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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生今年 81岁，教了 34 年书，对课堂上
的一幕印象最深。

当时他正在讲哈佛大学的干细胞实验：科学
家教会两只鹦鹉唱歌，把其中一只鹦鹉脑子里的
中枢神经弄坏，它就不会唱了。再把另一只鹦鹉
脑子里的干细胞取出来，处理之后，注射进第一
只鹦鹉体内，这只鹦鹉再次唱起了歌。
这个实验得出什么结论？学生们回答：干细

胞可以用来修复受损细胞的功能。偏偏有个年轻
人站出来问：陈老师，这只鹦鹉唱的歌，还和原来
一样吗？
陈润生给上万人讲过这堂课，就只遇到一个

人这么问，空前绝后。
“这个问题有多好呢？”哪怕已经过去十多

年，陈润生谈起这一幕时，还是眼睛亮晶晶的。
如果唱的是新歌，说明干细胞只是恢复了大

脑的功能；如果唱的是原来的歌，就说明干细胞还
能修复已经损坏的神经连接，甚至能重建记忆。
“这个问题关系到记忆和意识的本质，从科

学上讲，从哲学上讲，都非常深刻，让人震撼。”陈
润生说。

一个人欣赏什么样的学生，就能看出是什
么样的老师。而陈润生最看重的，是学生“思考
的层次”。

壮观的上课场景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如果
你想去听陈润生院士的《生物信息学》，需要提前
做一点攻略。8:30开始的课，最好刚过 6点就去
占座。有人没经验，6:40去了，惊讶地发现前排已
经坐满了。

当然，前提是你能“抢”到这门课。当初线上选
课，600个名额“秒空”。没抢着课的学生太多，学校
又连续增补了两次名额，最终扩容到约 900人。

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里，一般的“大课”多开在
阶梯教室，而《生物信息学》开在能容纳上千人的
学生礼堂———在一则校园新闻里，这一幕被描述
为“壮观的上课场景”。随便问问在座的学生来自
哪个专业，答案五花八门，覆盖“数理化天地生”。

总建筑面积 10741平方米的礼堂里，电影院
般偌大的落地屏幕下，老爷子本就单薄的身板，
被衬得愈发小巧。长而空阔的讲台上，一人，一
桌，一椅，一笔记本电脑，一保温杯而已。八旬老
院士的洪亮嗓音，经由一支小小的麦克风，充盈
整个空间，绕梁不绝。
“我第一次听课的时候，坐得比较靠后，声音却

清晰有力，我完全没意识到讲课的人已经这么高龄
了。”已经毕业的学生饶丹对《中国科学报》说。

陈润生是中国第一个开设《生物信息学》
课程的人，在 8年里，这门课都是全国独一家。

第一堂课，他要告诉学生什么是“生物信
息学”。

他的讲法很独特，是从自己一段疯狂的“追
星”经历开始的。

1988年，陈润生从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归国。
他曾做过“洪堡学者”，有“量子生物学”这样的前
沿科研经历，还发表过至今听来也不过时的“人
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研究论文，只要沿着这些方
向继续做下去，顺理成章的大好前程就在眼前。
但陈润生心里始终横着一个问题：未来的科

学究竟要做什么？
20世纪 90年代，世界迎来又一个科技大发展

时期。继“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之
后，人类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三大计划———“人类基
因组计划”蓄势待发。凭借敏锐的科学嗅觉，陈润生
预感，这将是改变生命科学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折
点。他极度渴望成为这历史洪流中的一员。

在陈润生为这幅科研蓝图朝思暮想、欲痴欲
狂时，国内相关领域几乎是一片荒漠。“无人可
说、无话可说，那种孤独感逼迫着我，找一个窗口
去释放。”就这样，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近乎
“疯狂”的事———给詹姆斯·杜威·沃森写信。

上过中学生物课的人一定听说过沃森。他是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是 1962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也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带头
人。赫赫有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当时就由他主持。
在信里，陈润生告诉沃森，自己是一名中国

科研工作者，对人类基因组计划非常感兴趣，希
望能做一点相关工作。
信寄出去了，内心的焦灼也就消除了大半。就

像“追星族”那样，陈润生从没想过能收到回信。
一个多月后，北京中关村传达室收到一个厚

厚的牛皮纸信封，美国寄来的。陈润生接到通知
时，第一反应是“找错人了吧”。他几经周折，终于
拿到这封信，瞬间被“无法想象的开心”笼罩。

当时美国人类基因
组计划办公厅的主任受
沃森之托写了这封回信。
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科学
家关注的感谢，重申了人
类基因组计划对整个人
类文明和科技事业发展
的重要性。

随信还寄来两本材
料，一本是人类基因组计
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
本，另一本是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各研究所的介
绍，邀请他选择一到两处
出国访问。

这些材料中大篇幅
阐述了发展生物信息学
的重要性，因为“人类基
因组计划中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如何破译基因
密码”。
陈润生如饥似渴地

读着，同时审视着自己的
学术背景：生物物理学出
身，有扎实的数理功底和
良好的学科交叉基础。他
越想越觉得，“这不就是
为我量身打造的研究方
向吗？”

每个听过陈润生《生
物信息学》课程的学生，
都对这段故事印象深刻。
“感觉很奇妙，就像

打破了次元壁。”2020级
国科大学生岳颖说。在陈
老师的讲述中，那些课本
上出现过的名字和知识
点，都活生生地扑面而
来，令人目不暇接。

陈润生的这种讲课
方式，不是随便谁都能学
的。当他讲解一门学科
时，其实是在讲述这个学
科如何诞生、如何在中国
兴起，又如何在无尽的未
知和挑战中曲折前行。而
他本人，正是整个历程的
参与者和实践者。
“要问咱们国家第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的人是

谁？绝对是我，不会有第二个人。”这就是陈润生
如此讲课的底气。

整个中科院“倾巢”而出，
为培养年轻人作贡献

陈润生是全中国第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研究
的人。

而他的老师贝时璋先生，是全中国第一个做
生物物理学研究的人。

1958年，贝时璋做了两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创办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
物理所），创建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

在中国科技大学刚刚成立的生物物理系里，
陈润生和同学们享受着近乎梦幻的教学阵容：贝
时璋、华罗庚、钱临照、严济慈……王元、龚升等
后来的大数学家，此时刚刚迈向而立之年，只能
给他们做做辅导。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整个中科院‘倾

巢’而出，为培养我们年轻人而作贡献。”陈润生说。
当时生物物理学还是一门饱受争议的学科，

有些知名学者甚至断言：“只有生理学，没有生物
物理学！”因此，在这个新生的生物物理系里，从
老师到学生都是“开拓者”。

陈润生记得，贝时璋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向
学生耐心解释什么是生物物理学。他的宁波乡音
较重，很多人听不懂。好在陈润生祖上也是江浙
人，基本听明白了。
“贝先生说：生物物理学就是在生命活动中

探索物理规律，用物理方法来研究生命现象———
是一门大交叉的学科。”

性情和厚、言辞谦逊的贝时璋，做起事来却
雷厉风行、毫不含糊。为了培养出真正的学科交
叉人才，他安排生物物理系学生们“物理课和物
理系一起上，数学课和数学系一起上，化学课和
化学系一起上”，老师都是各个学科顶尖的名家，
绝不打半点折扣。

后来，他还邀请钱学森、彭
桓武等物理学大家交流共事，推
荐表现优异的学生参与跨单位
合作，陈润生便是其中一员。

得天独厚的学习工作经历，
让陈润生一生受用无穷。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教

育，总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那就是一个人升华凝练后
的东西。就像赏鉴文物，要到一
定境界，才能品出滋味儿。”

在众多大师的引领下，陈润
生从未因课业繁重而忧虑，只觉
得越学越轻松。

他亲耳听过华罗庚先生那
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先把书读
厚，再把书读薄。”半个多世纪过
去了，他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多数
早已遗忘，脑海里留下来的“薄”
是各个学科的体系脉络，是顶级
学者的眼界思维，是那种为了学
术理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就像贝时璋先生认准了生
物物理学那样，陈润生也认定了
生物信息学。不管有多少阻碍和
困难，他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陈润生刚回到生物物理所
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科研项
目，他就一边做其他项目的工
作，一边见缝插针地“捣鼓”遗传
密码研究，还险些被项目负责人
“扫地出门”。

好在生物物理所领导对陈
润生印象相当好，给对方吃了颗
定心丸：“你放心吧，他是扎扎实
实搞研究的人。”这才让陈润生
有机会继续做下去。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那几年，陈润生带
着自己的学生，一面埋头苦干，一面遍寻机遇。
1992年，吴旻、谈家桢、强伯勤、陈竺等科学家开
始推进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陈润生派了一个最
会跟人打交道的机灵学生，登门拜访吴旻院士，
诚恳地表达了加入这项计划的愿望。
“我让学生讲清楚三点：第一，我收到过沃森

教授的回信，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是有了解的；第
二，我知道他们的团队以医学人才为主，我们是
做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可以帮助处理大量数据；
第三，我们只要带着计算机和脑子就可以工作，
我们不要钱。”陈润生回忆道。

当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
学部主任的吴旻院士，认真听完了这个学生的讲
述，他们内部讨论了一下，认为确实有必要纳入
这样一支专业的序列分析和数据处理团队。

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在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
中占了 1%。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带动了中国
在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起飞。包括陈
润生在内，有太多人从这 1%中开辟出越来越广
阔的科研天地。

不知算不算某种精神传承，贝时璋先生在巨
大的争议和反对声中开辟了中国的生物物理学
之路；而他的学生陈润生，也在不被身边人理解
的孤独里，筑起一座名叫生物信息学的小岛，一
步步开垦出硕果累累的科研沃土。后来，他又在
国内率先开启了非编码 RNA研究，开辟出一片
新的科学蓝海。

一年又一年的《生物信息学》课上，千千万
万学生听着这些故事，听出了各自心中的“哈
姆雷特”。
有个学生在微博里写道：“听陈润生院士讲

课，就会想要当个科学家。”

“教师”陈润生和“导师”陈润生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研究生阶段，“师者”们天然被赋予两重含

义：讲台之上的“教师”和课题组里的“导师”。前
者重在传授，后者重在栽培。师者陈润生游走在
这两种场景间，没有身份切换的障碍，只觉得相
得益彰。

课堂上数百名学生，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其
中不乏“刁钻”的角度，逼着他把自己做过的研究
一遍又一遍“反刍”，思考得更加深入、透彻，对学
术的理解更上一层楼，再返回来指导自己的研究
生，也愈发游刃有余。

年轻人都“吃他这套”———“教师”陈润生的
学生说：“陈老师就像到我脑子里转过一圈儿，我
哪儿明白哪儿不明白，他都知道。”“导师”陈润生
的学生说：“做科研遇到低谷了，就去陈老师办公
室坐一坐，出来时又精神百倍，充满信心。”

何厚胜同时做过这两种学生，他说：“羡慕我
的人可多了去了。”

他是 2003年考到生物物理所的。同批考生
里有 1/3都报考了陈润生的研究生，尽管此时陈
老师还没当选院士。何厚胜的笔试成绩名列第
一，但他本科读的是物理系，一点生物学基础都
没有。

陈润生面试了一下他，知道“是个好学生”，
便问：“你有没有决心，在我这里硕博连读 5年，
就做生物学实验，不搞你的物理了？”

何厚胜有点意外，他知道生物物理学是交
叉学科，还想着好好发挥一下物理学优势。但
陈润生接下来的话说服了他：“你的物理底子
已经挺好了，但生物底子必须打牢靠。等你毕
业后，就带着在我这里 5 年学来的分子生物学
和本科 4 年学到的物理学出去干吧，什么都能
干得成！”
何厚胜动手能力强，擅长做实验。但生物学

实验的操作并不复杂，难的是背后精妙幽微的机
理。跟其他生物学出身的同门一比，他愈发不敢
懈怠，“每一个概念都从头学起，用一年半的时间
学完了别人本科 4年的知识”。

博士毕业时，他被陈润生推荐到美国哈佛大

学继续深造。后来，陈润生赴美访问，哈佛教授指
着何厚胜说：“陈，我告诉团队里所有人，以后再
招学生，就按照他这个标准。”
“我的学生在哈佛都是‘免检’的，根本不用

写推荐信。因为我每推荐一个学生，就留下一个
美好的印象，一直保持着这样良好的信誉。”讲到
这些，陈润生的笑眼里总会划过一丝得意。

如今何厚胜已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建立
了独立实验室，做的是陈润生曾经力推的非编码
RNA研究。漫漫科研长路上，他常常想起陈老师
眯起月牙形的眼睛，笑纹在脸上一圈圈漾开，“放
心做吧，做坏了我也不会打你们屁股”。

尽管身在海外，但只要有机会回国，何厚胜
总会来生物物理所的实验室坐坐，“这是我在北
京的另一个家”。

陈润生说，他是真把学生当朋友。一个年轻
人来了，他想的不是怎么让他赶紧出成果，而是
怎么让他成长好，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

另一个学生跟他学了两年，突然跑来说：“陈
老师，我不想学这个了，我要去学法律。”虽然有
些惊讶，但陈润生没有问他“为什么”，而是问：
“你这是一时冲动，还是内心深处的选择？”

学生回答，就是发自内心喜欢法律，为此可
以不要唾手可得的硕士文凭。陈润生完全支持他
的决定，只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在这里再读一年，
因为“一个自然科学的硕士学位，会是一笔宝贵
的人生财富”。

如今，这位拥有生物学和法律双重学位的
学者，已经是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知名专家了，
连陈润生遇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也要去找
他咨询。
在生物物理所，陈润生课题组的气氛是出了

名的宽松。做导师的，生怕学生们弦儿绷得太紧，
还特意发明了一个名词“脉冲式学习”———“冲”
一会儿，歇一会儿。一张一弛，劳逸有度。

脉冲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陈门师生同样
如此。
这个课题组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了高频高

质的产出。峰值出现在 2006年，这一年他们“脉冲

式”发表了 21篇 SCI论文，平均每半个月发一篇。

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河

亦师亦友，如父如兄———用这 8个字形容学
生们眼中的陈润生，毫不为过。

当然，随着年龄差的持续加大，现在的学生
们更喜欢把他看作“给我们讲道理的爷爷”。

然而，这样一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老
人，早年却从未享受过来自父亲的庇荫。
“我刚出生，父亲就离开家了。也可能我还没

出生他就走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到底见没
见过他。”

陈润生出生在 1941年的天津，当时的津门
老城，正饱受日军的铁蹄践踏。陈润生的父亲刚
刚 20岁出头，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他没来得及好
好道别，就和几个同龄人结伴，冒着极大的危险
突破日军占领区，从此再没有回来。

家人最后能确认的是，他离开天津后曾到达
西安，也就是当时的国统区。再之后，他去了哪
里、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因为家庭的原因，陈润生的青年时代总萦绕
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孤独。
“班里多的是高干家庭子弟，我在他们中间，

总觉得自己不那么‘根正苗红’。”
“就好像背着一个无形的包袱，而身边人都没

有，即便大家不说什么，我总是不敢融入进去。”
在这充满逼仄感的孤独中，他只剩下一个最

纯粹的念头：要更加努力，要表现得比别人更好。
最终，他成了大学班级里走出的“唯二”的两

位院士之一。
陈润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对父亲的找

寻仍未停止。前半生里读过的那些史料，找到的
那些线索，让他越来越倾向于父亲当年应该是从
西安一路南下，加入中国远征军，直抵缅甸、印度
等地。史书中对中国远征军的记载分外惨烈，30
万将士血战沙场，只有寥寥数万人得以生还。

此时的陈润生，已经是工作极度繁忙的学术
带头人了，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留给自己的执念。于
是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告诉各类院士活动的举
办方，如果去云南腾冲的话，请一定喊他参加。

腾冲有一座国殇墓园，巨大的青灰色石头墙
上，镌刻着 10万远征军将士的名字，还有十几万
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次去腾冲，陈润生总要
抽出一点时间，一行行地用目光巡读那些文字，
可总是一无所获。

直到 2016年，他再访国殇墓园，遇到了一名讲
解员。他向讲解员求助，对方告诉他，10万名远征军
战士的名字已经录入计算机系统。把名字输进去，点
击搜索，显示该名字位于第 25区的第几块墓碑上。

陈润生赶紧跑去一找，70 余年来梦寐以求
的三个字，终于在这一刻，清楚分明地涌入眼帘：
陈文仲。
“所以，就是一个年轻人，怀抱着很纯粹的抗

日救国理想，加入远征军，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不知道牺牲在哪里。”
“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件事，对吧？”
他仿佛问着眼前的人，也仿佛是在与过去的

自己说话。
陈润生再次去腾冲时，同行的院士朋友们已

经知道他父亲的故事。大家特意组织了一个活
动，在刻有他父亲名字的石碑下放上鲜花，然后
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

此时陈润生已经年近八旬，回望那个年少时
孤独彷徨的自己，恍如一梦。
“其实我的孤独啊，压力啊，早就在做事情的

过程中慢慢消解掉了。”
“我多愁善感的时间很少，特别到了后来，就

是内心很开阔地不断追求一些新的东西。”
有人说，人生是一条逐渐走向孤独的旅途。可

陈润生似乎是逆其道而行之，他从孤独的小溪里逆
流而上，直到把生命的河道拓宽、拓宽，不断地容纳
更多的人、更鲜活的理想，和更丰沛的情感。

在陈润生的课堂间隙，总会有学生排着队
找他签名，大家炫耀般地把这称为“大型追星
现场”。年轻的面孔如潮水般涌来，然后久久不
肯退散。

听过他课的学生、课题组里的同事、与他相濡
以沫的家人……头发渐渐花白的陈润生，总是被
这些人簇拥着，在充实的生活里爽朗地笑着。

当他暂时放下总也做不完的工作，抖落院
士、博导、名师等大大小小的光环，回到和老伴儿
两个人的小家里，他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
头儿。在这个家里，他们夫妻二人曾经共同养大
两个孩子，没靠过老人，也没请过保姆，“一晚上
洗的尿布就能搭满整间屋子”。

他喜欢读侦探小说，但对作家的“逻辑”非常
挑剔，因为他总是一边读，一边分析接下来的剧
情如何发展。不过他的预测往往不准，猜错了，便
付之一笑，“说明人家的造诣比我高”。

每个星期，他会抽空下厨，给家人整几个拿手
菜。每年的年夜饭，大厨也是他。红烧肉、焖大虾、烧
茄子……“这些菜我做得好吃”———就像从不吝惜
赞扬学生一样，他也从不吝惜表扬自己。

不光读书要“先读厚、再读薄”，陈润生自己
的人生也似乎“先过厚、再过薄”了。获得过无数
荣誉奖项，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后，他给自己取
的微信名字却叫“微不足道”。

他会多年如一日，在清晨准时赶到公交站或
校车站，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学校讲课；也会在
大中午天正热的时候，早早来做核酸，只因为这
个时候排队的人少，不会耽误工作。

如果你在街头偶遇他，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
个平平常常的老爷子，只不过精神格外好，眼睛
格外亮，暖暖内含光。

讲台上的陈润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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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学生排队
找陈润生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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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生和夫人任
再荣。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