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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大豆，可
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它经常
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
陌生的是，它为什么近年来会成为一个

“卡脖子”的农作物？
田志喜：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

感觉。大豆驯化起源于中国，随后广泛
传播于世界各地。我国大豆栽培已有
5000 多年历史，是中国重要粮食作物
之一。

之所以现在会变成一个“卡脖子”的
农作物，主要是因为严重的供需不平
衡。我国每年大豆总需求在 1 亿多吨，
但是只有不足 20%的大豆产自国内，对
外依存度超80%。

记者：我们这么大的大豆需要主要
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田志喜：主要就是饲料。在我国，大
豆的主要用途是制作猪、牛、羊、鸡、鱼等
动物的饲料。饲料主要为动物提供淀粉
和蛋白质，玉米是淀粉的主要来源，但蛋
白质的来源主要就是大豆。

我们总说大豆产能严重不足，从某
种意义上讲，更多的是饲料中的植物蛋
白严重不足。

如果大豆的问题不解决，某种程度
上来说，我们中国人的肉、奶、蛋供应就
会有很大的问题。

【阅读提示】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2021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高峰

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发布了10项2020年度我国
农业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引领性、开拓性、突破性重大进展。

河北望都籍科学家、河北农大校友田志喜的“首次绘制大
豆图形结构泛基因组”位列其中。

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
作为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

员，田志喜从立志研究大豆至今，在创制革命性的大豆品种这
条路上已经探索了十年，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如
今，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具国际学术影响的科学家之一。

而他本身的经历，也是中国农业基础研究一路向前的缩
影。

田志喜田志喜：：

““为中华大豆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华大豆之崛起而奋斗””
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今天

我们为什么

要重视大豆？

对话

记者：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
局面，当前的挑战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田志喜：小麦、水稻等都是经历了
“绿色革命”的粮食作物，产量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大豆却没
有经历这个过程，产量几十年里没有明
显突破。而我国的情况尤其严峻，我国
大豆平均亩产仅为 130 公斤左右，而世
界主要大豆生产国平均亩产已经达到
220 公斤，存在很大的差距。那只有像
小麦、水稻一样，推动大豆的“绿色革
命”，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出来既高
产又富含营养的大豆新品种，大幅度提
高大豆单产，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大
豆对外依存度高的困境。

要想真正推动大豆的“绿色革命”，
实现中国大豆产量的突破性提升，目前
的确有难度，而且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办
到的。思维创新、“绿色革命”材料的创
制、基础研究的突破，都是要解决的
课题。

但作为一名科学家，总得有点情怀，
我想着为国家把这件事做成。

在此，我也希望与全国大豆科研工
作者一起努力，继续开拓创新思维，夯实
基础研究，推动大豆走向精准育种。特
别希望通过大家的一起努力，在10年至
15年实现全国范围内单产翻番，使我国
大豆自给率从目前的 15%左右提高到
30%左右。

文/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田志喜近照田志喜近照。。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摄周聪聪摄

双管齐下“撬动”大豆革命

“和现在火爆的高校新生‘平均脸’一样，
我们找到了大豆的‘平均脸’。以后我们就能通
过比对它，来识别大豆材料的高产和优质基
因。而且相比传统的办法，我们搭建的比对模
式更加准确高效。”

2022 年 1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研究员田
志喜推推眼镜，沉思片刻，通俗易懂地把他们关
于大豆泛基因组的最新研究进展“翻译”出来。

2020年6月17日，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顶
刊《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该项成果突破了传统线性基因组的存储
形式，在植物中首次实现了基于图形结构基因
组的构建，将引领全新的下一代基因组学研究
思路和方法，被审稿人称为“基因组学的里程
碑工作”。

不久前，该研究又被列为2020年度我国农
业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 10项引领性、开拓性、
突破性重大进展之一。

田志喜来自河北望都，他不仅是地地道道
的河北人，而且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读于河北农
业大学，今年46岁。

在普通人看来，这样的年纪放在科学家的
圈子里，显得有些年轻。但凭借在大豆种质资
源演化遗传基础、重要农艺性状调控网络解析
和分子设计育种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创
新性成果，如今，他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具国际
学术影响的科学家之一。

画出大豆基因组的“平均脸”，有望为大豆
的育种改良按下加速键。不过，在田志喜的“大
豆梦”里，这仅仅是第一步。

田志喜的实验室位于遗传发育所 6楼。进
入办公室前，一出电梯，就能看到一幅醒目的
标语——“为中华大豆之崛起而奋斗”。

这是田志喜给自己和实验室团队成员立
下的目标和口号。

2011 年，田志喜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结束美国普渡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遗传发
育所成立团队。前3个月，他一直在为一个合适
提气的口号冥思苦想。

“开拓进取”“守正创新”……小黑板上的
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直到写上这句“为中华
大豆之崛起而奋斗”。

十多年了，实验室的口号再没变过。
大豆，中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已

有5000多年栽培历史。
但在实验室成立之初，选择研究大豆，田

志喜是咬了咬牙才下定的决心。
“大豆不像水稻和小麦经历过‘绿色革

命’，在过去的60年里，大豆平均单产相对其他
主粮作物没有明显突破。而且相比国外，我国
的情况更严峻，平均亩产也只有国外的三分之
二左右。这种现状，会直接造成科研相关信息
少、基础研究体系不成熟等问题。”

田志喜说，好比组装一辆汽车，人家组装
燃油车，前期基础好，好多零件都有，需要什么
能直接拿来用，而且还能选择最好的零件来
用。可你如果是组装一辆全新的概念型新能源
车，每个零件都得是自己来做。

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国产大豆严重不能
满足需求，对外依存度超 80%，对我国大豆产
业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加强大豆研究，提高大
豆生产能力迫在眉睫。

“做小麦、玉米是锦上添花，做大豆却是真
正的填补空白，而且是国家现在最急需的。”就
这样，凭借着对大豆重要性的初步认识，田志
喜决定挑战一下。

田志喜最初的计划是，“前 5年做基础，以
后全力做大豆固氮研究”。然而，面对中国大豆
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给我
国大豆安全带来的影响，田志喜很快调整了计
划，决心创制革命性的高产大豆新品种。

在他看来，这能为国家做出更大、更直接
的贡献。

但高产大豆品种培育，并不是田志喜这个
“大豆计划”的全部。

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是一片含盐量高达
0.5%的重度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

但2021年秋天，这片“不毛之地”却迎来了
丰收。

田志喜和团队培育的两个大豆新品系，
TZX-1736、TZX-805以亩产264.8公斤、263.3
公斤，创造了耐盐碱大豆新品种的亩产纪录，
这样的成绩甚至远超 2020年我国普通耕地大
豆平均亩产。

“当前我国大豆面临的主要瓶颈是单产低
和耕地不足。提高国内大豆自给率，不外乎两
种途径：一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二是扩大
种植面积。”

田志喜介绍，除了 18亿亩红线耕地外，我
国还有 11.7 亿亩的盐碱、滩涂、寒区和旱区等
边际土地可能可以被改造利用，这为我国大豆
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如果通过种质创新让现有耕地的大豆单
产翻一番，就有望实现 40%-50%的大豆自给
率。”在东营试种成功坚定了田志喜推广种子
的信心，目前除了东营，团队还在新疆、黑龙江
等地布点开展高产大豆研究，这两年测产产量
都呈现出增加态势。

不断“跨界”拓展研究舞台

“田志喜的研究选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田志
喜在河北农大的师兄、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党委书记陈雪平表示，田志喜把分子生物学、
基因组学等基础研究和大豆育种实践结合在
一起，解决了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通过“顶天”的研究解决了“立
地”工作中的产业难题。

但这样的“跨界”，对一位科学家来说同样
意味着巨大的专业挑战。

2003年，田志喜进入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分子生物学。但此前他
的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河北农业大学的果树
栽培专业。

很多人可能觉得，田志喜的博士方向没有
脱离农业，这点“跨界”不算什么。但在农业研
究领域，两个方向大相径庭——果树栽培，更
多的是从栽培手段上，研究怎么调控果树生
长、怎么调控果实衰老等，分子生物学则着眼
于微观，从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
功能从而阐明生命现象本质。

但令田志喜没想到的是，博士没上多长时
间，还没来得及砸实分子生物学的知识，他就
被安排了个“非常超前”的课题。

课题的内容，就是现在普遍应用的植物关
联分析。

但在当时，这还是个创新的概念，甚至连

田志喜的博士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也
没有成熟的想法，只是认为“可以往这个方向
试试”。

但田志喜却给这位院士导师带来了足够
的惊喜。

在恶补分子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田志喜
创造性地综合了群体遗传学、数据统计学等多
学科知识，甚至还捡起本科时选修过的计算机
课程，学习写算法对数据进行统计，2007 年博
士毕业时做出了成果。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植
物中开展的关联分析。

“当时做出来后，李老师非常谨慎的，一直
没敢发，最后还是找国外相关领域的教授把了
关，对方表示这是一篇很好的成果，2009 年才
发出来。”田志喜笑着说。

“田志喜很聪明，又很本分踏实。本科毕业
后，直接推免上的研究生。硕士毕业，论文还被
评上全校的优秀论文。”谈起这位“开门弟子”，
田志喜的硕士导师、河北农大园艺学院教授张
玉星说。“他碰到难题，从来不是摆困难，总是
调动自己能想到的一切办法解决问题。而且对
科学研究有强烈的好奇和学术追求的冲动。”

2000年研究生毕业后，田志喜被留在河北
农大任教。

但一年后，一次被借聘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机会，让田志喜看到了接触分子生物
学、分子遗传学这个全新领域的机会。

“基础研究是时代的前沿，当时就觉得基
础研究真高大上啊。”当时的田志喜意识到，只
有深入到基础研究，才能对应用领域“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就这样，田志喜决定放弃当时的“金饭
碗”，继续读博。

“我们果树上搞育种，都强调‘早期性状筛
选’，哪个是优良品种其早期性状就有所表现。
田志喜那时候一看就是个好苗子，这样的人注
定应该属于更大的舞台。”张玉星表示。

2007年博士毕业后，田志喜前往美国普渡
大学一个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工作。但初到这
里，他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田志喜博士期间所在的实验室优势是分
子生物学研究，国外博士后合作导师擅长基因
组研究。他给田志喜安排了更多分子生物学的
课题，但是田志喜原来在国内做的是关联分析
的研究，分子生物学对田志喜而言不是一个擅
长的领域，科研进展很不顺利。

田志喜至今记得，那年普渡大学所在的印
第安纳州经常下大雪，他在齐膝深的雪中艰难
前进，一如他当时的心境。这样煎熬了 3 个月
后，他向合作导师提出白天做分子生物学实验，
晚上自学生物信息学和基因组学相关内容，拓
展研究领域，从而使得不同领域更好地融合。

“那时，我经常发愁，整晚睡不着。”靠着加
班加点自学，田志喜终于在专业上与合作导师
同频共振。仅仅9个月，便写出了一篇基因组方
面的高质量论文。而这，也是这个“新开张”的
实验室第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4 年后，田志喜凭借卓越的科研实力入选
中科院“百人计划”，回国开始了独立探索的科
研生涯。

“我赶上了中国农业基础研究的好时代”

走进田志喜的实验室，有科研人员正埋头
用镊子仔细地将大豆种子整齐地码放在培养
皿上，另外两间屋子里，数百个 20多厘米高的

大豆植株在控温控湿的实验柜里，绽放着新绿。
这里，保存着超过 10万份大豆材料，是目

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的大豆基因
组数据的实验室之一。

回国的十年，田志喜直接感受和见证着国
内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和实力的上升。

“我博士毕业那会儿，身边的师哥师姐们，
几乎都出国了。因为搞基础研究，当时还是国
外先进。”2011年，田志喜决定回到国内，更主
要的原因是照顾年纪越来越大的老父亲。

但真正回国后，田志喜越来越坚信，回国
是对的。

“中科院给回国人员的政策非常好，一来
我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

在普渡大学做博士后工作时，田志喜加入
的是一个“新开张”的实验室，全程参与了实验
室的创建工作。2011 年，从早年令人神往的基
础研究实力雄厚的美国回来，田志喜在国内筹
建实验室的过程中却感觉“没有任何落差”。

来到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的第二年，他便参
与了一个“超级大项目”。

这个项目有多大？
“足足10个亿。”
虽然项目已经结束了 3年多，田志喜提起

时依然难掩激动。
2012 年，中科院为推动分子模块育种，从

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品种培育等方面筛选了
12个课题，共计投入10亿元。这是中科院对基
础研究和大的科研项目进行的一次大的战略
先导性布局。

当时年仅37岁的田志喜，是其中一个课题
的负责人。

“10个亿的大项目，我们光写前期论证的本
子，就写了一年多。”最紧张的时候，田志喜4天3
夜，仅仅睡了8个小时。但田志喜却深深感谢这
次经历，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资料查询和反复
的专家论证，更加明白了国家到底需要什么”。

也正是这一次，让田志喜对我国发展基础
研究的决心和自己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基础研究当成
自己的专业追求和个人的职业规划，但现在我
却越来越意识到，发展基础研究是一项国家战
略。”田志喜说。

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战，中美贸易摩擦加
剧。在日趋紧张的局势下，中科院提出：“我们
是不是要重新思考大豆了？”

于是，田志喜被任命为紧急情况下重点部
署负责人，进行“大豆高产稳产分子基础与品
种培育”研究。

田志喜觉得自己“一直很幸运”。因为“恰
好赶上了国内基础研究上升的起点”。

“放在十多年前，我们可能会说从国外回
来有落差，但现在，除非是和一些世界顶级的
实验室相比，国内国外在实验条件上几乎没有
什么区别了，甚至有些地方还要好一些。”田志
喜笑着说。

其实，不仅是遗传发育所这一个平台，田
志喜同样感受到了我国基础研究整体科研实
力的上升。

破解大豆育种“密码”，首先需要建立基因
资源的“蓄水池”。但种质资源的收集、评价是
个“时间活”，大豆在不同生态区表现非常不一
致。对一个种质资源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需
要在不同地点不同年份重复鉴定。

正是多亏与国内 10余个大豆研究团队的
协同合作，田志喜团队才得以在3年时间里，在
黑龙江、江西、北京、天津、河南、安徽等地对
800多份种质开展了系统评价。

而且田志喜作为首席科学家申请的中科
院重点部署项目“大豆高产稳产分子基础与品
种培育”，也是联合了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等10余个团队。

多年的勤奋耕耘和创新研究让田志喜收
获了各种荣誉。

他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青年之星金奖”“第
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受到国家“优青”“杰
青”等项目资助，被评为“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第十三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第
三届腾讯“科学探索奖”……

但田志喜却始终觉得这些成绩不能完全
归功于自己，因为“我赶上了中国农业基础研
究的好时代”。

田志喜(中)与合作专家在位于山东
东营的实验地块观察耐盐碱大豆的生
长情况。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供图

石家庄市
藁城区梅花镇
朱家庄村，农
户驾驶农机收
割大豆（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发
（梁子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