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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令人怀念的科学家: 钱其斌 

萧崇德 

中原大学生物科技系, 台湾中坜 32023 

1  早熟的科学神童 

钱其斌(1965~2011)出生于美国, 是华裔知名科
学家钱致榕教授的长子。钱致榕在 1946年随家庭由
大陆迁至台湾定居, 于台湾大学物理系和美国耶鲁
大学分别完成学士与博士学位, 自 1969年起执教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迄今。钱致榕教授热心推动华人高

等教育, 是海峡两岸 20多所名校的名誉教授、讲座
教授、董事及顾问。或许是在这样的书香世家背景

中成长 , 钱其斌自小就显露出对知识的天赋与热
爱。他自幼有强烈的好奇心, 喜欢自学, 12岁时念完
中、小学课程, 就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 兴
趣极广。3年后, 完成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电
机、计算机各系必修课程, 在 15岁时获得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时, 他已经和计算机系的
教授合作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当时他选择到加州

理工学院物理系攻读博士, 但是他得到英国的马歇
尔奖学金, 决定先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一年期的访
问研究, 享受英国的学院生活, 来年再回到加州理
工学院就读生物物理学博士并完成学位。 

钱其斌取得博士学位后便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进行第一个博士后研究, 主要是利用非洲爪
蟾研究神经轴突生长。之后, 他又赴德国图宾根大
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进行第二个博士后研究, 这
时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正巧在进行大规模的斑马

鱼突变筛选工作, 钱其斌马上被这个充满挑战性的

工作所吸引, 开始了他在斑马鱼神经生物学上的研
究工作。完成所有的基础科学训练后 , 钱其斌于
1998 年便接受犹他大学的聘请, 开始在神经生物与
解剖学系任教。仔细观察钱其斌的求学过程, 他花
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 扎扎实实地广涉各领域, 从
不取快捷方式进行实验, 也因此为日后的科研工作
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  耀眼的学术光芒 

钱其斌在本科的专长是物理学, 博士专长是生
物物理学, 博士后的训练是神经生物学与发育遗传
学, 这样扎实广博的训练让他可以由不同的角度、
利用不同的工具去解决一个基本的生物学问题。钱

其斌有着一双灵巧的科学之手, 他在加州理工学院
博士研习期间便设计出一种装置, 可以利用对电压
敏感的荧光染剂检测出神经细胞中的单一动作电  
位[1]。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后研习期间

也设计出一套装置, 可以检视非洲爪蟾在活体状态下
单一视神经轴突的生长方向, 并且可以对该装置添
加药物, 以观察药物对神经轴突生长的影响, 钱其
斌发现若使用肌动蛋白去聚集化药物处理后, 会抑
制神经轴突前缘的伪足形成进而造成神经轴突的生

长导引失去方向性[2]。之后他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

所博士后研习期间, 开始进行大规模遗传突变的筛
选工作, 发现了至少100种斑马鱼突变具有 retinotectal 
pathway的发育缺失。钱其斌在犹他大学神经生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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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系任教后, 持续分析之前在德国筛选到的斑
马鱼突变体。他注意到一种具有严重轴突生长方向

性缺失的突变 astray, 经由繁复且花费时间的定向
克隆  (Positional cloning)工作 , 他的研究团队证实
astray 突变是由于 Robo2 受体缺失造成, 他还进行
了难度颇高的眼球移植实验, 去证实 Robo2 受体的
功能是受到细胞自主性 (Cell autonomous) 控制 [3], 
这种眼球移植技术在当时的斑马鱼领域中还是第一

个成功案例。另外, 他也善于开发新技术来服务斑
马鱼群体, 在当时斑马鱼转基因研究领域中, 主要
的技术瓶颈在于如何快速有效地构建出转基因载体

与如何有效地增进转基因的继代遗传率, 他的研究
团队在 2007年发表了 Tol2Kit[4], 同时解决了上述的
两大难题。Tol2Kit主要是利用 Gateway基因重组技
术, 可以在一次的反应之中将基因启动子、转基因
与 3’ polyA signal串接起来。此外, 在转基因载体的
两端由于又加上了来自稻田鱼的 Tol2 转位子反向
重复序列, 当与Tol2 转位子mRNA共同注射时, 可
以大大地增进转基因的继代遗传率。总之,  Tol2Kit
的发明让斑马鱼的转基因鱼实验变得容易许多。另

外, 由于钱其斌拥有生物物理学背景, 使他对生物影
像有独到的见解, 为了方便观看生物的三维生物影像, 
他的研究团队也开发出实用的影像软件 FluoRender  
(http://www.sci.utah.edu/software/127-fluorender.html) 
方便生物学家进行三维生物影像的重组与容积再现 
(Volumn rendering)。 
 

 
 
图 1  钱其斌和学生在检视刚培育出的斑马鱼 
 

3  提携后进与对学术的热忱值得学习 

第一次认识钱其斌是在 2001 年于英国伦敦举
办的第二届欧洲斑马鱼研讨会, 当时他年仅 36 岁, 

而我也只有 29岁, 记得当时我是张贴墙报讲述构建
两端含有 AAV-ITR序列的 DNA载体可以增强转基
因的表现 [5], 钱其斌主动来与我讨论一些实验的细
节与心得,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便是一脸笑咪咪而且
非常的温文儒雅, 对人非常的热情友好, 言谈之中
了解他的家人是来自台湾, 也可能是这个关系, 总
觉得与他较有缘分, 所以交谈甚多。他也给了我很
多在研究上的建议与鼓励, 对于当时第一次出国参
加国际研讨会的我, 着实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第
二个印象便是觉得他的精力十足, 可以在白天会场
中的各个角落看到他的身影与其他学者交谈, 在晚
上的社交晚会中看到他与其他学者把酒言欢, 生活
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豁达开朗, 充满了美国式的
开放性格, 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当时他已经罹患了两
年的癌症。 

4  乐于分享的心态值得效法 

斑马鱼遗传发育学是个进步神速且充满挑战的

新兴领域, 参加多次国际性研讨会后, 我发现研究
的竞争几乎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白热化地步。举例来

说, 在一场研讨会的口头发表会中, 常发生数个来
自世界不同的实验室都报道了他们最先定向克隆出

某个重要突变体的关键基因。又或许是在一场研讨

会的墙报发表会中, 常发生数个来自世界不同的实
验室都张贴了类似甚至是相同的工作, 由于大家对
自己的辛苦研究成果都是很保护的, 所以造成会场
的气氛充满了谍对谍的紧张性。我记得有几次研讨

会的墙报时间, 发现有些墙报根本都没有张贴或是
某个角落被人用小刀割除掉, 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
是作者发现会场出现竞争者, 于是便将一些重要结
果隐藏起来, 以免被竞争者参透其中道理而被抢先
发表。相比较之下, 钱其斌的做事风格便显得非常
大方与乐于分享。2007年暑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
办的第五届欧洲斑马鱼研讨会中, 钱其斌实验室所
张贴的墙报前发生了非常火热的讨论情形, 走近一看, 
原来是钱其斌将他研究室发展成熟的整套 Tol2Kit, 
准备了大约 100 份免费发送给与会学者, 当时的我
正好从新加坡完成博士后训练准备回到台湾中原大

学任教, 在取得钱其斌馈赠的 Tol2Kit后, 对于自己
的研究起步可以说是起了关键性的帮助作用, 让我
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多种转基因斑马鱼品系,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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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我也向钱其斌的分享精神看齐, 将自己研究室
所制造的转基因斑马鱼资源与其他研究同行一同分

享(http://icob.sinica.edu.tw/tzcas/fishlines.html)。另外, 
钱其斌也是受大家尊敬的好老师。1984 年暑假, 时
年 18 岁的钱其斌在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当研究生
时, 全家人随着他父亲到中国内地大学巡回演讲及
访问, 他选择独自到Woods Hole海洋生物实验室开
始生命科学的研究, 从此他几乎每年必去, 后来负
责 Woods Hole 海洋生物实验室举办的斑马鱼神经
发育与遗传暑期实验课程的教学工作, 每年暑假期
间都可以见到他与家人一同出现在实验课程的现场, 
即使在他临终前 3 个月, 他还是抱病携家前往, 无
私地分享自己所学与引领更多世界各国的年轻生物

学家进入斑马鱼的研究领域。 
钱其斌生性达观进取, 热爱生活, 除了研究教

学, 与妻子女儿和父母弟妹都很亲近, 并且深得六
七十位亲人以及各地朋友的热爱。2011 年 12 月 1
日, 在与癌症搏斗 12 年后, 他在犹他州盐湖城去
世。直到最后一周, 他还是坚持到试验室, 和他的团
队讨论新的实验室的安装工作。那时他已经培养了

20 几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博士及博士后, 其中不少人
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任教。他在研究上的成就及这

种为科学献身 , 并且无私地培养青年学生的精神 , 
深深得到各国学者的钦佩, 所以斑马鱼研究群体特
地成立一个钱其斌世界斑马鱼研究奖来纪念他。 

5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2011 年是斑马鱼学术界值得纪念的一年, 因为 

在这年中我们痛失了钱其斌这样一位令人怀念与尊

敬的科学导师。每当被教学与研究繁忙的压力压得

喘不过气之际, 我自己常常在想自己的人生使命是
什么？是当一位好老师还是当一位好的科学家？这

时, 我便会想到其斌的人生故事与其中蕴含的精神
力量, 于是我很快便可以收拾好沮丧的心情, 继续
往前方迈进, 努力去完成一位老师与科研人员所该
尽到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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