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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建兵,1976年出生,湖北崇阳人。1995年，来自湖北崇阳的农家
子弟严建兵从崇阳一中考入华中农业大学生科院生物技术基地班，8
年后他博士毕业，去中国农大任讲师。2006年10月，严建兵从100多
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和康奈尔大学联合
招聘的博士后位置。

他在玉米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方面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彼时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年轻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之一，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青年
科技奖、中国侨界贡献奖、日本国际青年农业科学家奖等国内外奖项。

2019年12月，教育部任命严建兵担任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

1995年毕业合影1994年毕业合影1993年毕业合影

“我的人生梦想就是通过遗传改
良提高玉米的产量和品质,为人们的
美好生活、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出力,以
实实在在的成果让广大的种田农民受
益。”在一次报告中,严建兵这样描绘
他的梦想。

为国家担当，让亿万农民受益，这
名科学家有这样的情怀，更有这样的
实力。

出生于1976年的严建兵，2011
年全职回到中国工作，现为华中农业
大学副校长。他在玉米基因组学和分
子育种方面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
就，彼时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年轻的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之一，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青年科技
奖、中国侨界贡献奖、日本国际青年农
业科学家奖等国内外奖项。

更为重要的是，他喜欢思考，为国
家、为三农、为学科而思考，并带领团
队、启迪学生共同思考，用勤勉的工作
把梦想照进现实。

立志报国，最佳的舞台在祖国

1995年，来自湖北崇阳的农家子
弟严建兵从崇阳一中考入华中农业大
学生科院生物技术基地班，8年后他
博士毕业，去中国农大任讲师。2006
年10月，严建兵从100多位应聘者中
脱颖而出获得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和康奈尔大学联合招聘的博士后位
置。本是3年合同，2年未到，中心决

定提前聘他为“副科学家”，10个月
后，他又被聘为“科学家”,而这个过程
通常需要5-6年。

“爱玉米、爱生活”的严建兵快速
晋升不是没有理由。2003年以来，严
建兵一直从事基于连锁定位和关联分
析的方法剖析玉米复杂数量性状的遗
传基础。他以玉米维生素A为目标性
状，通过连锁分析、关联分析、表达分
析等手段找到了3个控制目标性状的
关键基因，育种家利用其开发的分子标
记选育的高维生素品种已在非洲赞比
亚等国推广，他在CIMMYT还负责分
子育种平台的建立，并应邀为Crop-
Science杂志就关联分析撰写综述。

在CIMMYT工作的日子是严建
兵最为轻松的时光，“那是一个加班需
要申请，几乎天天有阳光、草地和免费
咖啡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太多归属
感，那里照例是欧美人的天下，他从未
想过要留下。

2010年9月，在国际玉米小麦改
良中心正工作得风生水起的严建兵，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回来！全职
回中国，回华中农大工作。

他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
发的一句话打动了他，“回国来，不一
定能让你长得更高，但一定可让你变得
更壮！”他意识到，一个科学家，只有回
到自己的祖国，才最有施展抱负的舞
台；只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刻在祖国的
土地上，才能收获内心的成就感。“做科
研不仅为发几篇文章，实实在在为国家
的粮食安全出力、让农民受益，这才是

最快乐的!”严建兵认为，科学家的成
就源于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回到华中农业大学之后，他的事
业发展也确实进入了“快车道”。依靠
创新的思维、勤勉的工作和扎实的科
研产出，回国后的第二年，他即入选中
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2015
年，优青资助期刚满，他又获批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2016年初，他以刚
刚39岁的年龄获聘为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成为国内生命科学研究
领域的一颗闪耀新星。2018年，严建
兵入选国家第三批“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

由他领衔的华中农业大学“玉米
种质资源创新和分子育种”团队不断
发展壮大，先后引进青年教授4名，培
养青年教授1名，3人入选中组部“青
年千人计划”，1人获批“优青”，4人入
选“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目前，这支
成员平均年龄40岁的年轻团队，已入
选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和农业部的创
新团队，成为我国玉米遗传研究的重
要力量。

2017年4月，学校任命严建兵担
任植物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由他接任这
所学校历史最悠久学院的舵手。他把

“智慧农业”建设作为传统农科转型升
级的发力点，在全国高校中率先申请获
批开办“智慧农业”专业，用现代信息与
装备技术为农科插上智慧的翅膀。

2019年 12月，教育部任命严建
兵担任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

投身科研，最好的价值在贡献

保障粮食充足、安全、富有营养，
是育种学家们的使命所载，也是严建
兵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

“从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到探寻
已知的过程满是乐趣。”严建兵认为，
科研也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他的人生
目标绝不是为了发几篇文章，“我希望
能把学习的知识，应用到大地上。”

他建立了一个被广泛应用的玉米
种质资源开放共享平台。严建兵在全
球范围内收集了1200余份自交系，通
过表型和基因型选择，构建了一个包
含527个材料、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多
样性的关联分析群体，并解析了籽粒
表达基因的转录调控网络。该平台无
偿开放给同行共享，已累计向中国科
学院、中国农科院等50余个单位发送
种子15000余份。

他首次实现了植物单细胞全基因
组测序。严建兵通过巧妙的方法创
新，成功分离玉米四分体的四个小孢
子，提取其完整DNA，首次实现了植
物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建立了玉米
近于单碱基水平的重组图谱，准确计
算出玉米一次减数分裂平均发生19.3
次重组交换，揭示了玉米基因组中存
在较强染色体负干涉和染色单体干
涉、重组受环境因素影响等重要遗传
学现象，丰富了玉米遗传学理论，修正
了教科书中的传统观点。2017年10
月，他和中国农业大学金危危教授课

题组合作，利用单核测序技术，初步解
析了玉米单倍体诱导机制，有利于加
快育种进程，助力作物的遗传改良。

他和合作者鉴定了一批有重要育
种价值的功能基因，并应用于育种实
践。他提出了利用温带玉米优良等位
基因改良热带玉米维生素A原含量
的新思路，在生物强化育种中，在不影
响玉米产量的前提下，提高玉米籽粒
中微量元素和有益成分的含量，以提
高玉米品质、满足人们对营养多样化
的要求，相关品种已在非洲赞比亚和
中国云南等地推广应用。利用分子标
记选育的高维生素E甜玉米品种推广
面 积 占 全 国 甜 玉 米 推 广 面 积 的
21.5%，该系列成果2016年获得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排名第二）。他和合
作者提出了微效多基因的累加是高油
玉米的成因的观点，鉴定了26个与玉
米籽粒总含油量相关的基因，可完美
解释籽粒总油份的表型变异。他建立
了玉米籽粒的代谢蓝图，实现了代谢
组学和基因组学等多维组学的交叉，
发现代谢产物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生
物标记，其中26种不同的代谢产物可
以解释粒重72.6%的表型变异，为促
进玉米增产提供了新的线索。

目前，严建兵教授已在本学科主
流杂志上发表SCI论文100余篇，论
文累计被引4000余次，单篇最高被引
356 次。根据 SCI-EXPANDED 数
据库统计，在玉米研究领域，严建兵是
最近十年来全世界发表SCI论文数最
多的三位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
被《植物生理学报》评为 2008 年到
2013年间中国植物生物学领域最重
要的研究进展之一。以高油玉米遗传
基础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相关成果获得
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排名第
二）。他在维生素A生物强化方面的
学术贡献，荣获2010年度日本国际青
年农业科学家奖，该奖项每年在全球

范围内只颁发给3位科学家。因在植
物关联分析方面的成绩，他荣获2011
年度美国杜邦青年教授奖，是当年唯
一获奖的中国科学家。因在玉米基因
组学和分子育种领域的贡献，他于
2014 年被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CIMMYT）评为杰出校友。

严建兵团队特别注重合作。他的
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和国内外不同科
研团队、育种企业合作完成的，重视合
作、广泛寻求合作，把自己的“杀手锏”
拿出来和同样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
团队之间强强合作，让严建兵团队在
科研细分的时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

潜心育人，最大的快乐在学生

严建兵重视学生培养工作。他认
为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教书育
人的过程充满了快感和成就感。”他希
望能和学生一起成长，让他们的大学

“有幸福、深刻的记忆”。“梦想”是严建
兵口中反复出现的词，他希望他的学
生能够趁着年轻，多干一些青春、阳
光、有干劲的事儿。

他从2012年起承担生物技术专
业本科生核心课程《遗传学》教学工
作。他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想把华
农的学生培养成能够在世界科学舞台
上自信自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有
出息的学者。在他的课中，特别注重
师生思想交流，注重把自身科研经历
和最新科研进展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增强课堂趣味性，培养学生形成“不畏
权威，不唯书本”的科学精神。

在讲到遗传重组“负干涉”概念
时，书本提出“负干涉只在微生物中发
生”的观点，但发现书中对该观点证据
并不充足，严建兵也心存疑惑，随即指
导研究生设计试验，创新性地提出四
分体单孢子测序方法，并运用此方法

得到植物中也存在负干涉的结论，修
正了课本不准确的说法。最后在课堂
上展示该试验结果，使学生更直观地
理解如何发现问题、怎样提出问题、设
计试验并进行论证的科研方法，进而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热情，充分发挥
学生学习主动性，获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学校新闻网以“时时‘刷新’的
课堂”予以报道，他于2014年荣获华
中农业大学教学质量一等奖。

2017年5月，他和清华大学鲁志
教授课题组联合发起的玉米杂种优势
预测挑战赛，面向全球悬赏十万元，征
集群众智慧，发展新的算法，有效整合
海量的组学数据，对玉米杂交组合的
表现进行精准预测，引来中国、美国、
欧洲等地的20余支青年学子团队揭
榜应征，在挑战赛中激发学生科研兴
趣，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他还担任本科生班级的班主任，
兼任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究生辅导员和学生社团“大学生科技
协会”顾问老师，指导研究生发起“学
术沙龙”活动，旨在吸引来自不同学科
的师生相互交流，产生一些大胆的假
设、一些天马行空的猜想，启发思想、
创新思维、活跃重点实验室的学术氛
围，迄今已成功举办200余期，反响良
好。他为学校引进三个企业奖学金，
累计已经颁发奖学金130多万元，受
益学生200余人。

“我们在分子育种方面还落后于
孟山都等国际巨头企业，怎样才能改
变这种状况？需要一大群充满激情和
梦想、永不言弃的青年人，一起扛起肩
上那份责任，发出我们的声音，和他们
进行肩并肩、乃至快半身的对话。”在
严建兵“种田农民”的博客上，他这样
激励自己和学生们。他正带着团队一
起，瞄准玉米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的
无人区，开启新一轮的从跟跑、并跑到
领跑的超越。

站在世界玉米研究前沿的“种田农民”
——访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博导教授严建兵

全媒体记者 沈二民 通讯员 兰涵旗

从关智勇的爷爷算起，他家三代
从医。他爸爸关祥祚（湖北钟祥人）
先生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市一家医院
从事医疗工作，为了支援崇阳卫生事
业，他毅然放弃武汉较优越的条件于
1955年来到了崇阳工作，工作中结识
了崇阳县人民医院沈桂芳（崇阳本
地）医生，从相知相恋到结为伉俪，家
庭和睦、温馨。

关智勇的父母为人忠厚，热心，
即使在“文革”中，他父亲被打成“反
动学术权威”下放至青山镇卫生院、
她妈妈下放至梓木卫生院工作，在极
度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依然乐观待人、
热心为患者服务，直至1978年平反，
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两位85岁老人为
崇阳的卫生事业奉献了一辈子无怨
无悔的精神激励着他们的下一代。

关智勇1982年毕业于崇阳一中，
1987年本科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西
安医科大学在职硕士、北京大学医学
院EMBA），同年分配至武汉市儿童
医院工作。受良好家风的耳闻目染，
他在医院工作中像他父母一样认真
负责、兢兢业业，获得了广大患者及
医务人员的肯定，曾多次获得武汉市
卫生局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党员称号，
曾获得武汉市“十佳青年医务工作
者”提名表彰，及武汉市劳动模范称
号。

1994年调至深圳市罗湖区工作，
先后在区人民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历

任儿科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党委
书记，罗湖医院集团领导等职务。
1996年在担任儿科主任期间，他带领
儿科全体员工创立了深圳市首批市
级“青年文明号”。2001年带领罗湖
妇幼保健院成为广东省妇幼妇保健
系统首个通过“IS9000”评审（英国
BSI公司认证）。2003年因抗击“非
典”工作成绩突出，分别获得广东省
和深圳市三等功嘉奖。2005年带领
儿童保健科开展的“健康示范幼儿
园”创建工作受到省、市健康教育所
好评，他参与主编的《深圳市健康幼
儿园评估标准》获得国家著作专利证

书。2008年罗湖区政府因“健康示范
幼儿园”工作的良好开展获得WHO
国际健康城市联盟颁发的“最佳实践
奖”。担任深圳市社区卫生协会副会
长职务，联合创办了深圳市社康中心
沙龙活动，获得了好评。2013年担任
罗湖区卫生局信息化建设办公室主
任，负责制定了《罗湖区区域卫生信
息化建设规范（2013至2018）》、制定
了《罗湖区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设计
方案》。2014年担任罗湖政协委员期
间，他撰写的《让梦想变成现实—罗
湖区信息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获得

“我为罗湖改革献良策”征文一等奖。
在专业团体方面，关智勇还兼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硕士研究
生第二导师；2012年选送澳大利亚莫
纳什大学短期访问学者；担任深圳市
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委
员，深圳市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
员；担任广东省妇幼保健健康教育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担任深圳市健康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深
圳市卫生信息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关智勇从医33年，有着丰富的儿
科临床经验和管理经验。他为人正
直、善良，工作踏实、勤奋。

据悉，关智勇先生的太太亦系崇
阳一中毕业的同学，家庭幸福美满，
他感谢这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心
愿之一就是希望今后能为家乡的医
疗卫生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关智勇：医者仁心 上善若水

鲁锦国于1977年 12月出生于
崇阳县天城镇山下村，先后就读栎咀
小学，鹿门中学，1993年考入崇阳一
中，1996年考入三峡大学医学院，毕

业后被招入洛阳市中心医院介入科
工作，2003年边参加抗击非典一线，
边备战考研。2004年考入北京协和
医学院附属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硕博连读，2009年
顺利博士毕业。毕业后就业于武汉
亚洲心脏病医院，大量的临床工作，
练就了扎实的心血管诊治实战经
验。2015年转至湖北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湖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新华医
院）心内科，负责心血管介入。脱产
半年参加西学中，掌握了基本的中医
理论和诊治技术。

自2017年县医院开展心血管介
入治疗以来，他就一直在积极帮助县
医院发展心血管介入治疗，希望县医
院早日能独立开展心血管介入治疗，
让家乡的人们能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优质的先进的心血管治疗。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负责一个病区的诊

治，每天亲自观察每个患者的病情，
了解其舌苔变化，根据病情，通过网
络在湖北省中医药大学教授们把关
的情况下，给每名患者服用中药，获
得了不错的疗效。武汉宣布解封后，
仍坚持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给新
冠患者们行康复治疗。

现任心内科副主任，医院介入委
员会秘书，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协会高
血压专委会委员，武汉市心血管内科
质控委员会常委，从事临床工作二十
余年，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
疑难、危重病的诊治，长期从事冠心
病、外周血管疾病介入手术，能处理
各种冠脉及外周血管病变。迄今，已
先后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40余篇，参与《先天性心脏病与瓣
膜病介入治疗》及《心血管病CT诊
断》的编写，参与国际或国家课题数
项，主持省市级科研课题一项。

鲁锦国：介入心血管 练就诊治功

校友风采
庆 崇阳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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