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青
创
﹄
观
察

要闻一览

8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潘佳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科技■邮箱：15651348@qq.com

智
﹃
惠
﹄
草
原

□本报记者 白莲

“创造一种自然界或目前体系不存
在的种质材料，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好玩’的事情，它会驱动我们的好
奇心。就是因为大家始终坚信‘再坚持
一下、再努力一点，我们就一定能行’这
个信念，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找到最终的
结果。”

这的确是件有价值感和存在感的事
——4年时间里，齐建建教授团队研究出

“利用小孢子培养技术创制马铃薯遗传研
究的新体系”。就是这个体系，成为比肩世
界的我国马铃薯种质创新的重要突破——
该技术将有望解决马铃薯分子育种“卡脖
子”问题，为利用基因学最新技术进行马铃
薯科研和育种开辟另一条路径。

创造新规则，
为马铃薯“前育种”提供支撑

齐建建教授的“马铃薯情缘”要从
2015年说起。时逢国家提出“马铃薯主
粮化”战略，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毕业
后，齐建建响应号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
马铃薯。“我学的是作物育种，就是想通
过自己的专业特长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事。”

毕业时，齐建建在国际著名期刊发
表影响因子高达20多的论文，完全可以
选择留在北京寻求更好的发展。但与内
蒙古没有任何交集的齐建建却做了一个
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离开北京的
家，只身一人来到内蒙古。

“马铃薯是自治区特色优势作物，也
是内蒙古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内蒙古大学利用生物技术做马铃薯
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校马铃
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着深厚的研究底
蕴。”在“伯乐”张若芳教授的大力引荐
下，渴望干事创业的齐建建通过学科带
头人人才引进政策入职内蒙古大学，开
启了他的马铃薯科研之路。

马铃薯是重要的菜粮兼用作物。然
而，国际范围来看，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周
期长、难度大，基础研究和育种技术亟需
提升。国内大范围使用的品种布尔班克
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自治区一些主力品
种如大西洋、荷兰十五也有四五十年没
有更新换代。培育形成新品种，是国家
及自治区的战略需求。

自治区高度重视马铃薯产业发展，
根据农业部《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

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相继出台了
《内蒙古自治区推进马铃薯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等，从政策层面对马铃薯产
业高效发展进行支持引导。

“基因决定品种。基因前进一小步，
育种发展一大步。把基因搞清楚了，就
好比给育种过程装了导航，精准育种才
有方向。”齐建建说。

“在了解马铃薯的基因功能方面，一
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研究
材料。”齐建建告诉记者，“不同于水稻、
玉米、番茄、大豆等纯合二倍体模式作
物，大家常见的马铃薯拥有4套染色体，
属于四倍体遗传植物，仅单个基因位点
的分离情况就比二倍体模式植物复杂8
倍。马铃薯有将近4万个基因，整体上
比二倍体复杂8的4万次方倍。另外，四
倍体马铃薯还存在基因组高度杂合、自
交衰退等不利因素。马铃薯的这些遗传
特性，决定了利用现有的四倍体模式，无
法高效破解它的基因密码。”

因此，建立高效的基因分离系统，是
马铃薯分子育种的当务之急。自交亲和
的纯合二倍体是马铃薯遗传研究的理想
材料。马铃薯在二倍体水平驯化，不仅
资源丰富，而且遗传分离将大大简化。
然而绝大多数天然二倍体是自交不亲和
的，也就是说，它们无法通过自交来获得
植物学意义上的种子（实生种子）。

“既然自然界里这个材料不存在，我
们参考其他作物，可不可以走一条全新
的、‘异想天开’的技术路线？”

团队经查阅资料，发现目前为止已
报道能够自交亲和、杂合的二倍体马铃
薯总共不超过10份，且这些资源分别保
存在美国、秘鲁和英国的种质资源库
中。把这样的材料引进来，然后通过小
孢子培养等技术加以纯化，就能创造出
符合模式植物要求的马铃薯新种质。概
念汇报后，团队的想法得到学校以及自
治区科技厅相关负责人的认可，课题正
式立项。

2016年 10月，课题组成功从国外
引进种质资源，为了争取时间，在气温适
宜的深圳开始了试种工作。转眼到了来
年春，课题组却没有看到应该如期开放
的花朵，实验中断了。大家很困惑，究竟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2017年4月，天气回暖，在内蒙古大
学北校区的网棚内，齐建建带领学生锄
草、驱虫，一起管理，每个人的心都揪着
悬着，害怕这条路不能走得通。

7月份，终于开花了。醋酸洋红处
理后，显微镜下全部是被染红的花粉
粒。花粉是有活力的！实验闯过了关键
的一关。

当年底，实验室里的23株二倍体再
生植株苗让大家倍感兴奋。“以前只存在
于报道里，现在拿到手中，很有成就感！”

经根尖染色体计数、流式细胞等方
法鉴定，课题组从23份再生材料中发现
6份理论纯合度接近100%的二倍体再
生植株。通过对二倍体材料进行为期2
年的表型评价，最终借助全基因组重测
序，成功筛选出SVA4和SVA32这2份
完全纯合的二倍体。SVA4和 SVA32
不仅具备了经典模式植物纯合、可自交、
易于遗传转化等特点，还丰富了马铃薯
遗传研究的材料类型，拥有广泛应用前
景。相关成果在国际植物学知名学术期
刊《植物学报》（Journal of Integra-
tive Plant Biology）上刊发。团队在
马铃薯新种质创新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
引发了强烈关注，目前已收到中国农科
院、中国农大、华中农大、上海师大等多
家单位的引种申请。

建立突变体库，
为马铃薯产业注入新活力

项目验收的时候，一些专家提出疑
问，该体系创制的二倍体新材料是自然
界原本不存在的新事物，对育种到底会
有什么实际帮助？

“ 团 队 做 的 是‘ 前 育 种 ’（Pre-
breeding）方面的工作，是面向产业未
来发展开展的应用基础研究，我们面向
前沿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人工
创造新材料，改变规则，为的是更高效地
挖掘基因，为育种提供新的性状、种质材
料或者分子标记。”

育种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种质
资源引入到新品种选育是个很长的产业
链。按照以往经验，马铃薯新品种培育
往往需要10到 15年，而二倍体新材料
的创制，有望帮助大幅缩减这个周期。

“让每一个基因都发生突变，每一个
基因都能找到相应的突变体。如何更加
高效地找到决定某个农艺性状的基因，
这个基因该怎么用？”迈出了第一步，团
队接下来有更远大的目标。

团队目前正在用新材料进行马铃薯
突变体库创制工作，以期为我国马铃薯
功能基因挖掘、品质改良等提供技术支
撑，推动自治区马铃薯基因组学研究和
分子设计育种的快速发展。

另外，为响应国家对种质资源引进
和保护的号召，团队从马铃薯原产地秘
鲁引进遗传变异丰富的1000多份种质
资源品种作为储备，建立了种质资源
库。下一步，将开展基因组序列测定，面
向新品种选育，开始初步的表型评价和
利用。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视线

“无中生有”的二倍体马铃薯诞生记诞生记诞生记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于2016年9月25日
落成启用，2020年1月11日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目前，“中国天眼”是全球
最大且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接收到100多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综合
性能全球领先，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

今年3月31日0时起，“中国天眼”向全球天文学家征集观测申请。所有国外申
请项目统一参加评审，评审结果将于7月20日公布，观测时间将从8月开始。

据新华社电

“天眼”开放

●经过近2年的深入研究，科学家对人类首次“看
见”的那个黑洞，成功绘制出偏振图像。当光线通过某
些滤光片、或从被磁化的高温区域发出来时，就会发生
偏振现象。就像偏光太阳眼镜能减少来自明亮表面的
反射和眩光，帮助人们看得更清楚一样，天文学家可以
通过观察来自黑洞边缘的光的偏振特性，来锐化他们的
视野。

●日前，在全球干旱生态系统国际大科学计划项目
成果发布会上，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
杰强调了开展干旱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代表研
究团队发布了《全球干旱生态系统科学计划》中文版，报
告了全球干旱生态系统国际大科学计划的目标、任务和
路线图。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支持浙江省、青岛市、
大连市分别建设物联网、智慧家庭、洁净能源的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服务带动全国物联网产业、智慧家庭产业
和洁净能源产业升级发展。

●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印发《关于开展全国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的通知》及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总体方
案（2021—2023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作物、畜
禽、水产种质资源普查。据介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技术要求最高、参与人员最多
的一次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近日，地理信息及地测遥感院士专家工作站在呼
和浩特市落户成立。该院士专家工作站以内蒙古盛邦
北斗卫星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建站单位，以北斗产业应
用服务平台为依托，积极引进中科院赵鹏大院士及其团
队，旨在深入参与自治区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服务平台
等信息化建设标准、行业规划以及自治区经济发展战略
制定，落实基于“北斗+”“地测遥感”和“能源互联网+”
技术的土地、矿产、能源、交通、公安、水文以及农、林、
牧、渔等行业信息化和服务平台的建设、示范与推广应
用。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瞿剑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的迄今唯一“超级
害虫”烟粉虱，具有一种类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本
领：其从寄生植物那里获得了防御性基因。这是现代生
物学诞生100多年来，首次研究证实植物和动物之间存
在功能性基因水平转移现象。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细
胞》近日在线发表了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张友军团队历经20年追踪研究所得的这一惊人发现。

“大自然真是太精妙、神奇了！”团队首席、中国农科
院蔬菜花卉所所长张友军研究员表示，精妙在于，动物
和动物之间、植物和植物之间存在一些为人所知或不为
人知的互动关系，而现在知道，这样神奇的互动关系在
动物和植物之间同样存在。

从2001年起，张友军就对烟粉虱产生兴趣，关注重
点为，它为何具有如此异乎寻常的“极度多食性”（已知
其食物“菜单”包括600种以上植物），同时又是病毒的
超级载体（已报道它能够传播300余种病毒）？而这正
是它极易暴发成灾的主因。现代生物信息学和分子生
物学以及生物化学、转基因、生物学测定等方法为研究
突破带来可能。

初次转机出现在2013年 7月，张友军团队在对烟
粉虱作基因组测序时，发现其体内的植物源基因。“刚发
现时我们也很吃惊。”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农科院蔬
菜花卉所已出站博士后杨泽众表示。此后，团队运用同
源基因进化分析和异源蛋白表达技术等手段，证实了它
是一种来源于植物的名为PMaT的基因。

张友军解释，在植物和昆虫的共进化过程中，植物
能够产生有毒的次级代谢产物（比如最常见的酚糖）来
防御昆虫侵害。但是酚糖在充当植物“铠甲”的同时，其
过量表达又对植物本身生长发育不利，于是植物就利用
PMaT基因代谢酚糖来降毒。

烟粉虱“盗用”了植物源PMaT解毒基因变成自己
的BtPMaT1基因（这一基因水平转移事件发生在距今
3500万年—8600万年间），这些基因由原子构成的若
干组碱基表达，在被烟粉虱“偷盗”之后，其结构基本不
变，功能大致相当。烟粉虱由此获得了对大多数植物

“免疫”的本领，这正是巧妙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
生物防御策略。

该论文是我国农业害虫研究领域首篇《细胞》论
文。在评审阶段，3位《细胞》专业审稿人几乎是以一种

“欢呼”的姿态，对该论文作出了积极评价。

惊人发现！
功能基因竟能从植物转移到动物

【记者手记】

家人陪伴的缺失，成为齐建建心中的隐痛。去年疫情期间，他被迫享
受了一个“真正”的寒假，那也是女儿出生 6年多时间里，他陪伴孩子最久
的一段时间。乖巧伶俐的女儿要求和爸爸一起玩“角色互换”游戏，看着女
儿在电脑前模仿着爸爸投入工作而对他不理不睬的可爱模样，齐建建心中
充满愧疚。

持之以恒的基础研究，离不开久久为功、苦干实干的埋头攻关；突破性
成就的取得，源自于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支撑。

“齐老师几乎没有时间的观念，从周一到周日，从清晨到深夜，都是工
作时间，我们随时可能收到关于课题‘奇思妙想’的灵感启发。”团队骨干成
员杜密茹博士这样笑言来自学生们的集体吐槽。

心无旁骛，至善至美地完成课题，这种不能松懈的紧迫感，来自内心的
驱动力。

“和国外同行PK，在细分领域争第一。我们国家和自治区拥有优势资
源，我们应该把它充分研究好、利用好。”面向国家及自治区需求，齐建建发
挥引领示范作用，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到国家战略发展中去，以敢于创
造的雄心壮志，勇闯科研“无人区”，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这些突破
不仅为丰富和发展马铃薯科学研究体系做出贡献，也为解决关键领域“卡
脖子”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而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科技事业迅猛发展，靠的正是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艰苦努力。

近年来，自治区通过“青年创新人才奖”“杰出青年培育基金项目”“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人才工程和科技项目，成功引进和培育了一大批
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他们坚持“四个面向”，勇挑创新重担，在各个科研领域深耕细作，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相衔接，科研领军人
才及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重要力量。

自本期起，《科技》版将开设《“青创”观察》专栏，带您领略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和砥砺前行的创新故事。

开
栏
的
话

从国外引进的马铃薯种质资源从国外引进的马铃薯种质资源。。

前沿

团队创制的模式马铃薯团队创制的模式马铃薯SVASVA44。。齐建建教授齐建建教授（（中中））与团队成员讨论研究方案与团队成员讨论研究方案。。

““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夜景夜景。。

工作人员对“中国天眼”进行全面体检，保障
其运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