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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与法国、加拿大、以色列和挪威

等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发表论文

称，他们对 2009年出土的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上

一个微型鸟雕像及同层出土的烧骨与半成品进

行碳十四测年发现，32个样品的年龄平均值为距

今 1.35万年，它们将中国鸟类艺术作品的最早创

作时间提前了 8000 多年。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

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

灵井许昌人遗址出土的鸟雕像用烧焦的骨头

碎片雕刻而成，鸟长1.92厘米、宽0.51厘米、高1.25

厘米。鸟的一侧呈黑褐色，另一侧呈古铜色，形体

粗壮，头短，有圆形的喙及长尾，很可能属于雀形

目。艺术家没有雕刻这只鸟的腿，而是削了一个可

以让它站立的底座。

使用研磨、琢削、刮削、
切割4种技艺精心雕刻

得益于该物体的特殊保存状态，利用共聚焦

显微镜和微型 CT 扫描等先进分析技术，研究人

员能够比以往更好地捕捉制作细节，重建旧石器

时代雕塑家的艺术风格。

分析结果显示，雕刻所用的这块骨干碎片来

自中等大小的哺乳动物肢骨，从表面留下的清晰

凿刻和研磨的痕迹推断，精心雕刻前这些骨头经

过加热处理。

当时的艺术家使用了研磨、琢削、刮削、切割

4 种不同的技艺，在物体表面留下了 68 个微小

面。通过精心挑选制作工具，他们让创作的鸟类

雕塑在较小的物体上达到了惊人的平衡和美感。

论文第一作者、山东大学教授、河南省东亚

现代人起源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李占扬说：“雕

塑主要通过物体表面、头部、尾部和基底来体现，

其制作工艺从发现的半成品上得到印证，有的半

成品上遗留有类似刀片刮擦的痕迹，这种刀片可

能就是以往称为‘雕刻器’的细石器。在出土鸟

雕像的地方发现了用燧石制作的雕刻器。”

为何这个雕像被认为是只鸟？论文共同

通讯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弗朗西斯科

教授认为主要基于以下 4 点考虑：一是它有类

似鸟的头、喙、喉、胸部和背部；二是 2 个侧面

都 经 过 了 细 致 修 理 ，接 近 大 多 数 鸟 的 解 剖 特

征；三是在眼睛的位置有标记；四是对雕刻技

术分析认为它是为了突出鸟的解剖特征而有

意制作的。鸟雕像上没有翅膀，可能只是当时

艺术家的个人构想；也可能由于制作的骨头碎

片厚度不够，以及小尺寸制作作品面临难度等

其他原因所致。

这类雕塑艺术的来源和
去向仍是个谜

这个雕像在技术和风格上，与在西欧和西

伯利亚发现的其他标本不同：一个大的长方形

的基座代替可能的短腿使之站立，超大的尾巴

可以防止雕像向前倾斜，身体的侧面是平的，翅

膀没有表现。

“中国鸟类雕像遗存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

灵井鸟雕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史前雕塑艺术品。”论

文另一共同通讯作者、山东大学方辉教授说，“这是东

亚唯一一件可以追溯到晚更新世时期的雕塑艺术

品。这一发现标志着一种原始的艺术传统被认知。”

艺术作品创作最早兴盛于智人时代，在4.2万年

前到达欧洲，这一观点正在受到挑战。在印尼婆罗洲

东加里曼丹省和苏拉威西岛的遗址，科学家们发现了

同一时期的洞穴壁画。另外，对6.4万年前的方解石

沉积的测定发现，西班牙3个洞穴墙壁上覆盖了几何

符号和手印，它们是尼安德特人的作品。

最古老的雕像，发现于德国斯瓦比亚朱拉的

古奥里纳西亚遗址，可追溯到 4万年前，是人类和

动物的造型，包括一些用猛犸象牙雕刻的飞行水

鸟。然而，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而言，这些艺

术形式何时成为人类社会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

部分，以及这一创新是独立实现还是从其他地方

传播而来，目前还不清楚。

“在东亚，之前并未发现过这类雕塑艺术，也

不见其继承者，这就是说，灵井鸟雕像的来源和

去向仍是一个谜。”李占扬说。

一个1.35万年前的迷你鸟雕像
改写了中国鸟类艺术品创作历史

本报记者 乔 地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徐燕）白云石是含有钙和镁的碳

酸盐矿物，其在地表常温常压条件下难以形成；但早期地球海洋沉积记

录中却包含大规模的白云石沉积，这与现代海洋缺乏类似沉积形成鲜

明对比。这一独特的白云石地质记录及地球早期海洋大规模白云石沉

积与白云石常温常压下难以合成的矛盾通常被科学家称为“白云石之

谜”，已困扰地质学界两百多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近日刊载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李超教授课

题组在白云石地质成因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他们对长江三峡地区距

今 5亿年的埃迪卡拉纪白云石地层中碳酸盐团簇同位素测温研究后提

出，低温形成机制更能解释早期地球海洋为何会大规模出现白云石。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下，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牵头，李超课题组与美、德科学家合作，基于目前新兴的碳酸盐团簇

同位素测温技术及白云石热动力学模型，对长江三峡地区距今 5 亿年

的埃迪卡拉纪白云石地层开展的测温发现，这些白云石几乎都形成

于 0℃—60℃地球表层温度，这与地质学家之前认为的白云石高温形

成机制不符。

研究团队还对这些白云石样品开展了稀土元素、流体氧同位素组

成分析和显微岩相学观察。结果表明：这些白云石形成于一个低温且

微生物活跃的海水溶液环境，这与近年来实验室和野外观察所发现的

现代白云石在微生物及其有机质作用下可低温形成的机制一致。

该研究的多学科集成证据表明：低温形成机制不仅为回答困扰地

学界两百多年的“白云石之谜”提供了新思路，还为碳酸盐指标用于地

表环境记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困扰地质学界两百多年

白云石之谜有了新答案

据新华社讯（记者尚昊 陈文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日前宣布，该校

考古学家吉德翁·谢拉赫·拉维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首次绘制出长

达737公里的“成吉思汗边墙”北线图，并认为，这一工程修建早于成吉思

汗时期，其主要功能并非抵御入侵，而是为了监控管理游牧人口和牧群。

研究人员介绍，研究团队使用卫星图像和无人机对整个城墙进行

了测量，并对部分墙壁和附属建筑物进行了详细调查。

传统观点认为，“成吉思汗边墙”北线是金朝为了抵御成吉思汗的

蒙古军队而修建，但新研究认为防御并非其主要功能。研究人员表示，

“成吉思汗边墙”北线的许多结构体高度较低，不适合军事防御，而且靠

近道路和其他有助于人口控制的场所。

“我们对城墙的分析表明，它并不是为抵御军队或游牧部落大规模

侵袭而建造的，而是为了监控游牧人口及其牧群的活动。”吉德翁·谢拉

赫·拉维说。

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显示，城墙建于公元 1000 年至 1100 年间，大致

是中国北方的辽朝时代，早于金朝，更早于公元 1162 年至 1227 年的成

吉思汗时代，这也意味着其建设并非为了抵御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

这一研究成果已在英国《文物》杂志上发表。

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显示

“成吉思汗边墙”北线另有他用

长江三峡地区5亿年前的埃迪卡拉纪白云石
受访者供图

提起肉食性恐龙，人们马上会想到白垩纪

末期的霸王龙。这个体型硕大、行动敏捷的家

伙一直被认为是个嗜血狂魔。然而，在霸王龙

出现之前，还有一个块头更大的食肉恐龙，一直

被人们认为，在“杀伤力”方面可以坐上肉食性

恐龙的头把交椅。它就是棘龙。

近日，古生物学家尼扎尔·易卜拉欣在《自

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称，食肉的棘龙长着一个

像船桨一样的大尾巴，能够在水中游泳并捕

食。这项研究打破了“大型恐龙只在陆上生活”

的观点。

棘龙究竟是怎样一种生物？棘龙和霸王

龙究竟谁更厉害？这些谜题一直困扰着古生

物学家。

“棘龙是一种巨型兽脚类食肉恐龙，生存于

白垩纪中期，约 1.1 亿年前至 9400 万年前。”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徐

星表示，根据已有化石推测，棘龙庞大的身躯足

以力压群雄，成为目前人类已知的最大肉食性

恐龙。科学家通过化石发现，棘龙背部有一个

很大的背帆，因此将其命名为棘龙。

1912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恩斯特·斯特莫在埃

及首次发现棘龙骨骼化石，并于1915年首度发表相

关研究成果：这些骨骼包括1个不完整的下颌骨、2

节颈椎和7节长着非常长的神经棘的背椎。

对于棘龙究竟长什么样，可以说很长时间

都是个谜。“在最初的论文里，斯特莫对这个大

家伙真正的样貌也非常怀疑，因此除了骨骼描

述以及精美的骨骼图片外，并没有给出太多生

态复原相关的说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生廖俊棋说。

1936 年，斯特莫给出了第一个棘龙的复原

形象。这个棘龙的复原形象除了背部神经棘连

接的背帆，与其它兽脚类恐龙并没有什么明显

的区别。

由于当时缺乏棘龙上颌骨及四肢骨骼，这

个复原主要是参考了如异特龙、暴龙等大型肉

食性恐龙；再加上当年流行把二足站立的恐龙

复原成袋鼠站姿，因此复原图和现在认识的棘

龙有很大的差异。

2014 年，易卜拉欣的研究显示：棘龙的身

体较为细长，和鳄鱼一样有着粗短的后肢，同时

它的脚趾分散，说明脚趾之间可能有蹼。最新

研究又揭示，棘龙有个船桨一样的尾巴。

可以说，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们对棘龙

长相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

究竟长啥样 研究不断刷新认知

“除了在天空飞翔的飞鸟类恐龙以及某些

有争议的小型恐龙以外，中大型的恐龙并没有

发现水生的分支，因此最初科学家理所当然地

认为，棘龙是陆生动物。”徐星说，更重要的是，

以前并没有发现棘龙的身体结构适合游泳。

2001 年，棘龙正式进入大众视野。那一

年，可以说是棘龙的成名年。在科幻电影《侏罗

纪公园 3》中，人工克隆的棘龙大显神威，打败

了前两部的“大 BOSS”霸王龙。从此，人们有

了个疑问：棘龙和霸王龙到底谁才是陆地的霸

谁是恐龙界“大BOSS”争议还很多

事实上，很早就有证据表明棘龙能够捕

鱼。棘龙的近亲分布在世界各地，比如重爪龙，

此前科学家就已经在英国重爪龙肚子里发现鱼

类鳞片的化石。

虽然这是一个证明棘龙类以鱼为食的直接

证据，但是仍有学者认为棘龙可能像一些熊一

样，虽然会捕鱼，但仍然是陆生动物。因此，棘

龙到底是在水中边游泳边捕鱼，还是只在陆上

抓鱼，一直是个比较大的争议。

由于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体内的同位素不

同，因此也有学者利用同位素来研究棘龙到底

是陆生还是水生。研究最终证明棘龙体内的同

位素更接近水生动物。

2014 年易卜拉欣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棘

龙身体特征。这些特征显示棘龙应该是半水生

的恐龙。

“但这篇论文发表后受到许多同行的质

疑。有些声音认为这些骨骼并不来自同一个

体，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个体，比如，如果成年

棘龙的身体加上幼年棘龙的脚，这样看起来棘

龙的前后肢也会短；另外，也有些人质疑 2014

年研究的只是棘龙的近亲，并没有足够证据显

示它就是棘龙。”廖俊棋说，因此易卜拉欣和长

腿陆生棘龙派的争论并未停止。

为了找到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水生棘

龙的观点，2018 年，易卜拉欣再次回到摩洛哥

发掘恐龙化石。这次发掘带来了惊人的发现，

易卜拉欣的团队在当地找到了棘龙的脚爪和大

量保存完好的尾椎。这批骨骼与 2014 年发现

的相比没有重复，很可能属于同一只恐龙，因此

可以排除之前对于这些骨骼来自不同恐龙个体

的质疑。另外，本次发现的尾椎和此前发表的

棘龙尾椎几乎相同，因此也可以证明本次找到

的化石就是棘龙“本尊”，不是其他近亲种类。

“虽然最新的研究证明了棘龙可以在水中

边游泳边捕鱼。但是目前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证明棘龙完全水生。我觉得棘龙更像是半水

生动物，它跟鳄鱼类似，是一种水陆两栖的动

物，既可以在水中生活，也可以在陆上生活。”

廖俊棋说。

是否为水生动物 专家“吵”了很久

主？

事实上，棘龙到底能不能杀死霸王龙还有

很多争议。棘龙是最大的肉食性恐龙，比霸王

龙还要大。一般而言，霸王龙的身长在 12米左

右，而棘龙的身长却可以达到 15米。

许多人都对电影中的霸王龙形象印象深

刻。它们前肢短小，后肢粗壮有力，主要用后肢

行走。与霸王龙的形象不同，2014 年，易卜拉

欣团队就提出棘龙有许多适应水生的身体特

征，比如身体较为细长，后肢比较粗短，前肢和

后肢的长度差不多，它既可能像霸王龙那样用

后肢行走，也可能前后肢并用。

棘龙的一些骨骼结构证明，它是吃鱼的一

种恐龙。比如它的牙齿是圆锥状，这种牙齿结

构更适合捕鱼。相比之下，霸王龙以植食性恐

龙为食，它的牙齿是倒勾型，像切牛排的刀一

样，上面有许多锯齿，这种牙齿结构更适合捕

捉并撕裂食物。与此同时，棘龙的嘴巴是细长

型的，有点儿像现在的鳄鱼嘴；而霸王龙的嘴

巴比较粗大，咬合力惊人。从咬合力上看，霸

王龙的咬合力要更强一些。棘龙的身体构造更

适合吃鱼。

更重要的是，棘龙生活的时代要比霸王龙

早很多，它俩没有一决高下的可能。徐星说，虽

然它俩都生活在白垩纪，但棘龙生活在白垩纪

的中期，而霸王龙却生活在白垩纪末期。除了

生活的时代不同，棘龙和霸王龙的分布位置也

不一样。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出土的鸟雕
像的各个侧面 受访者供图

棘龙会游泳再添实锤棘龙会游泳再添实锤
但水生动物身份仍然存疑但水生动物身份仍然存疑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在植物王国中，千姿百态的复叶形态为

大自然增添了无尽的美。然而植物为何有单叶、复叶之分，它们又是如

何形成的？这一直是科学家们想解开的谜题。近日，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的研究团队，通过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植物》的研究

成果，给出了最新答案。

参与研究的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博士生贺亮亮介绍，在植

物演化的历程中，复叶的出现被认为带来了很多优势，如提高光合效

率、减少植食性动物的损伤等。但复叶的形态由哪些因素决定，目前所

知甚少。

复叶发育的核心问题是，复叶原基干细胞是如何在时空上响应遗

传因子、激素及环境信号的协同作用，最终可塑性地调控复叶的形态

的。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热带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陈江

华团队以豆科模式植物蒺藜苜蓿的复叶为模型，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

了深入解析。他们通过高通量基因组重测序与遗传连锁分析，发现了

两个基因 PINNA1和 PALM1，它们在调控复叶中的小叶数目和排列方

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植物千姿百态的复叶

是这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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