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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超：定量生物学路上的自由探索者
本刊记者

曹雪琴

专家简介：
汤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千人计划”（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
第五批入选者。1978年3月-1981年7月，中国科技大学，在近代力学系
学习；1981年9月-1986年8月，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1986年9月
-1988年8月，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博士后；1988年9月-1991年10月，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后；1991年10月-2005年3
月，N E C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2005年3月-2011年9
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工程与治疗科学系、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
系、定量生物科学研究所教授；2011年9月-至今，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非线性科学、系统生物学等领域开展了许多
开创性工作，近年来着力用物理学思想及方法研究生物问题，在蛋白质
结构、细胞周期、生物调控网络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发表文章80余
篇，被引用上万次。
1987年提出自组织临界现象的概念及理论，在非平衡与复杂系统方
面开创了一个新领域。
1996年将统计物理思想引入蛋白质折叠理论，提出可设计性原理；
2004年将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应用到生物网络控制研究，提出了生物
系统稳定性的理论解释；
2006年利用系统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生物网络功能模块，发现生物功能对网络拓扑结构存在强限制。
2009年用理论与计算的方法研究生化适应性网络，找出了其中具有普适性的设计原理。
学术任职：
2005年，世界顶尖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终身正教授，领导推动定量学科与生命科学的交叉。
2001年，受李政道先生邀请，创立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领导推动定量学科与生物的交叉。
2003年, 获国家海外杰出青年、长江讲座教授。
2011年，千人计划全职回国。在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基础上，发展成立北京大学定量生物学中心。
2011年，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委员会主任；协助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推动协调与医学的交叉合作。
2011年，协助设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组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担任中心学
术委员会主任。致力提升两校生命科学研究实力和人才培养水平，带动中国生命科学发展。搭建北京大学蛋白质平台公共设
施，任平台牵头负责人之一。
2012年，创办前沿领域期刊《Quantitative Biology》，任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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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没有雅思，

业”不仅没有让他在力学专业上落后，

走。因为周围没有什么生物学家或者生

也没有托福。尽管中国已经开始打开国

还为他积累了良好的物理学基础，使他

物化学家，他们无法得到更多的帮助，

门，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正式渠道

在随后顺利通过了C U S P E A考试，进入

只能努力学习，增加自己在生物学方面

的缺乏，还是使留学成为中国学生眼中

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主攻

的素养。只是，这种艰难在一群喜欢挑

的奢侈品。1980年，李政道借助自己的

统计物理。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

战的人身上，却变成了一种乐趣，“没

声望，在中美之间着力沟通，正式主持

曾先后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及

有了条条框框的束缚，我们可以完全

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理论物理研究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必受到既成思

目（简称C U S P E A），希望为祖国的物

所开展统计物理学研究。直到1991年任

路的影响。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探

理学人才走向国际前沿贡献力量。这个

职于N E C普林斯顿研究所后，他的研究

索，是他真正步入交叉学科的开始，从

项目，前后输送出近千名留学生，其

视野发生了转移。

此，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他提出了

中，不少都成为栋梁之材。而该项目第

“那是日本电气公司（N E C）在普

蛋白质结构可设计性概念，这一发现在

一批留学生中，便有一位崇尚自由、挥

林斯顿设置的一个研究所，主要做基础

美国《科学》杂志得以发表，并同期配

洒如风的学者，他就是现任北京大学定

研究。N E C开设该研究所的目的是想仿

发了评论性文章，引起了相关领域同行

量生物学中心主任的汤超。

照美国贝尔实验室，聚集一些优秀的物

的高度关注；1998年，针对蛋白质结构

理学家和计算机学家，做一些交叉学科

可设计性概念，他又提出了相应的理论

方面的东西。在那儿，没有外面申请项

来辅证，为物理思想与方法定量研究生

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目经费的压力，也不用教书，各方面的

物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

特。就像“文革”，经历它时，汤超不

压力都比较小，要做什么完全是凭借自

“一般物理，像凝聚态物理、粒

过是一个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外

己的兴趣，很自由。”其实，在来该研

子物理等，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物

面的世界并没有太大的概念，他所能感

究所之前，他所提出的自组织临界现象

理体系。与之不同的是，统计物理本身

受到的也是孩子的自由。诚如他记忆中

的概念及理论已经在1987年发表，其相

是一个方法，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反

所呈现的：课少、没有家庭作业、家长

关论文被引用几千次，被学术界视为开

而要常常接触不同学科的东西，比如

老师不再特别严格地管制、成天在外面

创了一个新领域。而此时，自由之风再

此前，我还用统计物理的方法接触过地

玩儿。彼时，汤超最富有的，便是时间

次激扬起了他心中的斗志，打算做些新

震的问题。这就为我后来做交叉学科打

与自由。

的东西了。“当时，已经有一些物理学

下了一定的基础。”汤超说。在他心目

“那时的我基本是非兴趣不读书。

家开始就生物问题展开研究，其中也包

中，兴趣是令他产生追求的动力，而在

记得我们家剩下不多的书里就有几本

括我的同事。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接触

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内力”又为他

《十万个为什么》，我尤其对其中讲述

了一些生物问题，觉得特别好玩儿。于

不断追寻兴趣点铸就了后盾。周而复始

物理的部分感兴趣。再加上中学时代

是，开始找题目、参加别人的组会、看

之间，无法说孰因孰果，只能说他有意

有位优秀的物理老师，他的引导也让我

生物文献，足足摸索了半年，就是想找

无意之中为自己打造出一条良性循环的

觉得物理很有意思。到1977年高考时，

到研究的感觉。”没有想到，“踏破铁

科研“生态链”。

我就想上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系。”汤

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汤超大

超说。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那一

半年觅而不得，却被一次偶然的学术报

年，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系、近代物理

告击中了心弦。那是斯坦福大学一位研

从蛋白质折叠“折腾”出名堂来

系、地球物理系均不在江西招生。他最

究超导物理的教授，他所讲述的内容是

后，时间就迈入了上世纪90年代末。此

终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从入学

蛋白质折叠，而听在汤超耳中，这个问

时，生物网络也随着新世纪的切近走入

到1981年离开科大，汤超表现的并不那

题便被转化成了统计物理折叠的问题。

学术界的视野。已经迷上生物学的汤

么“安分”，而科大开通、自由的学风

之后，他联合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开

超，自然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点。与此

也“纵容”了他的执着。在科大的三年

始了蛋白质折叠研究。

同时，美国工业界风尚出现了变化，对

初涉：兴趣是最好的导师

深入：从交叉中寻找突破

半中，他常常跑到物理系去旁听，反而

在一个物理学家云集的研究所里

包括贝尔实验室在内的各研究所的基础

力学系的课有时会缺席。这种“不务正

做生物研究，汤超他们的路其实不大好

研究投资越来越少，N E C也不例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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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对生物学研究兴趣的与日俱增，汤

他们的支持，就没有他在科研上的心无

类网络不包含前馈回路，却包含至少一

超开始渴望进入一个生物学家相对比较

旁骛。

个负反馈回路。这种结构分类同时也对

集中的“圈子”，从中汲取更多的“正

作为理论生物学中心主任和发起

应着网络中关键节点不同的功能。在不

能量”。2005年3月，汤超与加州大学

人，汤超谈起中心的科研进展如数家

一致前馈回路中一定要有一个控制节点

旧金山分校达成共识，正式加盟，希望

珍。早期，他们曾把非线性动力学概念

对输入输出进行成比例的调控；而在负

能够建立一些生命科学与定量科学交叉

用在生物网络的稳定性上，发现了生物

反馈回路中一定要有一个进行积分调控

研究的项目。几年中，从人员招聘、科

网络的鲁棒性和稳定性。之后，他们又

的控制节点。这项研究表明，在复杂的

研与教学环境的建设到科学研究与合

把网络和系统生物学的概念用在寻找药

生物现象背后很可能存在着普适的规律

作、研究中心的创立，他全心投入，忙

物靶点上，尝试改革传统药物中单靶点

性。该研究结果可以作为参照标准来判

碌着，也快乐着。直至2011年，他决定

的局面，转为多靶点干扰，现已进入实

断已知的适应性网络是否包含了必要的

全职回国。

验阶段。在合成生物学这个新鲜领域，

元素，是否完整；也可以用于指导合成

汤超自称这个决定并不是仓促间

中心也是国内较早步入该领域研究的单

生物学研究来构建新的具有适应性的网

做出的。早自1990年起，他就开始经常

位。他们曾多次率北大代表队参加合成

络。

回国，开会、作报告、学术交流等等。

生物学领域的国际性学术竞赛——国际

理论生物学中心的发展得到了来自

上世纪90年代末，他遇到了北京大学一

遗传工程的机器设计竞赛（I G E M），

各界的肯定和赞誉，不仅被评为第一批

批志同道合的老师，他们的研究方向不

2007年第一次参赛就拿到了冠军，并获

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还成为2007年国

一而足，物理、化学、力学、统计……

得最佳信息处理奖。以此为推动，他们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的首个“交

但共同点是他们都存在定量科学研究背

在合成生物学上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

叉学科”创新研究群体，2008年，又得

景，并且都对生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理论生物学

到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对于交叉学科的

这批人一拍即合，决定发起北京大学理

中心对生物功能和网络拓扑关系的研

支持。现有讲席教授1人，长江特聘教

论生物学中心。中心正式建立于2001

究。该研究由汤超课题组和加州大学旧

授2人，长江讲座教授2人，教授6人，

年，在李政道先生的邀请下，汤超出任

金山分校Wendell Lim教授课题组合作，

特聘研究员1人，副教授4人，博士后2

中心主任。从此，他每年回国两到三个

揭示了在生物网络层次上如何实现生物

人，博士生45人，硕士生5人，本科生

月，或者更长时间，以便于开展中心建

适应性。该项研究所发现的规律性在生

24人。此外，中心还聘请并吸引到一批

设。其间，何时全职回国就成了萦绕在

物系统中可能具有普适性，有助于加深

国内与海外的杰出科学家兼职与定期访

他心头的一个问题。“回国之前，我曾

对于生物系统复杂性的认识。这一研究

问，形成了一个生物学研究的交叉学科

利用学术休假在北大连续待了半年，参

成果已作为封面文章刊登在国际一流杂

研究群体。涉及研究领域目前包括系统

与了北大的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工作，

志《细胞》上。《细胞》杂志专门为此

生物学、合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生

越来越觉得自己很有用。算起来，北大

配发了评论。该论文第一作者为马文喆

物信息学、基因组学、药物设计等。目

的交叉学科发展在国内是比较早的，但

博士，他是中心的第一批研究生。在该

前，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已经更名

后来速度并不是特别快。我在这方面也

工作中，马文喆博士等人在理论上研究

为定量生物学中心。成立至今，中心始

算有些经验，全职回来的话，会对北大

了酶调控网络的适应性问题。通过在理

终坚持着最初的宗旨——利用北京大学

交叉学科的推动更有效。国家和学校都

论上穷举所有可能的简单调控网络，他

的多学科优势，集中数学、物理、化

很重视，年轻人想回国的也越来越多，

们首先发现了不少具有适应性的网络，

学、工学、生物和信息科学的研究力

在这样一个关键发展的时期，回来可以

这一点与生物中的多样性是一致的。但

量，与国内外同行沟通联动，采用理论

做对学校对社会都有意义的事。美国是

是在具体分析了这些具有适应性的网络

与实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并推动定量

发达国家，就算我做得再好，其实多我

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所有这些具有适

系统生物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显然，

一个少我一个都没什么关系，但是在中

应性的网络都可以被分为两大类。首先

它做到了，并且尝试去做得更好。

国，这种参与，让我很有成就感。”每

可以在网络结构上进行分类：第一类网

每提及此事，汤超总是念念不忘家人的

络包含两条符号相反的从输入到输出的

支持。毕竟，对一个科研人来说，没有

信号通路（不一致前馈回路）；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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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以交叉推动一流建设
自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

中心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

的评价模式。“学生要先写一个自我介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目前已有30

绍，内容包括他做过什么，个人的想法

（2010-2020年）》发布后，为适应建

多位P I，还有几位即将到位。”“在科

和理想等等，并由几位熟悉他的教授对

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在我国加快

研上，我们鼓励P I去申请校外经费，但

其能力、科研、学习等各方面进行评价

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就成为教

尽量保证他们不必为了经费而去做科

推荐。经过初选之后，我们有一个专门

育界的追求。这一点，北京大学自然也

研。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为

的委员会对他们进行面试。整个面试过

不例外。2011年，汤超出任北京大学生

了自己的梦想，自由地、深入地、专心

程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交谈，会问各

命科学委员会主任，协调引导北京大学

地去做有意义的研究。”

种问题，谈一下科研、人生观等，对面

生命科学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同年4

同样的，在人才培养上，生命中

试者的能力、兴趣、英文水平等进行综

月，他协助设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心也做出了改革，“我们的招生破除了

合考察。当然，学生进来之后的课程也

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暨北京大学-清华

以往的模式，没有专业限定，没有年龄

是经过重新设计的。这种方式，最主要

大学生命科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改革

限制，也没有考试。”没有专业限定，

的就是希望能把学生从书本和考试中解

试点，并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就是将学生招收背景扩大到生命科学

放出来，让他们学会如何去问问题、解

“以卓越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带动

之外；没有年龄限制，也就是说不一定

决问题，达到我们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建设国际一流的生

是应届本科生；没有考试，则意味着新

目的。”

命科学研究与教育中心。同时，通过体
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为高等教育改革探
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为科技体制改
革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为聚集、使用和
培养人才提供可推广的范例。”汤超这
样介绍中心的预期发展目标。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他认为，要从人事管理、科
研管理体制、学生培养等角度进行全方
面探索，力求将一流的教学与一流的科
研结合起来，吸引、留住，并培养出一
流的科研人才。
从人事管理上，他们不再设立永
久性职位，坚持国际化、公开化，面对
校内外、国内外，跨领域、高标准地进
行招募。经过严格的筛选，生命中心如
今的P I构成充分体现了学科的融合和交
叉，除生命科学院外，P I还广泛分布于
化学院、物理学院、分子医学所、心
理系、动态成像中心、医学部和附属医
院。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有海外教育经
历，（曾）获“千人计划”6人，“百
人计划”6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和讲座教授17人，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24人。用汤超的话说，他们
之所以采取极其严格的招聘方式，就是
要聘用最好的人才。“人才招聘是生命

汤超为学生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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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生命中心那个

午餐会这种既轻松又热烈的氛围，也会

力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也推动那个

“通过平台创造一种鼓励创新、自由思

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确如汤

“一流”理想的实现。

考的科研氛围和文化”的梦想终于初见

超所言，这个“午餐会”不仅“吃”出

成效，这一点，在他们的P I双周午餐会

了思想的碰撞，还“吃”出了成立学术

议上可见端倪。自2011年11月起，每隔

交流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以及以何种

“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

一周的周四，中心就会组织一个午餐会

形式举办暑期学校等和生命中心人才培

纪，我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21世

议，由一位P I为中心P I们介绍个人和实

养与教学等相关提案。

纪，应该是生命科学与其他定量科学交

人才：用交叉培育优势

验室的科研工作及一些成型或不成形的

紧张有序、平等活泼、自由交流，

叉融合的世纪。这样一个交叉融合会对

想法 。大家一边吃盒饭，一边讨论。

这样的氛围逐渐从午餐会上弥漫到中心

整个科学、社会，乃至人类都产生深远

由于他们的学术背景各有不同，午餐会

上下，带动了其和谐发展。与此同时，

的影响。生物本身固然会因此而使定量

上的气氛格外热烈，通常是上面的人讲

生命中心还将趁着“凤凰工程”的东

化特点更加凸显，人类对生物的理解也

完后，下面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

风，一方面参与到构建高起点的开放共

会因此更加深刻。如此，我们对环境、

比如说，如果是一位做基础研究的人在

享的公共研究平台建设中；一方面借助

能源、健康等社会问题也会解决得更

讲述，讨论阶段可能就会联系到设计药

其先进的设施条件，吸引到不同的优秀

好。可以说，生物以后会成为一个创新

物靶点和临床应用上；同样的，如果是

的科学家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加强学术

源头，为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影响。”

一位临床医生在报告，那么下面的人可

交流与合作，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共

与汤超这段话相映成辉的是，2009

能会从临床问题上讨论到是否可以从基

同提高生命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水平。

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布了题为

础研究上做得更深入。“我们都是在做

汤超更是积极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走到

《21世纪的新生物学：确保美国领导即

生命科学，但学科背景不同，物理、化

哪儿，就将生命中心“带”到哪儿，推

将来临的<生物学变革>》的报告。报

学、数学、医学等各种专业人都有。这

广着他们的理念。任何改革均非一朝一

告指出：当今的生命科学研究已处于革

样的交叉和融合有利于创新的产生，而

夕可完成，他只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

命性变化的前夜，新生物学时代已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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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国际学术界对此的共识便是，

课程设置、博士点设置等，均与交叉学

到了这些因素，鉴于中心招收学生的专业

21世纪新生物学之“新”主要在两方

科有冲突。汤超看到了这一点，在北京

背景并不相同，每个人的兴趣点也不同，

面：一方面是生物学内部各种分支学

大学的支持下，他决定整理总结多年积

中心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开展灵活的课程设

科的重组与融合，另一方面是化学、

累的经验使学生培养更上一层楼，并希

置，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教育。由于第

物理、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众多非

望能够为国内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提供

一年并不定导师，他们也可以在一起经常

生命学科与生物学的紧密交叉与整

可借鉴的经验。

讨论，取长补短。“就是要想尽一切办

合。“相对和平的国际政治局面，各

“我们最近的招生刚刚结束，对此

法，给他们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感受到

国对科学的重视，尤其中国投入越来

也颇有体会。国内在对于学生的培养上

学科发展的趋势。”前文所提到的马文

越大，再加上生物牵涉面广，太多未

思路比较窄，如果是本科生，物理系的

喆博士就是这种改革的受惠者。他毕业于

知的东西等待大家去发现。对于定量

学生怕是很少能感觉到原来还可以去做

2007年7月，是该中心正式招收的第一批

生物学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

生物问题；学生物的也很少会知道原来

跨学科研究生之一。

心的时代。”汤超这样定论。

还可以学一些定量的课程去换一个角度

日常教育之外，他所领导的北京

对个人来说，他目前的研究工作主

来看生物问题。他们接触到前沿学术思

大学定量生物学中心还会举办一些深入

要集中在系统生物学上。一路走来，他

想的机会并不多，参与交叉学科的机会

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活动。2012年7月

自认是个自由派，习惯于去寻找有意思

就更少，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么一大片广

25-29日，中心就和美国加州大学旧金

的问题，而非先去问自己会做什么。他

阔的天地等待着他们去发现。21世纪新

山分校的系统与合成生物学中心合作，

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不是拿着榔头

生物学的出现，会推动整个社会对交叉

成功举办了“P K U-U C S F系统与合成生

去找钉子。是因为看到了那个钉子，才

型人才的大量需求。所以，培养学术交

物学团队挑战活动”。汤超希望，能够

去想我有没有榔头，没有的话或者借一

叉型人才，对学生本身来说是极具好处

在短时间内通过团队内外大量的互动交

把或者与持有者合作。如果进一步又需

的，但是目前，绝大多数本科生并没有

流、头脑风暴，高强度、深层次地挖

要用到扳手了，还是这样，先想想自己

这种意识。”

掘、激发和培养学生自身在科研活动中

会不会用，不会用的话可以去学啊，或

“本科时意识不到，报考研究

的主动积极性与创造潜力。他认为，这

者还是与别人合作。总之，我做研究一

生就会很盲目。比如一个学物理的学

样的经验，除了对中国学生身上，一些

般是从感兴趣的问题出发，所以研究

生，他可能只知道想要报考北大物理

传统教育方式带来的习惯性被动思维方

对象总是换，但选择起来还是有大的

学院，具体想要跟哪位导师，恐怕并

式产生了巨大震动和影响之外，对学生

原则的，就是能否以定量的思维方法

不熟悉，也不了解。而且好多地方的

未来的职业生涯的影响也可谓深远。

去更彻底地解决。也许看上去不是一

录取制度是即时录取，即时签协议跟

正因为如此，面对学生的就业忧

个系统，但总体看来是一条通路。”

哪位导师。这样一来，就有点‘盲婚

虑，汤超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般悲观，

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无论是个

哑嫁’的意味了。”

“根据我的经验，你只要安下心来去做

人，还是北京大学定量生物中心的未

汤超当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北京

你喜欢的事，并且做好，总是不乏机会

来研究，汤超都认为很难有定式，

大学定量生物学中心，他就做了相应的

的。”他一直在强调“喜欢”，认为

某些东西也不是现在就能想到能看到

改变。研究生进门头一年不定导师，而

“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只

的，他如今能肯定的也只是围绕定量

是选择三个导师实验室轮转的形式，通

有喜欢了才有可能做出优势，如果仅是

学科和生物学科的交叉融合来发展。

过接触实验室，跟随导师做科研相互了

为了“混文凭”来找工作，不如不读

听上去，充满了自由的空间。

解，一年后导师和学生之间再进行双向

研，一来未必真能实现想要的结果，二

他看重人才，一方面要花大力气招

选择。而在课程设置上，以生物专业为

来浪费了原本可以更加开心的数年青

揽一流的年轻人加入团队；另一方面要

例，他希望在开设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

春。也许，在更多人看来，他的想法似

着重培养交叉学科的研究生。

时能选择有生物学研究背景的教师来进

乎不那么“现实”，他却扎扎实实地践

与交叉学科发展的新相反，国内研

行实例引导，这样才能引起生物学专业

行着，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

究生培养大多依然依照传统学科的路数

学生对这些课程的重视，开拓学生的视

柳柳成荫”，他用自己的真实在自由的

在走。这种背景下，研究生体制设置、

野。定量生物学中心的课程设置便考虑

风中书写着纯粹的“奋斗”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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