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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穗数、每穗粒数、粒重，这是决定
水稻产量的三个核心要素。然而，这些性状通常会相互制约，优异
性状往往难以兼得。我国科学家日前揭示了水稻穗重和穗数之间
相互制约的分子机制，从而为打破这种制约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行
方法，为突破水稻产量瓶颈提供了新的遗传资源与研究思路。

该研究由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团队完成，
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表。

文章第一作者、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副研究员宋晓光说，水稻是
最重要的主粮作物之一，打破产量性状之间的负相关，对于突破水
稻产量瓶颈、维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IPA1 是此前李家洋团队鉴定到的一个水稻株型调控的主效
基因，可用于调控水稻多方面生长发育过程，对抗病性和环境适应
性也有重要调控作用，已广泛应用于优良水稻品种的培育。但
IPA1 是一个典型的多效性基因，在增大穗部的同时会使分蘖数降
低，限制了其增加水稻产量的潜力。

在此项最新研究中，团队创制出大量 IPA1顺式调控区平铺删
除的基因编辑材料，并从中发掘出了可以同时提高穗重和穗数的
编辑材料 IPA1-Pro10，该编辑材料还同时具有株高变高、茎秆和
根系粗壮的表型。经田间小区测产鉴定，IPA1-Pro10 与对照品种
中花 11 相比能够增产 15.9%。该研究还进一步阐明了 IPA1 顺式调
控区调控穗部表型的分子机制。

“该研究成功实现了水稻产量关键要素间负相关性的解除，为
通过创制全新遗传资源打破水稻产量瓶颈提供了有效策略。”文章
通讯作者、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余泓说，未来对作物核心基因
顺式调控区的系统功能挖掘，有望为突破现有作物育种瓶颈提供
新的分子机制与遗传资源。

我国科学家揭示
突破水稻产量瓶颈新机制

本报讯（记者 严顺龙） 我国首部菌草主题儿童小说《幸福
草》近日出版发行。25 日，出版方在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举行捐赠座谈活动。据了解，《幸福草》由福建少年儿
童出版社发行，以中国“菌草之父”林占熺教授及其团队为创作原
型，讲述了一对遭遇生活挫折的父子，通过接触神奇的幸福草，认
识了执着坚守、无私奉献的菌草工程团队，从而开启生活新篇章
的故事。

在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团队 20 多
年的不懈努力下，“中国菌草”技术已推广到 106 个国家和地区。林
占熺表示，菌草技术要真正变成造福人类、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幸福草，不仅仅要成年人的努力，而且要一代一代人去努力。

《幸福草》作者晓月表示，点草成金的故事，值得更多青少年读
者读到。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树立自己的理想，并且沿着这条道路
不畏困难地、坚持执着地实现他们的梦想。出版方将 300 本《幸福
草》捐赠给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近期还将结合全民阅读活
动，采用线上专家推荐、线下阅读讲座等形式，让《幸福草》进校园、
进家庭，弘扬科学家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

我国首部菌草主题儿童小说
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李珂）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福建省茶产业
大数据应用与智能化重点实验室”日前获批立项建设。该省重点实
验室由省茶科技研究院和武夷学院合作建设。

据了解，该实验室将立足福建省茶产业的优势自然资源与规
模化的产业链，融合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茶学以及控制科学等
多学科资源，重点开展茶产业大数据与智能化的应用基础研究。

日前，福建省茶产业大数据应用与智能化重点实验室建设
研讨会在武夷山举行。会议初步明确，将茶产业大数据计算技
术、茶产业多模态数据感知与分析技术、茶产业智能决策与控制
技术作为实验室重点研究方向，将茶产业遥感数据分析等十余
项技术作为实验室的主要研究内容。同时，实验室还将探索建立
一整套完整的茶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激励机制，发挥示范引领
和辐射带动作用，切实提升我省茶产业大数据及智能化应用的
影响力。

“省茶产业大数据应用与智能化
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本报讯（记者 戴敏 通讯员 陈天长） 记者从福建汀江源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地区近日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斑林狸（题图，资料照片），为我省首次记录。

据该保护区管理局营林高级工程师林沁文介绍，近日保护
区中璜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监测视频中，多次记录到一只猫型
动物在镜头前通过。该动物体形纤小，背部斑点较为粗大且随机
排列，与我省原有的大灵猫、小灵猫、花面狸、豹猫等区别明显，
最终经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确认，确定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斑林狸。

据悉，斑林狸在我国的分布范围虽广，但数量非常稀少，一般
在海拔≤2000 米的热带雨林、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内活动。
它们主要捕食小型脊椎动物（两栖类、啮齿类和小型蜥蜴）、鸟卵、
昆虫等，也采食浆果，其具有树栖性，有时也下地觅食，为夜行性动
物，并且独居。

此次我省发现斑林狸，为研究猫型亚目动物在中国东南地
区的迁徙、扩散路线，福建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我省新记录物种斑林狸现身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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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图书《重卡雄风》由我省海峡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工业题材作
品是 2020 年度中国好书奖唯一获奖的
网络文学作品。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实
现线下出版，反映了我国网络文学创作
向主流化、精品化转向的趋势，受到线
上线下读者的一致认可。而我省出版界
持续推动优质网络文学作品走向图书
出版，让其覆盖更多的读者，积极探索
网络文学作为 IP运营的方式方法，让它
们从内容到知识产权迭代、从版权输出
到模式输出转变，推动网络文学登上更
广阔的舞台。

聚焦现实

网络文学发展空间更广阔

《重卡雄风》讲述了 20 世纪 90 年
代，林焕海临危受命，担任严重亏损的

“西汽”厂长，他强力挽留技术人才，并
让自己在大学攻读车辆工程系的儿子
林超涵毕业后回厂工作。在厂长林焕
海、总工郭志寅、青年工程师林超涵等
人的带领下，西汽克服重重困难，成功
研发 7吨重卡，并通过高原试车，将国外
重卡击败，赢得喘息之机。后来，西汽通
过转型改制、自主创新进行二次创业，
最终由弱变强，再次击败国外竞争对
手，成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

《重卡雄风》被誉为“第一部专注重
型卡车行业的长篇小说”。谈到创作初
衷，该书作者晨飒说，这源于和一位朋
友的交流。“他是汽车世家出身，父子两
代都投身于中国重型卡车制造事业。通
过与他的交流我了解了一段震撼人心
的历史，逐步挖掘出了重卡行业的发展
脉络，在充分意识到它振奋人心的现实
意义后，我决定用硬核的方式把它写出
来。”晨飒说。

重型卡车、工业题材，似乎与人们
印象中玄幻、穿越、武侠的“网文”相去
甚远。实际上，近年来，聚焦现实、书写
现实为网络文学发展打开更为广阔的
空间，并涌现出不少优质作品。

2019 年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揭
晓时，上榜的 18部网络文学作品中现实
题材作品占半数。这说明，网络文学作
品已经一改初始单一的“玄”“空”等特
点，开始注重现实题材的挖掘。这一方
面是网络文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
备深厚的现实积淀；另一方面由于政府
的积极引导和业界的大力倡导，许多网
络作家不再满足于模式化的网文创作，
而是有着更高追求的书写表达，力图写
作与时代同频、与现实对话。

而晨飒的网络文学创作，同样秉持
着这样的观念。在参加第五届中国“网
络文学+”大会时，他表示：“网络文学创
作要有自己的国家立场，弘扬正能量。
网络文学需要自觉成为传播和弘扬中
国文化的又一面旗帜……产业工人，这
么庞大的群体需要有人记录他们的过
往今生，书写他们的梦想追求，探讨他
们的境界精神，这就是当前时代的主题
之一。时代在呼唤我们来书写他们的事
迹，记录他们的荣光，编撰辉煌的史册，
讴歌宝贵的精神。”

于是，晨飒选择用网络文学的形式，
将中国重型卡车发展的故事讲给当代年
轻人听，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

《重卡雄风》在书旗小说 APP 进行连载
时，获得百万读者阅读好评。2021 年 4
月，2020年度中国好书揭晓，《重卡雄风》
成为唯一一部获奖的原创网络文学作
品。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2020 年“优
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
程”，列入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

“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推优名单，由中国
作协推荐在“学习强国”平台展示。

出版助力

网络文学作品主流化、精品化

在《重卡雄风》获奖之后，我省的海
峡文艺出版社第一时间联系了版权方。

“自从我社的长篇小说《宛平城下》
获评 2019年度中国好书（网络文学原创
作品类）后，我就特别关注年度中国好
书中的网络文学作品。”海峡文艺出版
社社长兼总编辑林滨说，《重卡雄风》的
出现，让他十分激动。据了解，自 2018年
以来，海峡文艺出版社承担了福建省级
国有资本金项目“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及
其融合发展项目”，从网络文学作品、理
论前沿探索、理论评论年选等图书品种
建构产品线。

《重卡雄风》展现出的大格局、大情
怀、大担当品格，深深打动了编辑，大家
认为这样的品格正是当下的网络文学
创作所需要的，也一定能打动作者。“大
格局是指小说包含着大时代观，小说的
故事主线，很好地反映了 1993—2020年
这段历史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轨
迹与建设成就；大情怀是指小说很好地
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担
当是指小说把艺术创造向着第一线劳
动者的伟大奋斗敞开，热情抒写中国人
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展现
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有力地扛起了时代
赋予文学作品的使命。”

经过努力，海峡文艺出版社争取到
了《重卡雄风》的版权。从线上连载到线
下出版，作品面临“精品化”的新挑战。
于是，晨飒在网络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二
次创作，将作品篇幅从 200 多万字精简
至 60 余万字，优化小说结构，弱化枝叶
突出主干，大大提升了小说的艺术效果

和节奏感。海峡文艺出版社从编校、装
帧设计、印刷等方面助力，提升小说内
容品质与阅读体验，最终实现了该书的
线下出版。

多方推动

优质网络文学舞台越发广阔

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署启动了
2022 年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
程评选工作。该项工作意在发挥优秀作
品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网络文学热忱
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

网络文学从创作到传播、从线上连
载到线下出版、从内容供给到 IP 经营，
不断地拓展舞台。我省的出版机构也在
探索如何将网络文学的资源更优化、更
大化。例如海峡文艺出版社网络文学出
版版图建设有四个内容，也正在努力逐
步实现：一是采取联合出版、纸电联动
等模式，逐步构建优秀网络文学图书出
版板块；二是综合运用出版社版权运营
优势，力求形成有一定阵容的网络文学
作家生态群；三是用好优秀网络文学天
生的新媒体属性，对出版内容资源二次
开发；四是围绕内容的价值，建设微型
体验式主题馆，延伸内容的产业链。

“网文出海”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一大亮点。例如茅盾文学奖新人提名
奖牛凳的作品《大唐不良司》出版后，
今年已经成功被泰国出版社引进，即
将推出泰文版。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
IP 运营如火如荼，影视、动漫、游戏等
衍生业态也在扩展。据了解，出版不到
两个月的《重卡雄风》引起境外出版机
构的关注，正在接洽版权合作事宜。海
峡文艺出版社的项目负责人表示，通
过项目运作，发现网络文学可展示发
挥的舞台越来越大。

我省优质网络文学作品出版发行

一场线上与线下的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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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在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越
城镇金光村，西城中学
的学生在劳动实践基地
劳作。该校自 2017 年起
开设劳动实践课程，通
过与当地校外农业专业
合作社帮扶共建，将合
作社场地作为开设劳动
课的“教室”，培养和提
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加
强素质教育。

新华社

《福建日报》为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报，是省委直属事
业单位。管理海峡都市报社、海峡导报社、东南网等企事
业单位。

因事业发展需要，现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具体如下：

一、报名基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2.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坚持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无参加非法组织或活动及其他不良记录。
3.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4. 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少

数岗位结合工作实际适当调整。
5.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和亲属回避的

相关政策规定。

二、招考岗位及具体条件要求
此次招考含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海峡都市报社、

海峡导报社、福建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东南网等 11家
企事业单位，共 49 类岗位，97 名工作人员。录用人员分别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具体岗位、条件要求请登录

“福建日报社（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招聘网（https://hr.
fjsen.com/）”查看。

三、招考流程
发布公告—网上报名—简历初选—通知—笔 (面)

试—确定人选—体检—签约和报到。

四、福利待遇
提供行业内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待遇，良好的培

训晋升机制和发展平台。

五、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2年 4月 29日。

2.报名方式：应聘人员登录“福建日报社（福建日报报

业集团）人才招聘网（https://hr.fjsen.com/）”填写简历并投

递相关岗位，填写简历信息务必真实准确，不接受其他形式

报名。

3. 应聘人员凡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或其他违规违纪行

为的，取消本次应聘资格。

4.福建日报社（福建日报报业集团）负责本次招聘的解释。

六、报名咨询电话
海峡都市报社：郑女士，0591-87095554
海峡导报社：徐女士，0592-2960308
海峡教育报社：付女士，0591-87095885
福建卫生报社：杨女士，0591-87095848
福建法治报社：金先生，0591-87870370
晋江经济报社：金女士，0595-82009876
市场瞭望杂志社：陈女士，0591-87095832
福 建 日 报 新 闻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胡 女 士 ，0591-

87095734
东南网：陈女士，18558832837
福建报业新媒体有限公司：章女士，18559115852
印务中心：杨女士，0591-88618307
更多招考动态，请登录“福建日报社（福建日报报业

集团）人才招聘网(https://hr.fjsen.com/)”。

福建日报社人事处
2022年4月7日

福建日报社（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单位
2022年上半年招考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