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栽培水稻发生返祖现象后会呈现出籽实变小、

红皮的特征，经过环境适应进化，种子一成熟即散

落田间，之后与栽培水稻伴生。这种山寨版的水稻

被称为杂草稻，由于其遗传背景与栽培稻极其相

似，因此除草剂难以根除，严重影响水稻生产。

不久前，由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樊

龙江教授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通过对从涵盖各

大洲 16 个主要水稻生产国稻区抽取的 524 份杂

草稻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水稻在世界各稻区均存

在返祖现象。

水稻返祖现象源于繁衍之需

返祖现象也称野化或去驯化，是生物界经常

发生的一个遗传现象，指栽培作物和家养牲畜等

从人工环境回归自然环境，恢复野生特征。

研究团队通过基因组重测序，并结合已有当

地栽培稻和野生稻基因组数据资源，在对样本群

体遗传学分析后发现，全球稻区发生的杂草稻都

来自栽培稻，而且这个去驯化过程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

一般认为，水稻的起源历程，从野生经过驯

化与现代遗传育种改良便结束了。因此有科学

家认为杂草稻与栽培稻只是“近亲”，没有直接的

血缘关系。但研究团队的这项最新研究使人类

对作物发展的历史认知又向前推进了。

樊龙江表示，每年收割水稻时都会有种子落

粒，田里种子数量越多，进化出杂草稻的概率越

大。因此，减少田间种子遗留的库容，是减少杂

草稻的重要手段。

为什么进化中会出现返祖现象？研究结果

表明，这是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随着人们对水

稻高产的不断改良，谷粒变大且不易脱落的水稻

便于收割增产提效。这一改良虽满足了人类需

求，却改变了水稻的生存法则，使其原有的繁衍

生存机制被破坏。

“水稻的落粒特征，即种子成熟后回归土壤，

是其繁衍生存的关键，是其在自然界生存最重要

的机制。同时将种子变小，也是为了便于传播生

长。”樊龙江解释道。

凭借杂交优势和栽培稻“较劲”

据了解，杂草稻在我国大面积存在，特别在

江苏、广东、辽宁和宁夏等地，杂草稻已成为除稗

草外影响我国稻田最严重的杂草。

已有科学研究表明，杂草稻在有限的空间中

与栽培稻开展竞争，争水分、争光照、争养料。杂

草稻实力强劲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其杂交起家

的遗传背景有关。

在这次调查中，科研人员发现全球特别是在

南美稻区，有大量杂交起源的杂草稻，它们或是杂

草稻之间或是杂草稻与栽培稻之间杂交形成。这

种杂交，导致杂草稻同样获得了除草剂的抗性等。

难以除净杂草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从外形

上很难将其与水稻区别开来。此外，在苗期杂草

稻就与栽培稻“较劲”，抽穗之后还会率先成熟。

樊龙江认为，水稻通过稻苗移栽能够很好地

防控杂草稻。育秧让水稻苗已经长得很大，这样

一来杂草稻不容易赶上新插的秧。“现在水稻种

植大多采用直接播种，省时省力。缺点就在于给

了杂草稻与栽培稻一起发芽的机会，相同的‘起

跑线’是导致杂草稻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古老基因启发新型水稻育种

杂草稻的危害性还来自其休眠特征——它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度过田间冬季的严酷环境，直

到稻季才发芽。

“这样年复一年的结果就是杂草稻越来越

多，终成大害。”樊龙江说，水稻长，它就长。“如

果一块地闲置两年重新种植水稻，杂草稻又会

‘复活’。”

栽培稻从野生稻驯化而来，是人类对其基因

的重新选择。而在去驯化的过程中，杂草稻发生

了新的基因突变。研究人员对基因组选择信号

分析发现，野化选择的区域与驯化选择的区域重

叠率很低。

研究团队发现全球不同地区杂草稻存在一

个共同的强烈基因组分化区域，即 7号染色体一

个 0.5Mb区间。

该区域包括与种子休眠、抗性相关的基因

等，对杂草稻的环境适应性非常重要。此外，休

眠性相关基因经历平行进化，在粳型杂草稻和栽

培稻间分化明显，可能在不同杂草稻群体野化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研究团队希望将杂草稻“发芽率高长势强”

的优点应用到水稻育种当中，通过提高自然适应

能力，为增产增收开辟新的思路。上述研究成果

已发表于学术期刊《基因组生物学》。

水稻在世界各稻区均存在返祖现象

是什么让栽培水稻变“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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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病，俗称虫牙，是齿科疾病中的常见

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吴秀杰及其团队研究发现，早在距今 10万年

前的广西崇左智人洞Ⅱ号颅骨化石上就有龋

齿的存在。此外，在距今约 9000—7500年的广

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约 5000—4000年的河

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人骨遗存中，考古学

家也都发现了龋病现象的存在。

古人是如何患上龋病的？长期从事古代

人骨研究及古病理学研究的吉林大学考古学

院教授朱泓介绍，远古时期，人们没有牙齿保

健意识，也不太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坚持刷牙。

古代人口腔中食物残渣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

是诱发龋病的关键因素。

在人类的饮食结构中，碳水化合物占据了

重要的位置，它们广泛存在于谷物、蔬菜、水果

等植物性食物中。在咀嚼食物的过程中，一些

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残渣会残留在牙齿表

面或齿缝里。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淀粉在口腔细菌的作用下发酵产生酸性物质，

这些酸性物质会对以碳酸钙和磷酸钙为主要

成分的人类牙齿形成腐蚀。在酸性物质的长

期腐蚀下，原本光滑的牙齿表面就会因脱钙而

出现凹坑进而形成龋洞。

考古发掘中看似微小的龋齿，是如何被考

古学家注意到的？牙齿是生物体中最坚硬的

组织，因此，它在遗存中最容易被保存下来。

一旦被龋蚀，牙齿上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朱泓介绍，对考古现场发现的牙齿状况和

数量展开分析，可以对该遗址上出现过的古人

群的龋病等齿科疾病进行统计。

现代流行病学常用患龋率（在一定时间内

特定人群中患龋人数占总人口基数的百分比）

来对现代人龋病情况进行统计。而由于发掘

出土的人骨标本的颌骨常常破损，特别是墓葬

中散落的牙齿有时很难准确复位到齿槽内，因

此研究人员通常根据龋齿数占观察总齿数的

百分比来了解古人群龋病情况。

多个遗址发现古人虫牙

日常生活里，牙疼实在是件“要命”的小

事。可你知道嘛，不只是现代人，10 万年前的

古人同样也会为龋病所苦。

不要小瞧这一颗颗曾深埋地下、穿越千年

的龋齿，在考古学家眼里，它们可都是能见微

知著的宝贝。近日，一篇以古人龋病为研究对

象的论文《内蒙古中南部先秦两汉时期人群龋

病与生业模式初探》刊发在《农业考古》上。

本报记者 唐 婷

那么，了解古人群的龋病情况有什么用

呢？“正如前面所讲到的，龋病的出现，和食物

的摄取密切相关，而食物摄取又与人类生存

环境、生存模式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朱泓介

绍，透过古人群龋病现象，可以对他们的食物

来源和谋生的方式有进一步的认知。比如，

他们是以吃植物性食物为主，还是以吃动物

性食物为主，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还是以狩

猎、畜牧为主。

古病理学研究表明，患龋率的高低与人类

食物结构中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的多寡息息相

关，而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的差异则是不同经济

类型人群饮食差异的直接反映。

“国内外相关考古学者运用大量的数据，

证明了龋病发病率的升高与人类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农业的出现以及人类食物结构中碳水

化合物摄取量的增加息息相关。”《内蒙古中南

部先秦两汉时期人群龋病与生业模式初探》作

者、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张旭说。

20 世纪 80 年代，在对日本地区发掘出土

古农耕人更容易患龋病

透过一颗颗古人留下的虫牙，考古学家试

图更为精细地勾勒和还原当时人们生产生活

的场景。

“此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对某个遗址

出土的人骨遗存进行统计报告，而张旭所做的

这项研究，不仅涉及他重点关注的内蒙古中南

部先秦两汉时期遗址，同时还结合其他遗址材

料，进行了相对系统宏观的研究。”朱泓指出。

通过细致梳理，张旭发现，我国内蒙古中

南部地区古代人群的龋病发生率，自新石器时

代至铁器时代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点符合目

前学界关于“龋病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

农业出现相关”的推论。

从更大时空尺度来看，我国北方地区由不

同经济模式主导下的各古代人群在龋病方面

表现各异。张旭具体分析道，原始农业时期，

虽然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因处于较原始的

阶段，狩猎采集等其他经济仍占有一定比重。

碳水化合物摄入有限，龋病发生率相对偏低；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农作

物的生产及加工水平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食物

变得越来越精细，龋病发生率也随之递增。

“客观上，随着农业生产和加工技术的进

步，使得食物的精细加工成为可能。而同样都

是吃一定重量的植物性食物，如果加工更细致，

由于去掉了表皮，吃到的淀粉会更多，同时细小

颗粒也更多，更容易粘附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

进而更容易出现龋病。”朱泓分析道。

食物日益精细使龋病发生率递增

的人骨标本进行龋患情况调查与研究后，牙齿

人类学家 Turner曾指出，凭借渔猎—采集度日

的绳纹时代先民在患龋率方面（患龋率 0—

5.3%）要低于依靠农业耕种为生的弥生时代居

民（患龋率 2.3%—26.5%），而从事混合经济模

式的古代人群患龋率（患龋率 0.4%—10.3%）则

介于二者之间。

对我国北方部分古代人群患龋率进行统

计和比较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副教授何嘉

宁曾撰文指出，我国北方古代人群患龋率变异

范围相当大，由于农业经济模式下碳水化合物

类食物被当作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农业经济

模式下的人群龋病发生率最高；畜牧经济模式

下的食物结构中则以肉类食物为主，碳水化合

物类食物摄入不及农耕人群，因此在游牧人群

中，龋病发生率偏低。

去看牙医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是现代人的专
属。然而考古学证据显示，我们的远古祖先可
能早在1万多年前便已开始接受牙科治疗了。

考古学家们在一枚距今1.4万年前的古人
类牙齿上发现了由燧石工具切割留下的痕
迹。他们相信这表明当时这名古人正试图将
龋齿的一小块区域去除，以减轻牙痛的困扰。

“基本上来说，这块被感染的牙组织是被
人使用某种很小的尖锐石器工具小心地从牙
齿内部抠除的。”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意大利
博洛尼亚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史蒂芬诺·本纳兹
博士表示，“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的
人类已经意识到龋病的有害影响，以及使用侵
入性手段进行干预。”

这样的牙科“手术”可能是由患者本人进
行的，也有可能是由另外的人进行的。如果是
后者，那他就是一名旧石器时代的牙科医生。
考古学家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
进行这样的操作会非常疼痛，因而很有可能是
由其他人进行“手术”操作的。

另外，考古学家还注意到，龋齿蛀洞周围
的牙釉质经过了磨损，显示在这次“手术”之
后，这名患者又存活了非常久的时间才去世。

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这项发现说明，之前
发现的一些人类早期牙科医学技巧，如在古罗
马、古希腊以及古埃及存在的，使用钻头处理龋
齿蛀洞的做法，很有可能就是从旧石器时代这
种更加原始的龋齿处理做法逐渐演变过来的。

1.4万年前古人就会做牙科“手术”

古人的虫牙会古人的虫牙会““说话说话””
它们泄露了这些秘密它们泄露了这些秘密

洪恒飞 柯溢能 本报记者 江 耘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获悉，该院智能

所纳米材料与环境检测研究室孔令涛研究团队，在水中抗生素氧化降解

及机理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研究人员设计并制备出氧化石墨烯负载

的二氧化锰纳米针及四氧化三铁—硫纳米复合材料两种催化剂，并将

其用于类芬顿反应中，实现对诺氟沙星、四环素类抗生素污染物的有效

降解。日前，相关成果分别发表在《胶体与界面科学杂志》和《新化学杂

志》上。

诺氟沙星、四环素等抗生素作为常见的人类临床和畜牧养殖使用的

抗生素，被大量排放到自然水体中。抗生素化学结构稳定、存在形态复

杂，常规技术难以去除。环境中残留的抗生素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微污染

物，促进病菌抗药基因的产生，危及生态系统平衡和人体健康。

芬顿、类芬顿高级氧化技术因其能产生强氧化性的羟基或硫酸根自

由基，而成为降解抗生素污染物的有效手段。

孔令涛团队的研究人员将制备的氧化石墨烯负载的二氧化锰纳米针

催化剂用于类芬顿反应体系，结果发现其能够活化过一硫酸盐，快速高效

地降解水中的诺氟沙星。通过将该复合材料与单纯二氧化锰纳米针进行

降解对比实验，他们发现复合材料具有更快的降解速率、更宽的 pH 适用

范围和更好的循环使用性能。根据降解过程中的中间产物，研究人员推

测出 4 种可能的降解路径：去羟基、去氟、喹诺酮基团转变和哌嗪环的裂

解，为其他氟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机理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研究还发现四氧化三铁—硫纳米催化剂同样可以用于类芬顿反应体

系，活化过氧化氢产生羟基自由基，在中性条件下可实现对四环素的有效

降解。

新型催化剂可有效降解

诺氟沙星、四环素类抗生素污染物

新华社讯 （记者吴振东 郭敬丹）记者从复旦大学获悉，该校科学家

领衔国际合作研究团队，在多动症与睡眠障碍共病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发现早期多动症症状引发后期睡眠问题的脑影像学证据，并提示相关分

子生物学过程。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生物精神病学》杂志。

多动症在儿童中有较高比例，患者常常伴有睡眠障碍，同时也给神经

系统发育带来负面影响。为厘清多动症与睡眠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该

项研究通过因果推断统计模型，发现早期多动症症状越严重，引发后期睡

眠问题越多。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开展了脑结构影像学研究，发现了与多动症症

状和睡眠问题共同相关的若干关键脑区，主要集中在注意力网络和觉醒

系统。在这些脑区中，较少的脑灰质与更严重的多动症症状相关，而更严

重的多动症症状会引发后期更多的睡眠问题。基因转录组学分析发现，

一些主要参与昼夜节律和神经信号传导等分子生物学过程的特殊基因在

上述脑区中表达较多。

研究团队进一步证实多动症症状会显著增加儿童睡眠问题，从而揭

示了多动症与睡眠障碍共病机制。论文通讯作者之一罗强博士说：“更重

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与此相关的基因和脑结构。”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建峰表示，这些发现或

有助于研发设计新的早期多动症治疗方案，以减轻患者的多动症症状和

睡眠问题。

科学研究揭示

多动症与睡眠障碍共病机制

科技日报讯（记者史俊斌 通讯员杜扶阳 蔡琼）近日，陕西省龙草坪

林业局、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资料时发现，兴隆岭和天

华山金钱豹种群重要走廊带区域内拍摄到了野生金钱豹的画面，这表明

该种群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并已建立了稳定的金钱豹种群。

秦岭被誉为中国的“生物基因库”，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在我国乃至

东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自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陕

西林业部门持续加大秦岭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力度。

2017年，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在省龙草坪林业局辖区内建立了监测样

地，架设了 60余台红外相机，对重点物种和关键物种多样性的变化动态、

受威胁因素等开展长期监测。金钱豹作为生态链顶端的大型猫科动物，

由于其生态地位的特殊性，生存条件相对苛刻。3 年来监测样地多点监

测到金钱豹活动痕迹，标志着秦岭地区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在不断提升，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在稳定增长。

秦岭野生金钱豹种群稳定

且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红外相机拍摄的野生金钱豹
陕西省龙草坪林业局、省动物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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