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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
四届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国际交流中心 104 会议室顺利举
办。

本次论坛由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农学院、植保学院、园艺学院 、资环学院、生命学院主办，
校研究生会、旱作国家重点实验室团工委承办，邀请了
马锋旺、刘同先、黄丽丽、宋卫宁、冯永忠、郭军、李
志、林雁冰、胡胜武、王晓峰、赵天永、文颖强、江元
清 13 位教授担任论坛评委。

 论坛以旱区逆境农业的“根”和“果”主题，面向
旱作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全体研究生征集投稿，共收到了
论文摘要 62 篇，论坛组委会从中遴选出 16 篇论文。会
上进入论坛汇报环节的 16 位研究生围绕“遗传发掘和
种质创新”、“环境胁迫与逆境适应”、“生态改良同
病害防治方面”三个议题进行汇报交流。现场评委认真
听取了研究生的汇报后，从选题、论据、研究成果、汇
报与答疑及 PPT 制作与演示等方面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经评审组评议，最终张强同学获得一等奖，胡洋、
樊光进、李程三位同学获得二等奖，马福利、孙逊、贾

津布三位同学获得三等奖 , 燕敬利、吴建辉、吕士凯、
池青、吕金洋、李志谦、张庭、穆京妹、陈守坤八位同
学获得优秀奖。 

自 2014 年研究生学术论坛举办以来，刘同先教授
已经多次担任论坛评委，他说“从论坛情况汇报来看，
广大同学的研究与本实验室的主题衔接的越来越紧密，
研究水平也总体有了很大的提升，也希望广大研究生在
之后的学习、研究中勇于创新、多看一些资料，多参加
一些会议，尤其是好的项目，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
与创新能力。也希望主办单位能够多举办此类学术论坛，
为研究生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促进优秀研究
成果的交流。”

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副院长霍学喜教授出席论坛并
致辞。本次论坛评委专家组组长马蜂旺教授对论坛进行
了点评，他充分肯定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对论坛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鼓励研
究生积极努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来 源：校研究生会  旱作国家重点实验室团工委
 作 者：王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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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项目及题目 汇报人

     8:30—8:50 开幕式

8:50—9:10
Heat stress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at transcriptional and post-transcriptional levels, revealed by RNA-

seq in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陈守坤

9:10—9:30
A novel protein controls brassinosteroid signaling and adaptation to abiotic stresses  

李程

9:30—9:50
Saturation mapping of stripe rust resistance gene Yr26 and associated candidate genes analysis via a combination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and bulked segregant analysis in hexaploid wheat
吴建辉

9:50—10:10
Improvement of drought tolerance by overexpressing MdATG18a is mediated by modified antioxidant system 

and activated autophagy in transgenic apple 
孙逊

10:10—10:30 茶         歇

10:30—10:50
Inheritence and molecular mappping of wheat sources centrum to stripe rust and identifying novel sources for 

wheat breeding against stripe rust 
穆京妹

10:50—11:10
 A systems approach to a spatio-tempo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rought stress response in maize        

张庭

11:10—11:30
MoFRQ is important for conidiation, appressorium penetration in the rice blast fungus

张强

11:30—11:50
Ectopic expression of Arabidopsis broad-spectrum resistance gene RPW8.2 improves the resistance to powdery 

mildew in grapevine (Vitis vinifera)      胡洋

14:30—14:50
Stilbene synthase VpSTS26 from Vitis pseudoreticulata is secreted from ER to vacuole by ER-derived oil body 

throughout autophagy pathway  马福利

14:50—15:10
Transcriptome analysis reveals ke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wheat growth and grain development 

池青

15:10—15:30
The 25-26 nt small RNAs in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are associated with efficient silencing of homologous 

endogenous genes    贾津布

15:30—15:50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hybrid necrosis genes in bread wheat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ir genetic linkage region in 

breeding  吕士凯

15:50—16:10 茶          歇

16:10—16:30
Biosynthesis of salicylic acid and feedback regulation of VvHDZ28 promote stenospermocarpy in Thompson 

seedless  李志谦

16:30—16:50
NACa transcription factor from Oilseed Rape (Brassica napus L.) modulate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ccumulation 

and cell death 燕敬利

16:50—17:10
A Phytophthora capsici effector weaken plant immunity by targeting and suppressing RIP3, which can participate 

ER-stress mediated plant immunity 樊光进

17:10—17:30
Male sterility of a herbicide-resistant Brassica napus L. mutant induced by tribenuron-meth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crease of AHAS activity  吕金洋

17:30—18:00 颁奖、总结

第四届研究生学术论坛
会 议 议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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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博士研究生     
专业：植物病理学
学习经历

本科阶段：
2005 年 9 月至 2009 年 6 月，就

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植物保护专业，获得农学学士学位。

硕士阶段：
2009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就

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专业，师从孙广宇教授，研
究主要涉及苹果霉心病病原真菌多样
性及侵染特性等方面的内容。 

博士阶段：
1、2012 年 9 月至今，就读于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植物病
理学专业，师从国家“千人计划”入
选者许金荣教授。

2、博士期间的研究内容主要涉
及禾谷镰刀菌分泌蛋白 Sup、自噬相
关蛋白 FgAtgs 及稻瘟菌光周期蛋白
MoFrq 功能分析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名获奖者
张  强

第二名获奖者
胡  洋

学历：博士研究生     
专业：果树学专业
科学研究

2014 年 3 月至今，加入旱区作
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文颖
强教授课题组，学习中国野生葡萄、
野生草莓抗热、抗白粉病相关基因
的挖掘与利用研究。已参与发表 SCI
论文八篇，其中第一作者三篇。获
2015 年本科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
论文”，两次获得硕士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园艺学院“卓越基金”创
新奖一等奖、二等奖。
研究成果
    Yang Hu, Yong-Tao Han, Kai 
Zhang , Feng-Li Zhao, Ya-Juan Li, 
Yi Zheng, Yue-Jin Wang, Ying-
Qiang Wen*. (2016) Identification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heat 
shock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the 
wild Chinese grapevine (Vitis 
pseudoreticulata).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99: 1-10. 等

研究生学术论坛参赛选手比赛现场

 选       手
参  赛  感  想

1. 进行科研实验过程中，您是怎么做的，有什么体会想和大家分享？
在导师安排相应的课题之后还是需要主动去查资料，对开展这个课题的目的意义

要有一定了解，还需要了解相关研究的前沿，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后续研究。在开始
试验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之前没有学过的操作方法，那么就需要和周围同学多交流，
掌握试验流程和技巧，从而增加试验成功的可能性。在获得试验数据后，要及时整理
分析，如果与之前设想的不一致则需要查找原因，对获得的结果要有合理的解释。撰
写论文不一定要等所有试验做完才进行，有些问题可能会在写的过程中才会被发现，
所以边做边写也有一定道理。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这样会对
introduction 和 discussion 两个部分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2. 摘要是论文中写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您在撰写文献摘要通常会注意哪些地
方？

摘要部分是论文的简要概述，要包含论文中主要的研究结果和讨论的主要问题。
要把阅读文献作为习惯，可以通过阅读文献去解决试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且会开
拓思维，寻求后续新的研究内容。有些文献只需要有选择的进行阅读，抓住自己所需
的重点即可。试验数据要详实，而且需要有合理的解释。

                                                                                                                                     ——张强

1、关于撰写文献摘要您有什么分享的吗？
摘要既是对一篇文章背景、结果、讨论的总结，也是对全篇研究内容的升华。在

撰写摘要时要注重提炼要点、精准用词，尽量用最少的词准确表达想称述的观点。此外，
句子与句子的衔接，即逻辑，是写好一段摘要的保障。

撰写英文摘要，就是多读、多比较、上下文连贯思考，从别人的陈述方式中找到
最适合自己语境、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与句型。

平时阅读英文文献，一般先看图表，大致了解作者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和自己的
研究内容有无联系；如果有联系，再看摘要明确作者的研究内容与结果；如果对自己
研究有参考意义，再去看他的试验结果与采用的研究方法。至于引言和讨论，一般是
和自己研究内容关系非常密切的文献才回去深读，带着问题与思考去读。

数据处理首先要严格遵从科学性原则，实事求是；其次是追求美观、大气的图表
效果，将复杂的科学规律用最简单、最浅显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用我导师的话说，
就是要把科学规律做到像白居易的诗一样。

2、在研究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式，请谈谈您的收获。
科学试验，失败的次数总比成功的次数多，所以困难总会在下一个角落邂逅你，

但是作为农业与生命科学的研究生，解决困难就是我们的工作。我觉得做生命科学研
究，除了受技术与研究条件的限制外，其他所谓的困难都是包裹科学规律的“外壳”，
只是我们现在不能打开它或者是打开方式不对而已。所以，多思考、多尝试、神马困
难都是浮云。

科研能带给我无限的乐趣，就是因为真理藏得很深。
                                                                                                                                       ——胡洋
收获与感想：很感谢学校和重点实验室举办这次研究生论坛，增进研究生与导师

们交流与学习。研究生的学习与工作本身是在相对封闭的实验室环境，通过这种高质
量的论坛平台，增进研究生们的交流，能够积极促进研究工作的开展，打开思维的大门，
碰撞智慧的火花。同时，对于汇报研究工作的同学自身而言是一种锻炼，对实验室的
研究工作是一种检验，在相互的交流与比较中促进科研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同时点评
的老师们也给出了很多宝贵的值得参考借鉴的意见。多学科的交叉交流也是非常重要
而有意义的。希望学校多多举办这样的高质量活动，促进研究生群体的活跃性，提升
我校的科研工作交流与质量。

                                                                   ——园艺学院 蔬菜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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