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收节之际探访山东最大的种质资源库———

攥紧农业“芯”，10万份种质搭上生命方舟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A03要闻

记者 黄寿赓

打开仓门
这里藏着源自1974年的小麦

从山东省农科院南门进入，来到位于
东南角的一座办公楼，穿过长长的走廊，再
拐进一间库房，随着钢制仓门打开，一股冷
气伴随着粮食独有的味道扑面而来，接着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银色货架。

拉开货架抽屉，数十个方形塑料瓶整
齐排列，不留一丝多余的缝隙。抽出一瓶，
瓶身上贴着条形码，上面印有入库编号、作
物名称、种质名称、入库日期等信息。

这便是大众印象中的种质资源库。
山东省农科院资源所种质资源库助理研

究员王栋站在高脚梯上，与同事一道入库工
作。他们全程身着羽绒服，墙上的温度计始终
指示为零下4摄氏度。

同事将已编好顺序的菜豆种子一一递
给王栋，经他检查无误后再放入抽屉。可以
看到，入库种子数量不一致，有的几乎满瓶，
有的仅剩三分之一。数量的差异，正是这些种
子发挥作用的体现。王栋告诉记者，“这批种
子此前出库，是因为要对外分发，供育种专家
使用，现在分发完毕后，再重新入库。”

据山东省农科院资源所种质资源库主任
李润芳介绍，作为目前我省唯一的、综合性、
现代化农作物种质保存设施，山东省农科院
资源所种质资源库建成于2010年，包含两个
中期库、3个短期库，库容量达到20万份，同时
还建有种质资源圃1处，面积300亩。

在这里，已收集保存各类种质资源
10 . 5万余份，其中，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药
用植物、牧草绿肥、蔬菜花卉等种质资源
4 . 5万余份，特色稳定科研材料6万余份。
“这个库的设施虽然是2010年建成的，但里
面存有最早可追溯至1974年的小麦资源，
距今已有48年的历史，发芽率依旧很高。”
李润芳说。

到农村去
发掘更多特殊老品种

一个个银色柜子观感酷炫，保存着近
50年的种子，使其“内涵”十足，但这仅是种
质资源库相关工作的冰山一角。超10万份
种子从何而来，还需要从前期收集说起。

按照种质资源库的定位，该库主要立
足于山东省特色种质资源，面向黄淮海及同
纬度地区，进行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
野生种、地方品种、选育品种是收集的三个主
要类别。

前几天，李润芳刚刚带队从莱芜收集
种子归来，他们去的一个村子比较有名，是
电视剧《安家》中的一个取景地，位于悬崖
边上的逯家岭村。

“之所以选择这个村，是因为其地理条
件比较特殊，交通不便，农民要通过自留种才
能维持种植，在这种情况下，该村的地方品种
资源比较丰富。”李润芳解释道，“当前，地方
品种是资源库收集的重点，这些品种流传几
十年而未被商品种淘汰，说明其本身具备优
异的形状或品质，这些资源应该被收录。”

在逯家岭村，工作人员收集了包括谷
子、黄瓜等在内，多个流传了几十年的老品
种，这些种子除了在当地要进行身份采集、
信息录入等工作，回到种质资源库，还需进
行查重、去重、种子清选、种子生活力检测、
库编号编码、种子干燥、种子包装称重等一
系列工作流程，然后才能入库保存。

莱芜的收集工作，山东省农科院资源所
种质资源库研究院马玉敏也参与其中，主要
收集了黄瓜、南瓜等品种，她告诉记者，“很多
品种的收集不是去一趟就能完成，因为可能
有果实的时候，种子还没熟，有花的时候，还
没有果实，一个地方要去三五次才能完成，
至于磕磕碰碰、蚊虫叮咬已是常事。”

此外，种子入库后并非就一劳永逸了，
为确保种子活性，每隔5年，种质资源库还
会提取部分种子检测，如果活力下降低于
临界点，就需要拿出来重新繁殖更新。

分发共享
优秀品种选育从这里开始

一粒种子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数据资
源，而育种最关键的核心要素，就是掌握多
少种质资源，有没有足够丰富的种质资源
筛选、组合，直接决定了能不能培育出更好
的品种。

种子入库以后，固然可以作为战略资源
进行长期保存，但该项功能一般由长期库来
承担，而对于山东省农科院这种以“中期库”
为主的种子资源库来说，如何盘活资源，使其
在品种选育中发挥作用也十分重要。

以常见的荷兰豆品种选育为例，现在
市场上多数是绿色的、比较肥厚的豆子，紫
色的豆子品种非常稀少且豆荚较小，口感
不好。所以，随着紫色食品在当下越来越受
欢迎，就有育种专家提出，能不能培育出既
是紫色同时口感又好的荷兰豆。

在这个过程中，种质资源库储存的不
同品类荷兰豆种子就派上了用场。李润芳
告诉记者，“按照目标性状提取种子，然后
杂交培育，目前育种专家已种出了比较稳
定的紫色荷兰豆。”此外，当前比较火的节
水抗旱稻、耐盐碱稻等品种的选育，最开始
也是从种质资源库筛选材料。

李润芳介绍，依托种质资源库，建成了
由实物层、数据层、网络层构成的种质资源
中心。该中心除了一个种质资源安全保存
和高效利用共享平台，还承担着“国家农作
物种质资源平台山东子平台”运行与服务
任务，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国家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目前，中心已面向国内外科研院
所、大专院校和企业个人等，提供了2 . 2万
余份次农作物种质资源实物共享服务，为
山东省乃至全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支撑。

只争朝夕
很多品种再不抢救就消失了

种质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建设生态
文明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2021年7月9日，《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审议
通过，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
安全的战略高度。这是继1962年出台加强
种子工作的决定后，专门针对种子工作印
发的第二份中央文件。该行动方案提到，全
面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进一步加大资
源普查力度。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加快
推进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强化精准鉴定
评价。而在去年3月，农业农村部已经印发《全
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总体方案》，将利用3年
时间开展种质资源普查，是新中国历史上规
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全国性农业种质资
源普查行动。

对于种质资源普查的紧迫程度，种质
资源库的研究人员也有着来自一线的直观
感受。马玉敏表示，随着气候条件和自然环
境变化、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土地经营方
式改变，导致了大量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
源和地方品种迅速消失，开展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全面普查和抢救性收集迫在眉睫。

李润芳也表示，“物种消失的速度比想
象中还要快，比如我们去胶东的一些村子，
农民都已经是买菜吃，早就不种地了，很多
种子随之消失，这需要我们加快进度。”按
照计划，下周，李润芳团队将前往泰安进行
为期一周的收集工作。

此外，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期项
目的建设提上日程，预计将于10月下旬正
式开工。项目建成后，种质资源库总库容可
达105万份，将成为全国功能最全、容量最
多、标准最高、投资最大的省级种质资源
库，能够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推进“种业
强省”建设提供源头支撑保障。

丰收节已成为新时代重农强农的生动象征，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鲜活体现。为贯彻落实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推动丰收节化风成俗，营造城乡共庆
丰收氛围，生动展示我省农业创新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发展成果，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这里“丰景”独好———— 庆丰收 迎盛会·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报道》。特别
报道聚焦乡村发展、直击丰收现场，品瓜甜麦香蟹肥、听山东农人故事，礼赞丰收、讴歌时代，全方位展示山东乡村振振兴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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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寿赓

普通环境下，小麦
种子存放5年，发芽率就
大大降低，但一粒来自
1974年的小麦种子，历经
近50年的岁月变迁，仍能
成功发芽，其中的奥秘就
在于“种质资源库”。9月
21日，记者走进山东省农
科院资源所种质资源库，
听专家讲述一粒种子的
岁月故事。

山东省农科院资源
所种质资源库主任李润
芳介绍，种质资源库是
利用仪器设备控制贮藏
环境，长期贮存作物种
质的保存设施，发掘和
收集各种农作物种子，
科学贮藏，使种质在几
十年甚至数百年后，仍
保持原有的遗传特性和
很高的发芽率，对于品
种选育及生物学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按照不同功能定
位，种质资源库分长期
库、中期库和短期库。比
如，依托中国农业科学
院建成的国家农作物种
质资源库就属于长期
库，该库贮藏的种子寿
命可达50年，属于国家
战略资源，一般情况下
不对外分发；山东省农
科院资源所种质资源库
主要以中期库为主，贮
藏时间一般在10-20年，
资源可以向社会发放。

种质资源库进行资源收录，并
非单纯以好坏作为衡量标准，而是
更看重资源的多样性。一种资源只
要有不同于其他资源的特点，就能
被选中，经过编号、发芽率测试、干
燥、包装等处理，可以入库储存。

截至目前，山东省农科院资源
所种质资源库已收集保存各类种质
资源10 . 5万余份，其中，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药用植物、牧草绿肥、蔬
菜花卉等种质资源4 . 5万余份，特色
稳定科研材料6万余份。

李润芳告诉记者，“这个库的
设施虽然是2010年建成的，但里面
存有最早可追溯至1974年的小麦
资源。”

1974年距今将近50年，一般情况
下，小麦种子在普通环境下保存5年，
发芽率就会大大降低，这将近50岁的
小麦种子，又是如何保持生命活力的？

李润芳介绍，湿度与温度是种子
储存的两大关键因素，在种子“身体
素质”过硬的基础上，环境要干燥、温
度要低，才能确保存活时间长。

为此，种质资源库工作人员在
将种子入库前，首先筛选的就是比
较茁壮的种子，然后进行干燥，使其
含水量降至8%以下。入库后，中期
库温度、湿度恒定，其中，温度始终
保持在零下4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
要小于50%。

种子入库后，并非一劳永逸，为
确保种子活性，每隔5年，种质资源
库还会提取部分种子检测，如果活
力下降率低于临界点，就需要拿出
来重新繁殖更新。由此，种子才能保
存数十年之久。李润芳表示，“截至
目前，来自1974年的小麦种子发芽
率依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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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高不高、瓜果甜不甜……很大
程度上都是由种子决定的。种子堪称农业的

“芯片”，种质资源库则是进行种质保存的主
要形式，常被称为“生命方舟”。山东省农科院
资源所种质资源库是省内目前唯一的综合
性、现代化农作物种质保存设施，已收集保存
各类种质资源10 . 5万余份。

如何保护好种质资源，
培育出好种子？9月21日，记
者走进山东省农科院资源所
种质资源库一探究竟。

王栋（上）与同事将种子入库。 记者 王鑫 摄

种质资源库工作人员对大姜进行信息采集。 受访者供图 马玉敏对收集的种子进行烘干。 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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