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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总会很好奇，人类是从哪儿来

的，祖先是谁？其实，不只是普通人，人类起源问

题，也一直是科学家在苦苦探究的。

3 亿多年前，一部分鱼类登上陆地，最终演

化出包括人类在内的种类繁多的陆生脊椎动

物。鱼类登陆是生命演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但鱼

类是如何向陆生脊椎动物过渡的，至今仍缺乏足

够的认识。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

指出，科学家找到了鱼类登陆过程中的关键化

石——希望螈，这是人类首次在已知动物化石

身上发现手指与鳍“锁”在一起的现象，揭示了

人类的手部是如何由远古鱼类的鱼鳍一步步进

化而来的。

希望螈的出现，补上了这缺失的关键一环。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穆斯基校区和澳大利亚

福林德斯大学的研究者用 CT 扫描了一件完整

保存的希望螈标本。三维复原结果显示，这种鱼

既有发达的鳍条，也拥有明显的指骨。在鳍条包

裹的胸鳍中，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肱骨（对应我

们的大臂）、桡骨和尺骨（小臂）、腕骨（手腕）、掌

骨（手掌），甚至还发现了两根明确的指骨，以及

3根可能的指骨。

“这是第一次在鱼类中观察到指骨和鳍条共

我们的手指或起源于它的鳍

本报记者 付丽丽

要想知道人类的手部是如何由远古鱼类的

鳍一步步进化而来，首先要知道鱼类是如何向陆

地脊椎动物过渡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

研究员卢静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所有

陆地脊椎动物统称为四足动物。四足动物是由

鱼类演化而来，为了在两者中间作出区分，一般

把长着鳍的定义为鱼，长着指/趾的定义为四足

动物，所以偶鳍（鱼的胸鳍和腹鳍）到四肢，特别

是指的演化至关重要。对鱼类演变成四足动物

过程的详细了解，是古生物学在近 200年学科历

史中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鱼类在真正登上陆地演化出四足动物前，

有一系列的过渡形态。”卢静说，其中最重要的

有几个，一是现存的肉鳍鱼类拉蒂迈鱼，拉蒂

迈鱼保留了很多肉鳍鱼类的祖先形态，但它离

四足动物还很远。二是真掌鳍鱼，这是一种很

“进步”的泥盆纪四足形类肉鳍鱼，它们基本还

是鱼的样子，并没有四足，已经适应在较浅的

水域中生活，有点像今天的乌鳢，但并不会爬

到岸上去。接下来就是最早的四足动物代表，

鱼石螈和棘螈，它们为最早的四足动物的身体

构造和生活状态，特别是四肢的发育和演化提

供了突破性的资料。

卢静表示，在真掌鳍鱼，和鱼石螈、棘螈中间

处于关键过渡位置的“半鱼半螈”的生物，就是希

望螈类。希望螈类目前发现 3 个属：希望螈、潘

氏鱼和提克塔利克鱼。

提克塔利克鱼是希望螈类中的知名成员，它

的鳍已经向四肢的方向演变。提克塔利克鱼胸

鳍的鳍条很不对称，腹侧的鳍条比背侧的鳍条小

好几倍，研究者推测，这可能说明在胸鳍的底部，

形成了一层肌肉。这层肌肉类似于四足动物掌

心的肉，尽管还不足以支撑它们上陆，但可以帮

助它们在河底移动。但是，提克塔利克鱼的鳍骨

则更接近真掌鳍鱼，特别是末端骨骼很少，无法

鉴别出明显的“指头”。

而鱼石螈和棘螈，它们虽然保留有鱼类特

征，但胸鳍和腹鳍的鳍条已经完全退化，取而代

之的，是由骨骼支撑的四肢和数量不等的手指，

这证明它们已经做好了在陆地生活的准备。不

过其他证据显示，它们可能主要还是在水环境中

生活，四肢用来在水底移动身体，棘螈也许是完

全水生的，鱼石螈则已经可以在陆地上移动，姿

态可能和今天的海豹很像。

无论是有鳍条但没有指骨的提克塔利克鱼，

还是没有鳍条但有指骨的鱼石螈和棘螈，都为鱼

类向两栖动物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在它

们中间，还缺少了一个关键的过渡环节——既有

鱼的鳍条，又已经演化出指骨的鱼类。

从鳍到指缺少重要过渡环节

卢静之前曾专门研究过奇异东生鱼，它是
目前所知最早、最原始的四足形类肉鳍鱼。如
果能看到它完整的、活着的样子，你一定不会

怀疑它是一条鱼，但它的下颌结构已“超前”展
示出了早期四足动物的特征。更令人惊讶的
是，当古生物学家用高精度 X 射线断层扫描和
计算机三维虚拟重建技术复原了东生鱼的颅
腔，以及相关的神经、血管等结构后，发现它的
颅腔中竟有一个区域，很可能就是容纳四足动
物脑中特有的腺垂体结节部的腔体。这说明可
能早在 4 亿多年前，四足动物的祖先就已进化
出了腺垂体结节部。

腺垂体结节部听起来陌生，但它对调节陆
上动物的昼夜节律，起着重要作用。阳光射入
水体的深度有限，因此生活在水中的鱼类对日
夜变化并不敏感。但在陆地上，昼夜变化对环
境的影响就非常大，陆上生命必须适应昼夜节
律，乃至季节变换的节律。

奇异东生鱼的出现，解开了古生物学家心中
的不少谜团。原来，早在 4亿多年前，我们的祖
先还生活在水里时，脑部就已经预先演化出了适
应陆地生活的结构，为今后适应陆地昼夜更替的
节律变化，打下了伏笔。

4亿年前鱼类脑部已做好登陆准备

相关链接

从冰天雪地的南极，到赤日炎炎的非洲，所有生命体都需要适

应所处环境的温度，才能生存和繁衍。而环境温度适应的前提，是

生命体对温度的精确感知。

在多种动物中，瞬时受体电位（TRP）离子通道家族的多个成

员发挥着温度感受器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赖仞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在理解动物的温度感知机制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进展。

最近，赖仞团队开展了关于动物低温适应机制的研究，例如小

鼠身体中的瞬时受体电位 M8（TRPM8）通道可以被小于 28℃的

低温激活，是重要的冷感受器。但是低温激活该通道的分子机制，

及其与脊椎动物环境温度适应的关系一直未被阐明。

为了揭示这些科学问题，赖仞团队与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团

队合作，对分布在不同栖息环境下的脊椎动物的 TRPM8 进行了

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研究。他们首先观察到，TRPM8 通道的冷

敏感性在南极帝企鹅与非洲象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即帝企鹅的

TRPM8冷敏感性显著低于非洲象。

当研究人员把冷敏感性低的帝企鹅 TRPM8通道敲入原本冷

敏感性较高的小鼠后，小鼠不仅更偏好低温环境，并且它们对低温

的耐受程度也有所提高。因此，对 TRPM8 通道冷敏感性的调控

可以影响动物对环境温度的适应。

通过荧光非天然氨基酸成像与蛋白质三维结构计算建模的整

合运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低温能引起 TRPM8 通道孔区中数

个关键氨基酸的侧链发生从包埋状态到水环境暴露状态的动态构

象变化，而通过改变这些氨基酸的侧链疏水性可以特异地调控通

道冷敏感性的强弱：增大侧链疏水性，可提高该通道的冷敏感性。

生 活 在 寒 冷 环 境 中 的 动 物 如 帝 企 鹅 、藏 羚 羊 和 牦 牛 ，其

TRPM8 孔区的氨基酸的整体疏水性偏小；而生活在炎热环境中

的动物如非洲象、跳鼠和双峰骆驼，其 TRPM8孔区的氨基酸的整

体疏水性偏大。

通 过 这 一 系 列 实 验 观 察 ，研 究 团 队 提 出 了 在 微 观 层 面

TRPM8 感受低温的生物物理机制：常温时，位于 TRPM8 通道的

孔区中存在的数个关键氨基酸，其侧链随机发生着在包埋、暴露两

种状态之间的动态变化；当温度降低时，围绕在氨基酸侧链外围的

水分子热运动降低，能更稳定地形成水化笼并稳定关键氨基酸侧

链的暴露状态构象，进而使得该通道蛋白的动态构象平衡偏向激

活状态。

基于对 TRPM8 冷敏感性的生物物理机制、转基因小鼠行为

和 TRPM8 孔区整体疏水性的一系列探索，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

动物对环境温度的适应机制，即在物种的进化适应过程中，它们通

过调整 TRPM8孔区的氨基酸的整体疏水性，来调控冷敏感性，从

而在功能层面上获得具有物种特异性的 TRPM8 受体，进而辅助

这些物种更好地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温度。

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有了这个“开关”
非洲象不怕热帝企鹅能扛冷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工程科学学院、中科院材料力学行为和设计重点实验室团队，研

究了固液界面毛细力的微观起源，揭示了液滴接触线处受力平衡

的作用机理，并从力学角度给出了杨氏方程的合理解释。该研究

成果日前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1805 年，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在研究润湿和毛细现象时描

述了界面张力和接触角的定量关系。两百多年来，杨氏方程已成

为润湿领域最基本的理论之一。虽然基于热力学能量最小化方法

可推导得到该方程，但是研究者一直致力于从力学角度解释杨氏

方程，并验证其在纳米尺度的有效性。该领域仍存在许多关键科

学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作为控制液滴动力学的关键因素，作用

在固液气三相接触线处的毛细力并没有在杨氏方程中明确体现，

且易于与界面张力的概念混淆。另一方面，由于固液、固气界面张

力难以在实验中准确测量，杨氏方程的验证一直存在着争议。

针对以上挑战，研究人员从微观上深入剖析了界面张力的物

理意义并对其进行分解，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定量描述固液气

三相接触线处的毛细力，进一步明确了该毛细力与界面张力之间

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建立了描述液滴接触线处毛

细力平衡的理论模型，并给出了杨氏方程的力学解释。该理论得

到了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的验证。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小接触角

的情况下，固液和液气界面在接触线处存在重叠，固体表面的液体

有序层状结构对毛细力具有重要影响。

该研究不仅为深刻理解界面润湿的诸多现象提供了新的认

知，而且在微纳流控芯片设计、提高低渗透油藏采收率等应用领域

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我学者首次
解释了托马斯·杨方程

听音乐能让人心情愉快、减少压力和痛苦。

此外，听音乐还能降低血压和心率，减少血液中的

压力荷尔蒙。它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增强社会关系。音乐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耐力，

给富有挑战性的活动增添乐趣。

正是由于听音乐能使一项困难的任务，变得

可以忍受，许多学生经常选择边听音乐边写作业

或者复习备考。但是听音乐真的对学习没有影

响吗？

由巴鲁克学院的 Manuel Gonzalez 和罗格斯

大学的 John Aiello 进行的研究表明，音乐对认

知功能的影响取决于听音乐者的性格，特别是

对外界刺激的需求。对于对外界刺激需求较低

的人来说，听音乐更容易改善他们在学习任务

中的表现。但对外界刺激需求较大的人来说，

在完成学习任务时听音乐，往往使他们的学习

效果更糟。

Gonzalez 和 Aiello 采取了一种非常精密的方

法，了解音乐对智力表现的

影响。这项研究不仅评估

了听音乐者的性格，还分析

了学习任务的难度以及音

乐的复杂程度。

在这项研究中，志愿者

首先完成了无聊倾向问卷，

用于评估他们对外界刺激

的需求。然后，他们需要参

与一项简单的认知任务（寻

找单词列表中的字母 A）和

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记

忆词组）。为了控制练习和

疲劳度，一半的志愿者先完

成简单的任务，而一半的志

愿者会先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志愿者们分别在没有音乐、简单音乐和复杂

音乐 3种声音条件下，来完成这两项任务。所有的

音乐都由乐器演奏，音乐的复杂度由变换乐器的

数量来控制。简单音乐包括钢琴、弦乐和合成器，

而复杂音乐则是在简单音乐的基础上增加了鼓和

贝斯。

对那些刺激需求较大的人而言，学习时听音

乐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学习任务很困难或音乐

很复杂时。在寻找字母 A 的简单任务中，这些志

愿者在安静环境和简单音乐环境下得分相同。但

是当音乐变复杂，他们的得分会低得多。在完成

学习复杂的词组任务时，只要在有音乐的环境下，

他们的表现就会更糟。

然而，那些对外界刺激需求较低的人，在学

习时听音乐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寻找字母

A 的简单任务中，相比于另外两个环境，他们在

复杂音乐环境下的得分要高得多。在学习词组

的复杂任务中，这些志愿者在有音乐的环境中表

现得也不错。

研究结果表明，音乐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在本

质上存在个体差异。容易厌烦、想要寻求新刺激

的学生在学习时应谨慎听音乐，特别是复杂音

乐。因为复杂的音乐容易吸引注意力，并且会消

耗完成学习任务需要的大脑认知。相对来说，对

刺激需求较低的学生或能从音乐中明显受益，特

别是在完成简单、普通的学习任务时。

在当前的研究中，所有的音乐都由乐器演

奏，而有歌词的音乐可能更加复杂。歌曲的复杂

度可以增加刺激，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认为：适当

的刺激能产生最佳的表现。刺激过低或过高，都

会导致音乐的影响表现变差。因此，这项研究还

显示，对外界刺激需求较低的人来说，从音乐获

得的好处，可能会随歌词复杂度的增加而减少，

甚至消失。

此外，当认知工作的复杂度增加时，可能也会

减少或消除音乐带来的好处。尽管这项研究中的

复杂任务（学习词组）仅仅具有中等挑战性，但是

与简单任务相比，增加的难度已足够减少音乐的

积极影响。对于完成具有较高挑战性的认知任务

（比如阅读理解或解数学题），那些对刺激需求较

低的人，可能也无法从音乐中获益。

或许，只有在你性格正好（对刺激需求较低）、

音乐正好（乐器演奏）、任务正好（低至中等难度）

的情况下，听音乐才可能显著改善认知功能。

撰文：Cindi May
翻译：龙思雨
来源：《环球科学》

哪些人适合学习时听音乐？这有个严谨的实验结论

存。”论文作者之一、福林德斯大学的古生物与地

层学教授约翰·朗介绍，指骨虽然看起来只是一

些细小的骨骼，并不起眼，但它其实对四肢的支

撑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鳍中的这些小骨骼让

它们能将重量灵活且均匀地分散给整个鳍。拥

有指骨后，这些鱼类就能在水底或短暂地在陆地

上支撑起自己沉重的身体。

卢静恰巧与该研究的几位作者认识。“他们

去年都参加了我们组织的早期脊椎动物年会，并

在会上作了有关这项研究的报告。”卢静说，希望

螈的样子有点像大鲵、鳄鱼和鲇鱼的混合体。它

的头和鳄鱼非常像，身体有些像大鲵，但在水中

游动的身姿比大鲵飘逸，更像一条大鲇鱼。它的

“手”外观可能像现代澳洲肺鱼的鳍，但更强壮，

也许能短暂地在浅水中支撑身体，但是这所谓的

“手”从外观看还是鱼鳍，有明显的扇状的鳍条部

分，也并没有裂开变成有功能的指，所以它还不

能算是四足动物。

“提克塔利克鱼和真掌鳍鱼的鳍都没有希望

螈这样，数量这么多，和指骨一样排列的小鳍

骨。上面说过，有没有指在传统上是区分鱼和四

足动物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希望螈的鳍是

处于偶鳍向四肢过渡的关键阶段。论文的作者

甚至认为，希望螈已经模糊了鱼和四足动物之间

的界限。”卢静强调。

那么，能不能就此说希望螈是人类的直系祖

先呢？

卢静认为，生命演化是极其复杂、精细的过

程，而化石记录则相对极为零落。因此，总览生

命之树，严格意义上的直系祖先是不可能找到

的，找到的永远只是或近或远的“表亲”，它们身

上可能有很多真正直系祖先的特征，但也有一定

比例自身独有的特征，但哪些是祖先特征，哪些

是独有特征，往往并不容易确定。

不过这些化石“表亲”中，有些无论在形态和

亲缘关系上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真正的直系祖

先，只是这里的“非常接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在科普上，也不妨使用直系祖先或直接祖

先来指代某些从鱼到人类演化道路上处于关键

位置的生物。由于希望螈是目前找到的最接近

所有四足动物共同祖先的鱼，因此它有资格被称

为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卢静说。

奇异东生鱼艺术复原图和其脑腔重建模型
受访者供图

希望螈的指骨虽然看

起 来 只 是 一 些 细 小 的 骨

骼，但它们对四肢的支撑能

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鳍中

的这些小骨骼让它们能将

重量灵活且均匀地分散给

整个鳍。拥有指骨后，这些

鱼类就能在水底或短暂地

在陆地上支撑起自己沉重

的身体。

从鳍到手从鳍到手，，进化过程中它们经历了什么进化过程中它们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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