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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斑斓、亮丽光鲜的鸟儿，是创造“彩蛋”

的高手。在漫长的进化史中，它们与大自然的环

境、温度、邻居斗智斗勇，并将生存智慧附着在一

枚枚鸟蛋上：白色、蓝色、绿色、棕色、褐色……鸟

妈妈们为何会将这些鸟蛋“喷绘”成五颜六色，一

直饱受热议，也有不同的假说。

最近，科研人员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态

与演化》发表论文指出，他们分析了世界上 634种

鸟蛋的颜色、深浅度与鸟类繁殖区域的关系，发

现生活在寒冷地区且鸟蛋容易被太阳照射到的

鸟类，蛋的颜色通常越深，而生活在温暖地区的

鸟类，蛋的颜色相对较浅，且更多样。

有专家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

大样本调查，印证了鸟蛋颜色的温度调节假说。

颜色深浅与日照强度有关？

是什么影响了鸟蛋的颜色，学界有不同的假

说，例如受温度、配偶影响；通过颜色进行伪装以

避免被捕食；寄生在其它鸟巢里鱼目混珠地喂养

自己的雏鸟等。

这次最新发表的论文中，研究者们则更关注

温度对鸟蛋颜色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日照

强度较低的地方，深色的鸟蛋更常见；而在阳光

强度更高，更暖和的区域，鸟蛋颜色普遍更浅，也

更多样化。即寒冷地区的蛋壳颜色倾向于棕色，

而温暖地区的蛋壳颜色从棕色到蓝色都有分布。

研究小组认为，将蛋壳颜色深浅度甚至颜色

与温度相关联是具有意义的。更深颜色的蛋壳

意味着可以吸收更多热量，从而在更寒冷的环境

中具有生存优势。因为蛋中胚胎需要稳定的环

境温度，却自身不具备温度调节能力。

为了支持他们的理论，研究小组挑选了不同

品种的鸡蛋并把它们放置在阳光中。他们发现，

颜色更深的鸡蛋比浅色鸡蛋升温更快，而且其蛋

壳表面保持较高温度的时间更长。

“以前很少有研究做这么大体量的调查，而

此次研究的 634种鸟蛋，覆盖了南北区域，呈现出

鸟蛋颜色与温度变化的关联和规律，这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温度调节假说。”海南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研究员杨灿朝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蛋壳

颜色深，有利于吸收太阳光，能起到保温作用，而

在热带地区，并不需要通过蛋壳来吸收热量。

“热带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高，树上、草丛、地

上不同的空间，都有很多物种，物种要生存就要

竞争空间、适应环境。”杨灿朝说，在热带地区，鸟

类的被捕食压力更大，所以不同环境下，鸟就会

下不同颜色斑纹的蛋，多样性很高。

他举例说，有的鸟在沙滩上下蛋、筑巢，它们

的蛋就是棕色的，还带有偏黑色的斑点，这与沙

滩和小石子的色调融为一体。还有的鸟会下蓝

绿色的蛋，因为这与阳光透过树叶层后形成的环

境色调接近，而这些都将有利于它们躲避天敌。

花样“彩蛋”还能迷惑天敌？

别看鸟蛋五彩斑斓，但研究人员发现，“除了

纯白色的鸟蛋之外，其他各种颜色的鸟蛋其实只

有两种核心色素，一种偏绿色，一种偏红棕色。”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生态学博士、商务印

书馆科普编辑胡运彪解释，不同浓度的这些色素

与蛋壳底层的白色碳酸钙一起，使蛋壳产生了从

深蓝色到绿白色或深棕色的颜色。而蛋壳色素

偏绿和棕，跟背后的色素类型相关，即胆绿素和

原卟啉。

胡运彪介绍，胆绿素与蛋壳的蓝绿色有关。

它是血红蛋白分解的产物，也就是肌体受伤后有

时能见到的淤青里的绿色。而原卟啉与红褐色

有关，它在生物界中广泛存在，被称作“生命的色

素”。这两种色素难溶于水，能通过代谢等途径

着色到蛋壳上。正是这两类色素的混合，赋予了

鸟蛋美妙的色调。

不过，杨灿朝和胡运彪均指出，原始鸟蛋的

颜色应该是白色，其它颜色的鸟蛋是后来演化出

来的。“蛇、蜥蜴、乌龟都产蛋，它们的蛋多埋在地

下，有隐蔽性，所以是白色的，而鸟蛋暴露在环境

中，在进化上，如果有斑纹、颜色做障眼法，就能

迷惑天敌。”杨灿朝说。

花样“彩蛋”的背后，有不同的生存秘籍。例

如大杜鹃寄宿在 100 多种鸟的巢中，为了不被其

它鸟主人赶跑，它们练就了一种高明的生存必杀

技，那就是，它们蛋的颜色和斑纹，会“高仿”鸟巢

主人下的蛋，并能“高仿”20多种色型。

“例如东方大苇莺的巢被大杜鹃寄生的概率

有时近 50%，大杜鹃下的蛋底部白色偏绿，还有

很多橄榄褐色的斑点，这和东方大苇莺的蛋很

像。”杨灿朝说，时日久了，被霸窝的鸟主人也会

考虑对策，它们会进化出识别蛋的能力，甚至在

蛋壳颜色上和大杜鹃形成差异性分化。

他举例说，棕头鸦雀，在没有被寄生前，下的

蛋是蓝色的，有杜鹃寄生后，它们又进化出颜色

偏浅的蛋，逐渐变成白色，这样，杜鹃的蛋就会被

识别出来。杨灿朝研究发现，那里的鸦雀没有杜

鹃寄生，下的蛋是蓝色的，而大陆被杜鹃寄生的

鸦雀，下的蛋就会有白色和蓝色两种。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杜鹃也不会束手待毙，

杨灿朝说，它们的蛋壳硬度就比同等大小的其它

鸟要强，这是为了抵御宿主认蛋时的啄击。不

过，无论是颜色的演变还是蛋壳的质地演化，都

需要漫长的进化时间。

最新研究显示
为了与大自然斗智斗勇，鸟类创造了“彩蛋”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相

情感障碍和抑郁症等，给人类精神卫生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中科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转化基因组近日在《分子精神病学》杂志发表论文称，

他们开展了系统的遗传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探索在精神疾病发生

中起关键作用的功能性易感位点及易感基因，取得了重要进展。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重性精神疾病的发生中起

到关键作用。然而，尽管大量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鉴定到了多个与重

性精神疾病显著相关的位点，其中具有功能性影响，在疾病相关生理

病理变化中起作用的遗传位点和易感基因仍不清楚。与此同时，累

积证据亦表明不同精神疾病可能在某些基因组的部分区域有着同样

的遗传易感因素，而这些遗传易感因素则很可能与疾病共有的认知

损伤等表型有关。

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明等人综合分析了包括精神分裂症、双

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大规模基因组数据和人脑组织转录

组测序数据，重点关注了此前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中报道与这些疾病均

显著相关的染色体相关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鉴定出大量能够显著增

加多种精神疾病发生风险的独立遗传变异。

他们还发现，这些变异的风险等位基因均与大脑中 NEK4、GNL3

基因表达的上升，以及 RBRM1 基因表达的下降显著相关。值得注意

的是，上述变异的精神疾病风险等位基因也对应更差的认知水平和较

低的大脑活跃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在体外培养的神经元中分

别过表达 NEK4、GNL3 基因，或敲降 PBRM1 基因时，这些神经元呈现

出蘑菇状树突棘密度的显著下调。鉴于蘑菇状树突棘已被证实在突触

传递和认知功能中起关键作用，其密度的降低很有可能是不同精神疾

病所共享的一个病理变化过程。

这些研究数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上

述染色体区域在精神疾病发生及相关表型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

为解析其对疾病发生的具体影响提供了线索。

精神疾病易感基因仍不清楚？

新研究发现证据链

科技日报讯 （金凤 通讯员张愉悦）癫痫发作“来无影去无踪”？

南京医科大学近日公布，该校基础医学院生理系卢应梅教授课题组

将小鼠脑血管内皮细胞的 CDK5 敲除后，发现小鼠癫痫发作，证明脑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异常可以诱发自发性癫痫。相关成果发表于《医

学实验》杂志。

流行病资料显示，我国约有 900万癫痫患者，每年新增癫痫患者约

有 40 万。虽经过正规的抗癫痫药物治疗，仍有约 20%—30%的患者无

法控制其发作。究其原因，还有一些导致自发性癫痫潜在致病因素并

不为人所知。

CDK5 是细胞周期蛋白激酶家族中的一个特殊成员，与神经发育

以及多种脑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神经元 CDK5的缺失或功能低下会

导致神经发育障碍。

本成果首次揭示了多种类型的细胞参与引发癫痫。脑内的三种类

型细胞，即内皮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神经元同时卷入了自发性癫痫病

理过程:脑血管内皮细胞源性的 CDK5缺失，可削弱星形胶质细胞转运

谷氨酸的能力，使得神经元突触间隙的谷氨酸发生蓄积；而谷氨酸是一

种脊椎动物脑内含量很高的氨基酸，具有显著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作

用，谷氨酸蓄积，则增加锥体神经元的兴奋，进而诱发癫痫。

“目前癫痫研究领域非常缺乏能模拟临床自发性癫痫的疾病模

型。这一发现不仅为该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新型动物模型，也为进

一步阐明难治性癫痫发病机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潜在药物靶标。”卢

应梅说。

自发性癫痫“来无影去无踪”？

诱发其发作的“危险分子”或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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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众多未解之谜中，神秘莫测的

人面像岩画当属其中之一，几千年前的远古人

类，将目瞪狰狞的面孔刻于石壁之上，其表达和

传递着什么？考古学家们一直在找寻答案。

“院长，通天河下游又发现几处岩画，请您去看

看……”时至冬日，高原已是银装素裹。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甲央尼玛

正在办公室查阅史料，手机突然响起，他收到了称

多县文联工作人员索南稳骤发来的信息。

就在近日，位于三江源头的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有了重要考古发现。在玉树州称多

县拉布乡南云社，两处神秘的人面像岩画“现

身”，而这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人面岩画，神秘

莫测的人面像岩画再次引发世人关注。

玉树，地处青藏高原，属黄河、长江、澜沧江

三江发源地之一，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平

均海拔 4000米，神奇的高原地貌、山宗水源、野

生动植物的天堂，孕育着几千年来独特而复杂

的人文奇观。在这里，几千年前的岩画遗存已

查明 59 处。包括 3400 个单体图像，距今约为

3500年至 2600年间。

“凿刻于离地 220厘米左右，两个人面像都

基本为正圆，浓眉大眼，三角鼻，一字嘴，嘴角两

侧有两条下划线，秃头，面目稍显狰狞。”在称多

县拉布乡南云社附近，甲央尼玛在两处石壁上

找到岩画时，眼前的画面让他大吃一惊。

随即，甲央尼玛会同专家组对人面像岩画

展开了周密的分析。“青藏高原岩画形式主要是

牦牛和鹿，而此次称多县的岩画，除了塔形物画

像，还有两处人面像，以我多年对岩画的研究分

析，这应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人面像岩画，在距

今 3500 年至 2600 年间。”甲央尼玛对科技日报

记者说。

甲央尼玛多年来专业从事玉树岩画的研究

工作，他将玉树岩画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风格，

沿着通天河的上、中、下游分布，表现方式分别

是通体凿刻法、线刻蜗纹和朴素描绘方法，总体

时间跨度为距今 3500年到 2000年之间。

岩画所呈现出的图案，虽然人眼可见，但

其背后的故事或社会形态，需要考古专家团队

研究判断。那么，岩画应如何准确断代？对

此，我国著名岩画研究专家朱利峰指出，目前

国际上的一些考古学家和岩画专家虽然都在

努力尝试，却尚未找到特别理想的断代手段，

可以说，岩画的断代研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参与玉树岩画断代科考的岩画微腐蚀断

代的创始人罗伯特·贝德纳里克介绍，微腐蚀

断代法是通过对各种岩石上制作痕迹风蚀程

度的测定和分析来确定岩刻画的制作年代，

是目前国际上少数能够对岩画进行直接断代

的一种方法。他认为，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里面，中国最适合进行岩画微蚀分析。“这是

因为中国具有许多可以进行科学标定的岩画

遗址，拥有大量可以精确知晓历史年代的自

然岩石表面，包括碑刻、雕刻及各类岩石结

构。”罗伯特·贝德纳里克说。

人面岩画断代研究仍是世界性难题

距今几千年前的神秘诡异图形符号，究竟

刻画反映了哪些内容？至今为止，国内外考古

专家对人面像岩画包含的秘密还在探究阶段。

朱利峰在《环太平洋“人面岩画”研究述略》

中撰文指出：“环太平洋区域的人面岩画确实或

多或少地表现出超自然的属性和原始宗教意

味。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原始社会的历史长

河中，不论是在亚洲腹地的牧场，还是在北美洲

的太平洋西北海岸，亦或是南太平洋的海岛之

上，人面像岩画类型被创造者赋予了特殊的意

义和精神内涵。”

研究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无论是河北

岩画上神秘图形符号有待破解

在世界岩画系统中，有一种没有身体，仅表

现人或类人形面部特征的凿刻类岩画，就是通

常所说的“人面岩画”或“人面像岩画”。

青藏高原出现人面像岩画虽属首次，但这

一类型的岩画，在中国并不鲜见，风格迥异。

“人面像岩画与动物、植物、符号、自然物以

及人造物等岩画题材相比，是一个具有独特表

现形式的岩画系统，与其他类型的岩画具有明

显的差异。”朱利峰指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世界有 70 个国家分

布有岩画，而人面像岩画仅仅分布在环太平洋

国家和地区。在我国，早在公元五世纪，北魏

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就留下

了有关岩画的大量生动记载。截至目前，江

苏、山东、内蒙古、宁夏等 20 个省份都有人面

像岩画分布，人面像岩画在中国呈有规律的带

状分布，大体可分为类人面像岩画和人面像岩

画，类人面像岩画通过符号或符号组合组成人

面，人面像岩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

杂的过程。

李祥石认为，人面像岩画是与人类最亲近、

最相似也是最难以理解、判定其含义和归属的

一种文化形态和思想意识。人面像岩画丰富多

彩，有的美丽、有的清秀、有的发怒、有的欢乐、

有的苦愁、有的困惑、有的恐怖，它承载了千万

年以来人类的艰辛与痛苦、喜悦与欢欣、探索与

追求。

他还认为，人面像岩画看似简单，但如果加

上人面头饰、耳饰、项饰却是内涵深刻的。既有

外在的现象、图式、变化，又有内在的表达、诉

求、向往，还有心理的活动、渴望、信仰。人面像

是人对自己的描绘，人对自己的认识，人对自己

的理解，人对自己的觉悟，是第一自我的表现；

另一方面，人面像又是人对自己同类的描绘。

还有，人面像看似人，却又像遥不可及的神灵鬼

怪，反映了人对超自然的认识和理解。

我国20个省份有人面像岩画分布

青藏高原首次发现人面岩画青藏高原首次发现人面岩画

画在岩石上的狰狞面孔画在岩石上的狰狞面孔
表达了人类祖先怎样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人类祖先怎样的思想感情？？

本报记者 张 蕴 易县北福地遗址人面像面部圆穴、安徽蚌埠双

墩遗址，还是贺兰山岩画、阴山岩画、赤峰岩画、

黑龙江下游岩画，以及加拿大、美国的人面像岩

画，均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即距今 8000—7000

年。这一历史时期，人类已经进入了农耕时期，

已从攫取经济状态进入到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

的新时代。

鬼神、动物、工具、面具、花草，以及各类神

秘符号……人面像岩画中呈现出的图案形式复

杂多样，令人费解。经过长年分析研究，贺兰山

岩画发现者李祥石认为，人面像岩画中表现出

的神鬼敬畏，是求助于神灵保佑人们平安，讨好

和安抚或镇压住魔鬼，而面具是多元文化的产

物，是万物有灵、拜物教、图腾崇拜、巫术崇拜、

头颅崇拜的衍生物。面具掩饰了真人的面部和

心灵意图，通过巫术意识的物化，达到娱神、沟

通、情感交流的目的，在身心上产生虚幻的敬畏

感和欢娱感。人面像岩画中表现出的祖先崇

拜，则是对部落首领或部落酋长的崇拜或者氏

族部落的英雄人物。

而关于人面岩画的文化解释，专家学者都

有各自的观点，主要有“传播论”“面具说”“生殖

崇拜论”“萨满巫术论”和“二元论”。其中“传播

论”和“面具说”占主导。

南京师范大学汤惠生教授在他的著作《青

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

念的研究》中，引用大量考古学材料，论证了中

国人面岩画是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体现，

是原始宗教文化中诸多“肯定因素”的象征物。

他支持人面岩画的“东夷起源说”，从文化类型

角度将中国的人面岩画分为初期型、繁荣期型

和衰落期型。

那么，此次发现的藏区人面像岩画和世界

范围内的人面像岩画有哪些联系？其传播路线

是什么样的？甲央尼玛认为，玉树岩画中出现的

牦牛、鹿等动物图像表现的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场

景，塔形物、巫师等图案表现的是当时祭祀的场

面，而如六芒星、涡纹等图像至今仍然无法破解。

延伸阅读

玉树人面像岩画玉树人面像岩画 玉树历史文化研究院提供玉树历史文化研究院提供

贺兰山人面像岩画贺兰山人面像岩画 玉树历史文化研究院提供玉树历史文化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