的两

领略着秋日清爽。时而驻足留影，时而欣赏点评,愉

倍。其规划为“一轴、两区、三地标、五展园” 。

悦之情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近两百位银发老人走走停

“一轴”即银杏大道，是一条由园林博物馆至功能性

停、说说笑笑,为美丽的园区又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

湿地的南北向景观轴线；“两区”即园博湖景区和下

景线。

沉式花园景区锦绣谷；“三地标”即永定塔、中国园

通过参观游览老同志们亲身感受到浓厚的永定

林博物馆和主展馆，为园博会的三大标志性建筑；

河生态文化底蕴和祖国各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丰硕成

“五展园”即传统展园、现代展园、创意展园、国际

果，更深切体验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

展园和湿地展园。园博会全方位地展示了园林文化，

成就。大家真诚祝愿北京的明天更美好，同时

巧妙地利用原有地貌，通过生态修复和新颖创意建设

也 感谢 遗 传 发 育 所 所 领 导 对 离 退 休 职 工 的 关 心 和

成园。

关爱。

遗传发育所举办2013年度离退休老同志趣味活动
为丰富离退休老干部的文化生活，增进老同志间
的友谊和交流，11月11日至20日，所离退办分别在北
郊离退休办公室和中关村园区会议室举办了20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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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老同志趣味棋牌赛，比赛吸引了186位离退休
老同志，共计330余人次参加了本届棋牌赛。
此次比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我们设立了麻

党群园地

将、象棋、跳棋、扑克等深受离退休职工喜爱的比赛

与，其中年龄最大的90岁。

项目。老同志们报名踊跃，积极参与。参赛人员中最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共设有象棋、跳

大年龄93岁，最小年龄55岁，两代人同场竞技，个个

棋、桌上足球、趣味台球、套圈、猜谜等8项深受大

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几天来，大家始终信守着“友

家喜爱的趣味竞技活动。各位离退休职工积极参与，

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每个人既专注于个人的
比赛项目，力争取胜。又借机与重逢的老友谈天说
地，分享快乐。比赛现场无处不洋溢着其乐融融的和
谐气氛。
本次棋牌赛是历届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说明了

有的甚至身兼数项。平时的活动室变成了如今的竞技
场，胜利的喜悦和落败的惋惜不时的展现在各位选手
的脸上。在这里大家忘记了年龄，忘记了时间，完全
沉浸在活动项目中，沉浸于你追我逐的较量中。短短
的一个上午，大家信守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宗旨，全力角逐于各个项目的同时，也借机与久逢的

我所老同志养老心态有了积极的转变。充分展现了老

老友谈天论地，分享各自的晚年乐趣，活动的现场到

同志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处都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欢悦气氛。

比赛活动愉悦了老同志的身心，丰富了他们的晚年
生活。

此次活动的圆满举办，既体现了中心对离退休老
同志晚年生活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心离退

为了丰富离退休老同志的文化生活，增进老同志

老休同志养老、享老心态的转变；同时，也展现了老

间的友谊和交流，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于12月19日上午

同志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的

在离退休人员活动室举办了“第四届离退休职工趣

良好精神风貌。

味运动会”。该活动共吸引了70位离退休职工报名参

（图片见内封二）

农业资源中心组织离退休人员“衡水湖——武强年画博物馆一日游”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离退休人员的文化生活，搭建老同

下午，大家参观了武强年画博物馆。该馆坐落在

志们情感友谊沟通交流的平台，10月22日，农业资源

武强县城，是全国第一家年画专题博物馆。在导游详

中心组织了离退休人员“衡水湖——武强年画博物馆

尽而又生动的讲解中，老同志们畅游于农耕文化的艺

一日游”活动，有近50位老同志参加了此次活动。

术世界之中，深深被其浓郁的民间艺术气息和独特的

旅途中，老同志们交流着各自晚年的生活乐趣，
分享着彼此强身健体的方法，甚至还回忆起了曾经的
趣闻轶事，恍惚间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伴随着一路上
的欢声笑语，大家来到了此次活动的第一站——衡水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同志们兴致勃勃的乘坐画舫
游览了衡水湖，蔚蓝的天空，碧波荡漾的水面，令人

民间艺术魅力所吸引。通过参观，大家了解了武强年
画的历史渊源、传统风格、制作工艺等，还饶有情趣
地在仿古年画作坊中观看了年画师傅制作年画的过程。
通过此次活动，老同志们欣赏了祖国的美景，了
解了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陶冶了情操，加深了沟通

心旷神怡。接着又登上了湖中的梅花岛、三生岛，观

和感情。此次活动在大家依依不舍的道别声和互相珍

赏着丹顶鹤、天鹅、灰鹤等珍禽，聆听着悦耳的啼

重的祝福声中落下了帷幕。最后，大家由衷的感谢中

鸣，面对此情此景，大家仿佛置身于怡然自得的世外

心能够提供这样的好机会，祝愿中心明天更美好！

桃源，久久不愿离去。

（图片见内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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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性结构，从几十纳米到数百纳米不等，主要司职细胞内
不同膜性细胞器之间的物质运输，称之为囊泡运输（图
1）。细胞内的囊泡种类有多种，按结构特征分为包被囊
泡和无包被囊泡两类；按功能可分为转运囊泡、储存囊
泡、分泌囊泡等。通过囊泡运输的物质主要有两类：一类
是囊泡膜上的膜蛋白和脂类等，参与细胞器的组成与特定
的细胞功能，如细胞代谢和信号转导等；另一类是囊泡所

图2. 囊泡运输过程示意图。

包裹的内含物，如神经递质、激素、各种酶和细胞因子
等，这些物质可参与蛋白质或脂类的降解或剪切功能等，
或者分泌到细胞外调节自身或其它细胞的功能。

图3.囊泡运输的四个基本要素。

传统细胞生物学对各种细胞器的组成以静态结构作为
主要的描述对象，随着近年来活细胞成像、超高分辨显微
成像等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细胞器的认识已上升到动态的
层面，即各种类型的细胞器虽然分别局限在特定分区内完
成细胞的某些生理功能，但细胞器之间在发生不断的物质
交换，以保障细胞器的稳态和发挥其正常功能。这样细胞
图1. 囊泡及蛋白分泌过程中的囊泡运输示意图。

生物学家所面临的基本科学问题就是：细胞内经囊泡运输
的成千上万种货物是怎样被标记和识别，再精确地运送到

囊泡运输是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

特定的地点并卸载的呢？即囊泡运输过程是如何被精细地

动态过程，在高等真核生物中尤其如此，涉及到许多种类

调控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一旦这一运输过程发生紊乱，

的蛋白质和调控因子。囊泡运输一般包括出芽、锚定和融

细胞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合等过程（图2），需要货物分子、运输复合体、动力蛋

囊泡运输引起科学家的关注主要从上世纪60年代开

白和微管等的参与以及多种分子的调节（图3）。正如日

始，George Palade等发现细胞分泌的蛋白需要先进入内质

常生活中所见，细胞内的囊泡运输系统就好比一个城市的

网，再到高尔基体，然后分泌到胞外，基于这一细胞分

交通运输系统，各种具有动力（即动力蛋白）的不同车辆

泌途径的重大发现，他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即运输复合体）装载着所运输的不同货物（即囊泡上的

奖，但该途径的细节并不清楚。1975年Gunter Blobel进一步

货物分子），按照指定的行驶路线（即微管）抵达目的地

揭示了分泌蛋白进入内质网的信号肽学说，并因此获得了

后，完成货物的卸载。一个良好的城市交通运输状况，需

199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兰迪·谢克曼所领导的课

要精细的交通控制（即调节分子）。控制得不好，就会导

题组以酵母为研究材料，通过遗传学筛查以及生物化学方

致某些地方的交通拥堵，严重时整个城市交通瘫痪，类似

法，发现了参与蛋白质分泌运输过程中经内质网到高尔基

情况出现时我们的细胞也就无法执行正常功能甚至死亡。

体运输中50多个关键调控基因及其作用环节。与此同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67

科普之窗

詹姆斯·罗斯曼实验室主要以哺乳动物细胞为研究材料，

新一代显微成像技术，实现对细胞内的囊泡运输过程的实

着重阐明了一个特殊的蛋白质复合物SNARE（可溶性N-乙

时和长时程监控。

基马来酰亚胺敏感的融合蛋白附着蛋白受体）在囊泡锚定
和融合中的作用机制。囊泡运输是所有细胞都具有的物质

发现的意义和启示？

运输方式，神经细胞在囊泡运输研究中最具代表性，主要
基于神经细胞内存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囊泡即突触囊泡，
参与神经递质的释放。托马斯·祖德霍夫实验室的工作是
发现了触发突触囊泡融合的钙感受器（synaptotagmin），并
证实它能快速准确地将钙信号传递到突触囊泡，通过与
SNARE复合体等的作用，实现与细胞膜融合并释放神经递
质，完成神经信息的传递（图4）。以这三个实验室代表
性的工作为基础，囊泡运输出芽、锚定和融合等基本过程
及其调节机制得以揭示。
细胞内囊泡运输机制的阐明是理解细胞功能的基础。
这项发现将促使人们更加以动态的观点去认识细胞及其功
能。“生命在于运动”，没有囊泡运输，就没有细胞的活
力，也就没有生命力。正如一个城市，如果缺乏交通运输
系统，就是一座死城一样，细胞缺乏囊泡运输系统，也只
是一个“死”细胞了，这就是我们通常在图片上看到的静
态细胞。科学家在已经解码DNA密码的基础上，发展出蛋
白质组学、表观遗传组学等技术手段，对于基因组所编码
的全套蛋白质的功能及其相互作用和调控规律有了更进一
图4. 囊泡融合与释放的调节，图示SNARE复合体和钙感

步的认识，从而构筑了蛋白质的工作网络。在此基础上，

受器。

需要在细胞的动态变化这一更高的层面上来解析它们的工
作方式，重点解读囊泡运输的密码，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

必须承认，人们对细胞内复杂而精细的交通运输系统

生命力的本质。此外，对于细胞内如此精密的交通运输控

的认识目前还是初步的和框架性的，尽管囊泡运输研究领

制机制的认识，是否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城市交通运输

域已经分别获得了1974, 1985, 1999和2013年的诺贝尔生理或

管理也会产生有益的启示呢？

医学奖（每隔10来年，获奖一次！），许多囊泡运输更精

囊泡运输参与细胞多项重要的生命活动，如神经递质

细的调控机制尚有待于进一步阐明。生物学家仍然面临的

的释放及信息传递、激素分泌、天然免疫等，其运输障碍

一个基本命题是，细胞内的高负荷的物质运输如何保证其

会导致多种细胞器发生缺陷和细胞功能紊乱，并与许多重

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其中对于所运送货物的精确识别、

大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疾病、精神分裂症、糖尿病等代谢性

定向运输以及目的地卸载是囊泡运输的关键环节。现有的

疾病、感染与免疫缺陷、肿瘤等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研

研究表明，细胞内可能存在精确调控货物分选与运送的一

究细胞的囊泡运输，不仅会对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套指令，由货物分子、运输复合体、动力蛋白、运输轨道

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也将揭示一些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

及相关调节因子共同组成，称之为“运输密码”。解码这

疾病机理，为其治疗提供新的策略或靶点，对人类健康产

种指令，对于理解细胞功能和生命活力至关重要。这将有

生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赖于通过多学科交叉（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和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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