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第七届 

“生命科学在华农”学术年会 
 
 

会 

 

议 

 

指 

 

南 
 

 
（2016年 12月 17-18日）                 



 

 

第一阶段：特邀专家报告会 

 

时  间：12 月 17 日 8：30-11：40 

地  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 

主持人：和希顺（第一阶段）、王学路（第二阶段） 

序 

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9：00 王学路 整合、开放、创新，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学院 

2 9：00-9：20 金安江 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抓手，推进一流本科建设 

茶歇（9:20—9:40） 

3 9：40-10：40 舒红兵 抗病毒天然免疫分子机制 

4 10：40-11：00 周道绣 植物表观调控及代谢研究 

5 11：00-11：20 罗  杰 作物代谢组的多样性解析及其应用研究 

6 11：20-11：40 梁运祥 秸杆资源化利用研究进展 

自助午餐   （11：40-12：40）   国交餐厅 

 

 

 

 



 

 

第二阶段：教师学术报告会 

 

时  间：12 月 17 日 14:00-16:50 

地  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  

主持人：熊立仲（第一阶段）、严顺平（第二阶段）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0 何予卿 绿色超级稻分子遗传改良研究进展 

2 14：20-14：40 殷  平 RNA decapping： old story, new players 

3 14：40-15：00 李  青 玉米 DNA 甲基化变异及其对基因表达的影响 

4 15：00-15：20 杜  鹃 晚疫病菌 PAMP 诱导的马铃薯免疫调控机制研究 

茶歇（15：20-15：50） 

5 15：50-16: 10 陈振夏 
From fly to human: The potential functionality of 

inverted repeats on maintaining sex ratio 

6 16：10-16：30 丰明乾 肝癌的免疫治疗 

7 16：30-16：50 张  敏 
RNA 结合蛋白在心脏早期发育中的作用及其对心

脏再生的可能影响 

 

 

 



 

 

第三阶段：研究生学术报告会 

 

时  间：12 月 18 日 8：30-17：15 

地  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 

主持人： 孔自纯 

上 午（8:30-11：15）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8：45  石  磊 水稻矮杆窄叶突变体基因 dnl3 & dnl4 相关研究 

2 8：45-9: 00  彭  梦 水稻酚胺代谢途径的解析 

3 9：00-9：15 王文升 
Comparative and paralle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for metabolic and agronomic traits in cereals 

4 9：15-9：30 申翠翠 人工设计的 PPR模块特异性识别 RNA碱基的结构基础 

5 9：30-9：45 马斯琦 

MODD mediates deactiv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OsbZIP46 to negatively regulate ABA signaling and 

drought resistance in rice.  

茶歇（ 9：45-10：00 ） 

6 10：00-10：15 宗  伟 Molecular Response to Drought Stress in Rice 

7 10：15-10：30 符德保 

NO SPIKELETS1（NSP1）Interacts TPL/TPP 

Corepressors by Fine-turning the LAX1 Transcription 

Activity to Regulate Panicle Branching in Rice 

8 10：30-10：45 周  超 
Coordination of DNA methylation, Chromatin 

remodling and H3K27me3 in rice epigenetic regulation 

9 10：45-11：00 刘海军 
To detect genetic heterogeneity i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10 11：00-11：15 杨  宁 
Contributions of teosinte (Zea mays ssp. mexicana) 

haplotypes to modern maize   



 

 

下  午（14:00-17:15）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15 徐前照 
来自嗜热藻属α亚基和β亚基在远红光下的光

适应 

2 14：15-14：30 赵宝清 

Adapting photosynthesis to the near-infrared: 

Non-covalent binding of phycocyanobilin 

provides an extreme spectral red-shift to 

phycobilisome core-membrane linker from 

Synechococcus sp. PCC7335 

3 14：30-14：45 陈  露 

The first glimpse of circular RNAs reveals a new 

functional role of transposons to modulate 

transcriptomic and phenotypic variation in 

maize 

4 14：45-15：00 肖玉杰 
C-di-GMP 调控恶臭假单胞菌 KT2440 生物膜形

成的机理 

5 15：00-15：15 尹  康 

Cyclic di-GMP contributes to adaption and 

virulence of Bacillus thuringiensis through a 

riboswitch-regulated collagen adhesion protein   

茶歇（ 15：15-15：30 ） 

6 15：30-15：45 刘  钰 
结核分枝杆菌拟核结合蛋白 NapM 应答细菌胁

迫的研究 

7 15：45-16：00 许  定 
睾丸酮丛毛单胞菌 S44 中硒纳米形成的机理研

究 

8 16：00-16：15 史凯祥 砷氧化细菌对砷的趋化 

9 16：15-16：30 刘  瑾 
漆酶表面展示重组菌 MB285 降解毒死蜱农药及

其代谢衍生物 

10 16：30-16：45 李璟欣 

Abiotic and biotic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antimonite oxidation in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GW4 

11 16：45-17：15 严建兵 我是如何爱上玉米的？ 



 

专家简介： 

舒红兵，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1987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

1990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5 年美国 Emory 大学

细胞及发育生物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犹太医学研究中心及科罗拉多大

学医学院联合免疫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江学者计

划特聘教授。自 2005 年起，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2013 年 9

月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免疫相关的细胞信号转导研究，在抗病毒天然

免疫反应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成果。已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

100 余篇。论文引用 1 万余次，单篇被引用超过 100 次的论文 20 余篇。 

 

周道绣，男，教授。1984 - 1989，法国 GRENOBLE 大学，理学硕士；1985 - 1988，

法国 GRENOBLE 大学，理学博士。1988 - 1990，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博士

后。1990 - 1996，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1996-1999，法国必

卡第大学（Universite Picardie），教授；2000-2014，法国巴黎南大学（Universite 

Paris-Sud），教授。2015 -至今华中农业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玉米以

粮食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从染色质和组蛋白修饰识别因子出发，系统地研究

植物组蛋白修饰、染色质变构因子的调控与识别机制，解析组蛋白和染色质修

饰的表观基因组；探讨植物对环境适应的表观遗传机制；同时研究植物顶端发

育基因的表观调控网络。 

 

罗杰，男，教授。1989/9-1994/6，湖北工业大学，食品工程学士；1994/9-1997/3，

大连工业大学，发酵工程硕士。1998/9-2002/6，华中科技大学，植物生物技术

博士；2003/12-2004/12，英国 John Innes Centre，发育生物学访问学者；

2005/8-2008/11，英国 John Innes Centre，代谢生物学博士后；1997/5-2008/11，

华中科技大学，生科院，助教，讲师，副教授；2008/12-至今，华中农业大学，

生科院/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植物次生代谢调

控及代谢组学。 

 



 

梁运祥，男，教授。1978/9-1982/6，华中农学院，土化系农业微生物学专业理

学学士；1982/9-1985/6，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土壤微生物学专业理学

硕士；1985/7-1994/10，华中农业大学土化系，历任讲师、副教授；

1994/11-2004/12，华中农业大学生科院，副教授；2005/1-至今，华中农业大学

生科院副院长，教授；2011/5-至今，微生物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主

要研究方向：农业应用微生物学。 

 

何予卿，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 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1990 年于广西

农学院获农学硕士学位，1997 年 7 月于华中农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武

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植物遗传学专业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工作，多次前往香港大

学和美国 Cornell 大学从事访问合作研究。1999 年至今在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

学技术学院工作。2004 年被遴选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7 年被聘为农业

部首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育种与繁育研究室科学家岗位。主要从事的

研究工作包括稻米品质遗传研究及其基因定位、基因克隆和杂交水稻的分子遗

传改良育种工作。多次主持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植物转基因专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重大研究计划等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Nature Genetics, 

Nature Communications, Theor Appl Genet,Molecular Breeding 等重要刊物发表论

文 60 余篇，获得专利 6 项。 

 

殷平，男，教授。1999-2009 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硕博， 2009-2013

年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13 年 9 月至今任华中农业大

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从事 RNA 代谢相关蛋白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在 Nature、Nat. Struct. Mol. Biol、Nat. Commun、Cell Reports 等国际著名杂志

上发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14 篇。 

 

李青，女，教授。2004/9 - 2007/6，中国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硕士；2007/9 

- 2010/12，中国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博士。2011/1 - 2013/1，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香槟分校，博士后；2013/1 - 2016/7，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博士后；

2016/8 - 至今在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担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玉

米 DNA 甲基化变异及其对重要农艺性状的影响。 



 

杜鹃，女，副研究员。2003/9 - 2007/6，华中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学士；2007/9 

- 2013/6，作为华中农业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2013 年 5

月通过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答辩，获农学博士学位。其间，2010-2013 年，作

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由国家留学基金委选送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Wageningen University）植物育种系，2014 年 6 月获瓦赫宁根大学博士学位。

2013/7–2016/7，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2016/07-今，华中

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铃薯-晚疫病菌互作

机理。 

 

陈振夏，女，教授。2006/9-2011/6，北京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2011/9-2016/9，

国家糖尿病、消化和肾脏疾病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博士后；2016/9-

至今在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担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课题组以果

蝇、斑马鱼或其他模式动物为主要对象，结合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

学、演化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等手段，研究动物性别的演化、发育。 

 

丰明乾，男，教授。1993/9-1997/7, 西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本科，

2005/9-2008/6, 南京大学，生物学博士。 2008/10-2013/10, 美国 NIH 博士后，

2013/10-2015/11 月，NIH 助理研究员。2015/12-至今在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

技术学院担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抗体工程与肿瘤免疫学。目前集中于肝癌

和间皮瘤的免疫治疗研究，包括治疗性抗体、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

和 CAR-T 细胞治疗技术，肿瘤微环境与 T 细胞活化的信号通路及其调控。 

 

张敏，男，教授。2003/9 - 2008/6，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学硕博；

2009/12 - 2015/12，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后；2015/1 - 至今在华中农业大

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担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课题组将以斑马鱼及小鼠为模

式生物并通过两者间的比较，研究 RNA 结合蛋白在心脏早期发育与再生中的作

用，同时也将探索神经系统对心脏再生的调控，寻找哺乳动物心脏再生能力激

活的可能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