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年

·基金纵横 ·

以战略科学家为核心高起点建设创新团队的探索与实践

金安江

华中农业大学发展规划处 , 武汉

创新团队建设对于高校提高学术竞争能力 、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 ,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教授领衔的华中农

业大学 “水稻功能基因组与遗传改良”团队 ,自 世

纪 年代末以来 ,在我国分子生物学 “一穷二白 ”、

落后外国同行 多年的情况下 ,准确把握发展方向

和研究布局 ,高起点汇聚和培养人才梯队 ,精心培育

团队文化 ,齐心协力 ,奋起直追 ,最终站到国际学术

界的最前沿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

因研究中心 武汉 为基础 ,团队系统构建了功能基

因组学 、生物信息学 、代谢组学 、蛋白结构等多个专

业研究平台 ,种质资源 、抗病虫 、抗逆 、营养 、品质方

面的专用设施和多个校内外育种基地 ,以及与美国

丹佛植物科学中心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英国洛桑

研究中心建立的中外联合研究平台 ,很好地满足和

支撑了团队科研发展需求 。

以战略科学家为核心 ,建立了国内外少见

的跨越多个学科 、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研究

体系

准确把握发展方向

团队以 “中国第一 ,世界一流 ”作为发展 目标 ,在

“既追求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提高国际学术影响力 ,

又服务中国农业生产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思想的指

引下 ,凝练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 ”和 “绿色超级稻

培育 ”两大科学问题 ,致力做 “顶天 、立地 ”的科学研

究 。围绕这两大科学问题 ,团队确立了相应的阶段

性目标和长远规划 ,坚持 “有所为 ,有所不为 ” ,以 “有

所不为 ”来实现 “有所为 ”。

科学布局研究领域

围绕团队的发展 目标和学科发展趋势 ,团队坚

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 ,建立了国内外少见的 、

从水稻重要基础生物学问题到水稻育种 ,跨越多个

学科 、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研究体系 ,产生了特有的

综合研究优势 。根据总体布局和个人的科研兴趣 ,

团队每个成员都确立了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 ,使得

大家在科研工作中既能相互配合 ,又避免重复研究 ,

实现了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 。

系统构建研究平台

以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植物基

秉承 “以才引才 、以才育才 、人尽其才 ”的

理念 ,高起点地汇聚和培养人才梯队

合理配置人才资源

团队按照 “按需设岗 、人尽其才 ”的要求 ,坚持固

定与流动相结合 ,通过长期有计划的引进 、选留和培

养 ,逐步建立起由学术领军人物 、学术中坚力量 、青

年学术骨干 、技术支撑力量以及学术生力军等构成

的金字塔型人才梯队 。同时 ,团队依托校内多学科

优势 ,以团队全职研究人员为核心 ,吸纳植保 、土化 、

农业经济等学科研究人员组建科学共同体 整合校

外力量 ,建立几十家科研 、育种单位参与的科研协作

网络 ,提高了人才资源配置效益 。目前 ,团队有核心

人员 人 ,其中 ,院士 、“长江学者 ”、国家教学名师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青年千人计划 ”人

选者 人 ,有海外经历的 人 ,科研助理和研究生

多人 。

实施 “以才引才 ”策略

团队采取 “以才引才 ”的人才引进策略 ,充分发

挥团队专家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 ,引荐和吸引优

秀人才 这些引进的优秀人才又通过 自身的影响力

举荐和吸引新的人才 ,从而产生良性循环的人才聚

集效应 。为保证引进人才尽快融人 、安心工作 ,团队

在学校支持下采用 “一站式服务 ”切实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 。近 年来 ,通过团队引进优秀团队 支 , “千

人计划 ”、“长江学者 ” 人以及多位曾在世界一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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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机构学习 、工作的优秀人才 。

精心培养青年人才

为了促进青年人才的成长 ,团队制定了一系列

人性化的 、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办法 。对于新

进青年人才 ,团队在启动经费 、研究条件 、研究生指

标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 ,使他们能够在科研上顺利

起步 。对于在学术上已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教师 ,团

队有意识地让他们承担重要的科研项 目或学术职

务 ,使他们得到全面锻炼 。团队还经常把中青年教

师推到国际学术交流前沿作为培养他们国际视野的

一项重要措施 。
评价机制重创新

团队建立了以 “产出和质量 ”为导向的考核激励

机制 ,制定了相应的团队成员管理办法 ,探索建立了

人员退出机制 。为激励青年人才潜心研究 ,团队鼓

励他们 “ 年站稳脚跟和明确发展方向 , 年左右有

阶段进展 , 年左右出创新成果 ”。在激励方式上 ,

团队坚持整体激励与个人激励相结合 ,事业激励与

精神激励相结合 ,实现了激励方式的多元化 。

以 “追求建树 、开放包容 、学术育人 ”为核

心 ,积极培育促进团队健康发展的优秀文化

追求建树的文化

团队倡导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 ,鼓励树立追求

有所建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张启发院士率先垂

范 、身体力行 ,起到了引领作用 。他惜时如金 ,数十

年如一 日始终奋战在科研第一线 ,取得了杰出的成

就 。在团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下 ,团队成员都能对

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沉下心来做学问 ,争作本领域的

佼佼者 。近 年来 ,团队成员发表 论文近 巧 。

篇 ,其中 ,影响因子大于 的国际学术论文 篇

人选科技部 年度 “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教

育部 年度 “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 项 ,获得

一批国际国内授权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育成
的 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种获得农业部首次颁发的

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

开放包容的文化

团队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成员之间的思想交流与

科研合作 ,建立了师生学术交流制度和内部资源共

享制度 。在团队事务上实行民主决策 在实验室管

理上鼓励学生提出和反映问题 在内部学术交流活

动中 ,强调交流和碰撞 ,取长补短 ,特别提倡要有批

评精神 在国际交流上积极主动 ,乃至发挥主导作

用 ,如发起了国际水稻功能基因组学术研讨会 ,目前

已在 个国家举办了 届 。团队推动建设的开放包

容文化已成为团队所在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核心文化之一 。该实验室以优异成绩连续

次被国家科技部评为优秀类国家重点实验室 。

学术育人的文化

团队具有重视学术育人的优良传统 ,这对培养

团队学术生力军 、增强团队持续创新能力起到了重

要作用 。团队坚持面向本科生教学 ,如团队成员 、国

家教学名师王石平教授近 年来始终坚持为本科

生和研究生讲授 《分子细胞生物学 》和 《生物信息

学 团队成员 多年来面向全校学生作 《生命科学

研究进展 》系列报告 。团队成员还十分重视身体力

行的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和科研兴趣培养工作 ,如

将品德修养作为团队成员必修课 ,实施 “千问计划 ” ,

举办科学体验班和团队开放周 ,捐资设立奖学金等 。

近 年来 ,团队发表的学术论文 ,第 作者为研究生

的比例超过 团队培养了 名博士 ,其中 , 人

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 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 。

关于创新团队建设的启示

水稻创新团队成为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一支连

续 次获得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 。团

队的发展经验表明 有战略科学家发挥引领作用 ,科

学的做好发展定位和研究布局 ,高起点的汇聚 、培养

人才梯队 ,重视建设富有个性的团队文化 ,对于形成

高水平的创新团队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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