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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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白莲 图/胡红波

采撷一颗颗原生种子，通过现代生
物育种技术手段，精心呵护它们发芽、
成长，培育适应本地环境条件的牧草和
特色作物新品种，是自治区牧草与特色
作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
验室）科研人员十余年如一日坚持在做
的事。

优良品种、突破性品种的成功培
育，来自种质资源的挖掘利用，作物品
种的种质资源被称为种业“芯片”，是培
育新品种的基础。

利用我区丰富的特色植物资源，通
过现代栽培及生物技术，提高作物的产
量和品质，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牧草与
特色作物品种，是重点实验室成立的初
衷和主要攻关方向。

实验室自 2003 年成立以来，以国
家科技发展方针为导向，面向国际科技
发展前沿，紧密围绕自治区农牧业生产
实际需求，立足依托单位内蒙古大学生
物学学科基础和优势，通过科研创新打
造特色种业“芯片”，为自治区牧草与特
色作物改良基础研究和草原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奠定基础。

破解“抗逆性”难题

破解“抗逆性”难题，开展植物抗逆
分子生物学研究，对于自治区牧草和优
势作物培育有着重要意义。

内蒙古属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存
在大面积盐碱化、荒漠化土地，且冬季
寒冷、持续时间长，干旱、寒冷的气候环
境加上土地盐碱化等危害极大的非生
物逆境，成为制约我区农牧业产业发展
的重大科学问题。

在大自然的基因库里，寻找对需要
改良的种质资源有价值的遗传特性，是
育种科研工作者们进行新品种培育的

源头活水。
在过去十多年中，实验室植物抗逆

性研究团队一方面系统掌握了内蒙古
特有天然抗逆境植物分布和种属信息，
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长叶红砂、沙冬
青、白刺等植物在盐渍土环境中耐盐性
的生理机制，并且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
技术对耐盐性的分子遗传背景进行了
有效探索。

王迎春教授告诉记者，分子生物学
技术全面系统地挖掘这些天然抗逆境
植物体内抗逆境基因，阐明抗逆相关基
因的分子功能及作用机制，为培育高产
优质牧草新品种及北疆生态环境建设
提供科学依据。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牧草基地，是
三大苜蓿主产区之一，然而，在干旱、半
干旱地区盐碱土壤上种植推广的苜蓿
品种很少，制约了苜蓿的种植和推广应
用。

现在，培育高产、抗逆苜蓿新品种
成为自治区牧草育种科研工作者们的
重要科研任务之一。随意推开一间植
物人工培养实验室的房门，看到的都是
满眼的绿意，其中不乏紫花苜蓿的身
影。

在齐艳华教授的实验室，采用雾培
技术培养的紫花苜蓿长势旺盛。该技
术实现了温度、湿度、光照、营养液等培
养条件可控模式化研究，将紫花苜蓿原
本一年收获 2-4 茬提高至 8-10 茬，实
现了一年四季苜蓿鲜草的生产，为创立
智能植物工厂、大规模生产优质苜蓿提
供了技术支撑。

“我们的中长期目标是应用植物
学、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等多学科手
段，开展我区重要抗逆植物、牧草及特
色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和保存，抗逆性形
态学基础、生理特性、分子机制等研究，
培育适宜在本地区种植的抗逆高产优
质牧草与特色作物新品种。”实验室主

任哈斯阿古拉教授告诉记者。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羊草种质资源背景复杂，种子结
实率、发芽率低，随着自然条件恶化，产
量越来越少，正面临危机。目前，提高
内蒙古草原羊草覆盖率，亟需依靠人工
获得。”正在做实验的博士生马利娟告
诉记者，现在，羊草团队率先在国内建
立起完整的野生羊草品种愈伤组织转
化体系，通过人工驯化繁育获得羊草植
株。体系建成后，为羊草品质、产量提
升奠定了基础。

羊草是草原重要的建群种、乡土物
种、优质饲草。内蒙古大学对羊草的研
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建校以来，
该校师生围绕羊草草原生态学开展了
大量深入系统的研究。

1962 年，生物系赵一之教授，发表
了内蒙古大学第一篇羊草论文《羊草草
原 产 量 形 成 的 因 素 探 讨》。 而 早 在
1956 年，内蒙古大学第一任常务副校
长李继侗先生，亲自实地考察了位于呼
伦贝尔盟谢尔塔拉牧场及莫达木吉苏
木羊草草原，进行了植被调查，建立了
草原定位监测样地。1979 年，该校刘
钟龄教授在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
进行围栏封育，建立业内知名的“羊草
样地”，40 多年坚持进行植被监测。依
托这些研究平台，如今，祁智教授等组
建了“羊草生物学研究团队”，已发展成
为国内以单一草原植物为研究材料，研
究方向最完善的一流研究团队。

培育特色作物优良新品系

在本式烟草的叶片上，科研人员拿
黑笔认真画着一个个小圆圈做标记，然
后将含有病毒和基因的接种液注射入
标记处，观察注射部位基因的抗性。

这种瞬时表达技术，以我区特色
主栽作物大豆为研究材料，重点探讨

了病毒的致病机理，为培育抗病高产
种质材料和分子育种奠定了基础。同
时，对大豆种质资源进行内蒙古地区
种植及品质产量评估，选育适合在东
部地区种植的优质高抗大豆新品种，
以期为农牧业发展和农业政策调整提
供科技支撑。

哈达教授告诉记者，农作物病害是
严重危害产量和品质的限制因素，团队
目前还在做自治区特色作物向日葵抗
列当的相关防控研究，该研究建立了宿
主及寄生植物的基因沉默方法，阐明向
日葵列当的寄生机理，为培育抗病高产
种质材料和分子育种奠定基础。

农业以种为先。据统计，良种在农
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 45%以上，是农业
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
础。我区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特色
农产品生产基地，拥有大豆、玉米、向日
葵、马铃薯、小麦、水稻等 6 大主栽作物，
还有油菜、荞麦、甜瓜等丰富的特色种质
资源，通过育种创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有着重要战略意义。

熊志勇教授团队将国际上最先进
的精准分子育种技术应用于我区优势
作物马铃薯育种研究，改良马铃薯重要
农艺性状。目前，团队已经建立高效、
多基因、多靶点的马铃薯基因组编辑技
术体系，获得多个龙葵素含量极低、支
链淀粉含量高和抗低温糖化的自主知
识产权马铃薯新品系。

“其中，低龙葵素新品系在马铃薯
发芽或变绿的情况下，龙葵素含量低于
国家标准，即获得马铃薯发芽或变绿无
龙葵素毒害的马铃薯，从而消除了食品
安全隐患；高支链淀粉新品系的支链淀
粉 含 量 由 原 来 的 80% 左 右 提 高 到
99.1%，使马铃薯淀粉有更好的工业用
途；此外，抗低温糖化新品系在低温储
藏 1 个月后，油炸薯片维持商品级水
平，解决了马铃薯低温糖化引起的油炸
薯片变黑难题。”熊志勇教授介绍说，以
上指标均优于或不低于国际报道的成
果技术指标，这些成果为马铃薯功能研
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和工具。

在李东明研究员的实验室里，本土
的谷子品种和来自其他地区的谷子品
种正在进行生长周期和穗长等试验数
据比对，结合传统杂交育种与现代分子
育种方法，筛选和培育产量、口感更优
的谷子新品种。

“通过各项实验数据比对后我们发
现，内蒙古谷子的品质最优。将营养、
外观、产量等不同优异品质定向聚合到
一起，实验室每年都会培育一些适合本
地的新的品系，今年又有 2 个品系将要
申报新的品种鉴定。”李东明研究员表
示，研发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
种，将为新旧动能转换和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外卖小哥正在把餐食放入外卖智能取餐柜。近日，外卖智
能取餐柜亮相辽宁沈阳。外卖小哥将外卖放到取餐柜后，顾客
可凭借手机接收到的取餐码从餐柜中把餐食取走，既实现了

“无接触配送”，又提高了外卖的配送效率。 据人民图片

无接触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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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若 王秋梦

线上置办年货
1. 建议不在网上购买冷链食品，避免通过海淘、代

购等渠道购买国外食品。
2. 在收取年货快递时，尽量采用智能快递接收箱，

或是让快递员把包裹放在指定地点，避免正面交流。
3. 取快递时最好佩戴一次性手套，避免直接接触快

递外包装。
4.快递取到后，先拆外包装，在通风处把物品清洁消毒

后再带进屋。若不急需，先在通风处放置1-2天再打开。
线下置办年货
1. 出门采购需佩戴口罩，做好健康码登记、配合体

温监测、保持社交距离、不触碰手眼鼻。
2. 选择正规的、防控措施落实较好的超市，观察超

市是否实施人员分流，健康监测等防疫措施。
3.去超市时尽量避开高峰时间，一次性买好几天的食

物。不在超市闲逛，在超市停留时间最好控制在半小时以内。
4. 购物时不要直接用手触碰食物，不品尝未加热的

食物，肉类等生冷食物要与果蔬、熟食等食物分开包装。

采购归来
1. 对于口罩，可以用酒精喷雾消毒后放入密封袋，

丢弃到专用垃圾桶内。
2. 进门前更换室内鞋，外出鞋和脱下的外套可以放

在阳台外通风、晾晒半小时。
3. 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搓揉手腕、手心、手掌、指

缝等处 30 秒左右，再用流动水冲洗，并用纸巾擦干。
4.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环保购物袋，可用消毒液进行

擦拭，放阳台外通风半小时。对于带有外包装的食品可
直接去掉包装袋，或用75%的酒精擦拭表面后再放置。

年货处理
1. 清洗水果要用常温自来水轻轻冲洗，带皮水果尽

量削皮后使用，不建议用消毒剂直接喷洒清洗。
2. 清洗冷链食品，首先保持厨房通风，对厨房台面

和器皿表面进行消毒，再浸泡搓洗生的肉制品，之后洗
手接触熟食，最后要分隔存放生、熟食物及用具。

3. 烹调冰冻海鲜时，要烧熟煮透，避免生食、半生
吃、酒泡、醋泡或盐腌后直接食用海鲜食品。

4. 食品制作的全过程要使用安全的水，烹调好的食
物及时食用，冰箱取出的生冷熟食彻底加热。

（转自科普中国）

疫情期间怎么置办年货？
正确采买指南来了！

●2020 年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 9.8 万亿
元 ，逆 势 增 长 14.8% ，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比 重 达
24.9%，我国已连续 8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
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合作，首次产生非人灵
长类动物的高精度三维基因组学图谱资源，并通过跨
物种多组学分析，发现人类特异的染色质结构和脑发
育调控元件，为阐明人类大脑发育的进化机制提供新
思路和证据。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顶尖
期刊《细胞》上。

●到 2035 年，我国要建立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
精细的气象业务体系，气象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气象深度融入民生保障和行业发展，气象强国基本建成。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表一项气候科
学的研究论文显示，全球海表温度在过去 1.2 万年里一
直在上升。

●近日，由烟台大学分子药理和药物评价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主持研发，中国首个自主研发、开
展全球注册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微球制剂获
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此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该新成果被用于治疗急性和慢性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
各种精神病性状态的明显的阳性症状和明显的阴性症
状，可减轻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情感症状。

●有“冰丝带”之称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国家速
滑馆已完成速滑滑冰赛道的首次制冰工作，正式具备
了迎接测试赛的条件。国家速滑馆采用二氧化碳跨临
界直冷制冰系统，是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
接蒸发制冷的冬奥速滑场馆。

●近日，内蒙古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中山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就共建“内蒙古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大数据研究院”签
署了科技合作协议。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将协助内
蒙古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建设内蒙古健康大数据科
研平台，提供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持。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原来如此

哈斯阿古拉教授查看实验室作物长势。

用瞬时表达技术探究大豆花叶病毒机
理的本式烟草叶片。

自治区牧草与特色作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打造优良特色作物种业“芯片”

视线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入岛旅客通过大数据查验系统快速通行。春运开始以来，海口市在
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在机场、港口通过大数据查验、现场采样等措施，确保车辆、旅客高
效率通行，方便快捷进出岛。 据新华社

大数据查疫

实验室培养的不飞絮杨树幼苗。
正在培养的马铃薯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