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0 日，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实验胚胎
学奠基人童第周先生和著名海洋生物学家、海
藻学奠基人曾呈奎先生铜像落成暨揭幕仪式在
中国海洋大学举行，以此纪念两位先生为该校
海洋生命学科发展建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
庆祝海洋生命学院建置 90周年。

沧桑砺洗，春华秋实。一场简朴而不失隆重
的仪式，既是对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科 90
年风雨历程的深情回望，亦是对先贤智者的致
敬与怀念，更是站在新起点上海洋生命学院逐
梦蔚蓝、扬帆远航的号角。

为探究海洋生命奥秘，应国家需要而生

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
区，有一栋青藤缠绕、古朴厚重的建筑格外引人
注目。其正门上方“科学馆”三个字苍劲有力，周
围矗立的雕像、参天的树木无不昭示着这个学
院走过的沧桑历程。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
建校伊始，时任校长杨振声便倡设“海边生物学”，
打造“海边生物学研究之中心”，并力邀著名生物
学家曾省担任生物学系主任，使该校成为蜚声国
内的海洋生物学教育与科研发祥地之一。

建系之初，生物系可谓名师荟萃，实验胚胎
学家童第周、藻类学家曾呈奎、比较解剖生物学
家刘咸、无脊椎动物学家张玺、无脊椎动物学家
林绍文等纷纷来此讲学论道，使生物系向海而
生、凭海而兴的“海味”风格日渐浓郁。

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学校的内迁以及后
来停办，生物系发展亦步履维艰、风雨飘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前身）在青岛复校，重新调整系科设置，设
立动物学系、植物学系，分别由童第周、曾呈奎
担任系主任，两系发展势头强劲，优势明显。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1959年 3月，山东大学主体迁往济南后，

留在青岛的部分正式成立山东海洋学院，海洋
生物系成为学校五大学系之一，由我国著名生
物学家、海藻遗传学奠基人方宗熙担任系主任，
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一时之间，方宗熙、高哲生、李嘉泳、郑柏
林、李冠国、薛廷耀、黄世玫、李永祺、王筱庆、王
秋、邹源琳、方同光等一大批知名学者云集于此，
搭建起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人才梦之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社会动荡的艰难岁
月里，以方宗熙、李嘉泳、郑柏林等为代表的教
授学者依然心无旁骛、齐心协力推动海洋生命
学科稳步发展。

1978年 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举
国上下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方宗熙出席大会
并获奖，海洋生命科学亦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
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生命学科蓬勃发展。
1994年 7月，海洋生物系建置海洋生命学院，经
首任院长李永祺倡议，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原国家海
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共建。从此，学校的海洋生命
学科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进入 21世纪，海洋生命学院已形成了以
国家重点学科为中心，以海洋生物学为特色，
学科专业布局合理、学位点覆盖全面，涵盖本
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的完整人才
培养体系。

当今的海洋生命学院，其学科布局更趋优
化，特色优势更加显著，科技创新更加突出，服
务社会更加广泛，正按照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学校的办学理念，在逐梦蔚蓝、经略海洋的征程
上，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成就梦想的沃土，人才成长的摇篮

“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
要”是中国海洋大学始终如一的办学宗旨。90
年来，在海洋生命人才培养中也形成了与这一
宗旨一脉相承的育人理念———家国情怀、国际
视野、基础厚实、勇于创新。

聚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问题，海洋生命学院始终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按照“厚基础、宽口径、重实
践、求创新”的教育思想，坚持课堂教学与实践
教学相结合、知识技能传授与思想品德教育相
统一，为我国生命科学特别是海洋生物科学研

究及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创新
创业人才。

2019年 11月，第十五届国际遗传工程机
器大赛（iGEM）决赛在美国落下帷幕。以海洋
生 命 学 院 学 子 为 主 组 建 的 iGEM 团 队
OUC-China凭借新颖的创意、别致的设计和精
确的表述荣获国际金奖。作为由麻省理工学院
创办、国际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顶级学术竞赛，国
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数
千人参赛，被评为“小平科技创新团队”的
OUC-China依靠卓越的表现连续四年荣获金
奖，展示了中国海大生命学子不畏挑战、矢志创
新的勇气和毅力。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
谓也。在 90年的发展历程中，海洋生命学院亦
是人才济济、名师荟萃。

2017年 11月 27日，中国工程院公布 2017
年院士增选结果，贝类遗传学和育种学家、中国
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院长包振民当选。从
1978 年就读于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生物学专业
到留校任教，在近 40年的学习和从教生涯中，
包振民在为海洋生命学科发展壮大贡献智慧和
汗水的同时，也接受着学院这片沃土的滋养，终
成我国海洋生命学科的一代名师。

如今的海洋生命学院拥有一支涵盖院士、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杰
青、优青、青年长江学者等优秀人才在内的高水
平师资队伍。

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90 年来，受益于自由创新、活力包容的学

院文化和诸多大师名家的谆谆教诲，以中国科
学院院士庄孝惠、张致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雷霁
霖、张偲、包振民，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孙松，美
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赵玉琪，我国第一个徒步
考察南极的科学家蒋家伦，美国丹纳赫集团牙
科产品中国和亚太区总裁邢军等为代表的一批
批优秀学子谨记“求是笃行、谋海济国”的院训
精神，从这里走出，成长为海洋和生命事业的领
军人才与骨干力量。

9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谋划未来，学院将

继续坚守教育报国初心，勇担立德树人使命，为
国家海洋生命科学事业发展、人类的进步培养
栋梁之材，为海洋强国建设和海洋命运共同体
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海洋生命学院党委书记
初建松说。

汇聚向海图强的澎湃动力

九十载栉风沐雨，九十载披荆斩棘。
创新，始终是中国海大生命人矢志不移的

追寻，在探究海洋生命奥秘的道路上他们接续
奋斗、屡攀高峰，谱写了代代相传的华美乐章。

海洋生命学院楼前矗立着一座雕像，和蔼
中透着坚毅，他就是我国海洋生物遗传学和育
种学的奠基人方宗熙。上世纪 50年代，应童第

周教授邀请，方宗熙抵青执教，开启了海洋生物
遗传学和育种学研究的序幕。

在山东海洋学院时期，方宗熙将教学与科
研紧密结合。与其他学者一起，着手对海带的遗
传育种进行研究，发现和揭示了海带经济性状
的数量遗传规律，并建立了海带选择育种技术
理论与方法，先后培育出“海青一号”宽叶品种、
“海青二号”长叶品种和“海青三号”厚叶品种等
海带新品种，使我国成功跻身国际上实现海洋
生物良种培育的国家之列，开启了我国海水养
殖业良种化养殖的序幕。他领导完成的“单海一
号”海带单倍体新品种，在海带单倍体遗传育种
方面获得成功，成为我国海洋生物细胞工程育种
领域的里程碑。此外，他还成功培育出了高产、高
碘、抗病性强的“单杂十号”海带优良品种。至今，
他所构建的海带遗传育种技术体系仍是国内外大
型经济型褐藻育种研究沿用的技术手段，在加快
我国海藻养殖业良种培育进程的同时，也为世界
海水养殖生物品种遗传改良工作作出了贡献。

现如今，浩瀚海洋已是人类获取优质蛋白
的重要来源，在琳琅满目的海鲜中，扇贝早已
成为老百姓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之一。数
十年来，在推动我国扇贝养殖业良种化进程、
助力渔民增收致富、丰富百姓餐桌方面，包振
民功不可没。
“蓬莱红”“蓬莱红 2号”“海大金贝”“獐子

岛红”“海益丰 12”，十多年来，包振民团队已培育
了 5个扇贝新品种，彻底扭转了我国扇贝养殖业
长期依赖野生苗种的局面。他领衔完成的创新成
果“扇贝分子育种技术创建与新品种培育”荣获
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成为该年度水
产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

在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当下，
保护海洋环境、呵护海洋生态越来越成为人们
的共识。一直以来，海洋生命学院以李永祺、唐
学玺和汝少国等为代表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
修复团队，聚焦蔚蓝、潜心钻研，在有机磷农药
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微藻影响研究、揭示塑
料添加剂双酚 S（BPS）环境毒理学效应和健康
危害等领域屡有突破。

此外，勤奋执着的中国海大生命人还在揭
示典型海洋生物独特的生命特征及其环境适应
的分子机制，发现虾夷扇贝“化石基因组”特征
和海洋无脊椎动物 Hox 基因家簇分段共线性
（STC）调控模式，提出模型动物文昌鱼个体发
育和系统发育新认识，阐明海洋细菌在硫循环
中的新功能，构建人类角膜内皮、上皮和基质细
胞系，成功揭示鱼类卵胎生进化特征，并在纤毛
形成机制及纤毛遗传病发病机理研究、表观遗
传学研究、海洋生物多样性分类鉴定及资源开
发等领域不断创新突破，收获累累硕果。学院累
计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项、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5项、省部级奖励 40余项，获得
授权专利 200余项。

科技创新节节攀升的同时，也为学科发展
不断赋能，海洋生物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生物

科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生
态学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09
年、2012年、2013年中国海洋大学先后在“植物学
与动物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学与生态
学”学科领域进入 ESI前 1%行列。此外，海洋生命
学科的发展，还为学校“材料科学”“农学”“药理学
与毒理学”进入 ESI前 1%行列作出突出贡献。

求是笃行，行必致远。
“面对海洋科技创新这一时代命题，海洋生

命学院将着力实施一流国际化师资队伍和创新
团队建设工程、拔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工程，以打造基础研究高峰和海洋生物产业
高地为抓手，主动作为、攻坚克难，不断续写更
精彩的华章。”包振民说。

助推蓝色浪潮奔涌向前

在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当
下，沿海地区应时而动，纷纷擘画蓝图，做足“海
文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海大生命人始终以“舍
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主动参与、积极服务，为蓝色
经济浪潮奔涌向前，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带带’相传，一‘带’更比一‘带’强”是海

洋生命学院海带育种人一以贯之的坚守。
上世纪 90年代，继方宗熙之后，以中国海洋

大学教授崔竞进为代表的中国海大生命人又接连
培育出了“荣海一号”杂交品种和“远杂 10号”远
缘杂交品种，在满足提取褐藻胶工业原料成分含
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海带养殖产量。

进入 21世纪，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刘涛带领
团队先后培育了“荣福”和“爱伦湾”两个海带新
品种，由此掀起了我国以“优质、高产、抗逆”为
标志的第三次海带品种更替浪潮。

2013年，刘涛团队采用分子辅助选育技术
培育出了“三海”海带新品种，不仅耐高温、高
产，其养殖范围北起辽宁大连，南至海南临高，
是迄今为止国际藻类栽培范围纬度跨度最大的
品种。作为中国海大生命人精心培育的第 11个
海带品种，“三海”海带标志着我国海带遗传改
良技术已从群体选育、细胞工程育种正式迈入
分子育种时代。我国海带养殖产业的发展前景
更加可期。

龙须菜是江蓠科海藻，因富含工业原料琼
胶而成为备受我国沿海渔民青睐的第三大海藻
栽培种类。

上世纪末，我国龙须菜栽培业开始兴起，但
野生龙须菜品种只适宜在 10℃～23℃的水温
中生长，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均不能实现
生物量有效增长，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攻克
难关，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学成和中科院海洋
所研究员费修绠合作采用化学诱变技术和选育
技术，自主培育了我国首个龙须菜新品种
“981”。

在他们的联合攻关下，“981”龙须菜上限生
存水温达到 26℃，比野生种提高了 3℃，实现了
在福建和广东高温海区的大规模栽培，且秋冬

春三季连续生长。与野生种相比，新品种生长速
度提高了 30%以上，亩产提高了 3～5倍，琼胶
含量提高了 13%，凝胶强度增加 80%。
“一枝独秀不是春，龙须菜栽培要解决品种

单一化的问题。”年事已高的张学成依然行进在
发展蓝色农业的道路上。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臧
晓南等团队成员的辛勤耕耘下，2014年，可以耐
受 28℃高温的龙须菜“2007”新品种顺利诞生。一
上市，便成为广受沿海养殖户青睐的“发财菜”。

2015年，隋正红教授团队为龙须菜家族再
添一位新成员———“鲁龙 1号”。该品种外观透红
艳丽、分枝密、藻体细长，生长速度快、产量高，琼
胶含量比野生型提高了 20%，凝胶强度比野生型
提高了 30%，蛋白含量比传统品种增加 12%，藻红
蛋白含量比传统品种增加 11%。如今，“鲁龙 1号”
已在山东、福建和广东沿海广为栽培。

在海洋生命学院，深耕海洋、助力蓝色经济
蓬勃发展的案例还有很多：“工程紫菜”的问世，
助力我国紫菜养殖业再上新台阶；海洋生物医
用材料、农用材料和生物资源开发持续创新，加
快培育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洋领域新旧动能
转换等，中国海大生命人不负使命、奋发有为。

勇攀高峰争创一流

在 9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海洋大学海洋
生命学院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发展道路，
“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以开放的姿态、创
新的思维推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交流互
鉴、合作共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海洋生物工程中心
是专门为亚洲地区青年科学家开展高级课程培
训等科技服务的世界性学术组织，1995年 7月
正式落户海洋生命学院。25年来，该中心不仅
开设了多门培训课程，还组织召开了数次国际
学术研讨会，成为各国生物学者交流合作、信息
共享的重要平台。

打造一座世界一流的海洋分子生物学研究
机构一直是中国海大生命人的梦想。近年来，在
学校的支持下，在全院的努力下，他们在实现梦
想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2018年 7月
3日，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与挪威卑尔根
大学校长 Dag Rune Olsen共同签署成立“方宗
熙—萨斯海洋分子生物学中心”合作协议，一幅
美好的国际合作画卷由此展开。2019年 11月，
方宗熙—萨斯海洋分子生物学中心首届科学咨
询委员会会议在青岛召开，中国、德国、新加坡、
美国、挪威等国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商中心
发展大计。同期，于志刚在访问卑尔根大学时表
示：“方宗熙—萨斯海洋分子生物学中心是通过
国际合作方式建立的重要实验室平台，是学校
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质性创新举措，学校将对中
心的建设给予全力支持。”校长的话语令人备受
鼓舞，大家争创世界一流的信心更足了。

2019年 10月 28日，海洋联合研究中心在
马来西亚登嘉楼揭牌，它由中国海洋大学和马
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基于前期合作而共同推动。
由此，中国海洋大学与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的
合作翻开新的一页，海洋生命学院也在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增添了新的研究支点，实现
在积极融入和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展壮大的
夙愿指日可待。

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不乏通过
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助推学科发展的案例。
2019年 2月，学院联合青岛市有关社会组织向
联合国大学申请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
（青岛）”正式获批，成为继安吉、北京、香格里
拉、杭州、呼和浩特、昆明和天津之后，我国第 8
个被联合国大学批准授权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专
业区域中心。该中心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学院的
生态学科优势，联合各类学校、社会组织、海洋
和环保等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组织开展了系列
以保护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的可持续发
展教育活动，在宣传海洋生态保护理念、提升全
民海洋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同时，逐渐发展成为
学院生态学科服务社会的新窗口。

90年峥嵘岁月，90年弦歌不辍。
站在 90周年的新起点上，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生命学院已经踏上新征程，正抢抓“双一
流”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服务海洋强国建
设，积极融入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和“一带一
路”建设，向着世界一流学科和“百年名院”的
目标阔步迈进！

② 中 国
工程院院士
包振民 （左
二）与团队成
员交流科学
问题。

④1984年，山东海洋学院教授方宗熙（左
三）在指导学生。

③2018年 7月，中国海洋大学与挪威卑
尔根大学签署成立“方宗熙—萨斯海洋分子生
物学中心”合作协议。

①2020年 5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
院举行童第周先生、曾呈奎先生铜像揭幕仪式。

在蔚蓝大海谱写绚丽的生命乐章
———写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建置 90周年之际

姻通讯员冯文波 本报记者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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