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瑶山鳄蜥最早诞生于 2 亿年前，和恐龙同时

代，因此被称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界

的“大熊猫”。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地处广西贺州市的

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悉，目前

该保护区有野外生存的鳄蜥 500 只左右，而保护

区鳄蜥人工繁育基地里 404 只。今年，保护区鳄

蜥人工繁育基地又新添了 39 只珍贵的本土鳄蜥

宝宝。

为什么说鳄蜥是与恐龙同时代、有着古老血

统的爬行动物？6500万年前，恐龙在白垩纪晚期

灭绝，但是鳄蜥却生存了下来，它究竟是如何成功

抵御住恐龙都无法抵御的灭绝命运的？其中的秘

密不仅科学家认为值得深入探索，普罗大众也难

以遏制对它的这份好奇。

古老血统可用来研究爬
行动物的起源和演化

鳄蜥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而从颈部以

下身体部位，尤其是侧扁的尾部，与鳄鱼酷似，故

得此名。

在民间，老百姓称它为雷公蛇、大睡蛇、落水

狗，因其立春之后雷雨天生产、见人就跳进水里

以及生活习性喜静不喜动得名。

1928 年至 1929 年间，中山大学生物系考察

队前往广西大瑶山，在今广西金秀县罗香乡琼武

村采得 28条似蜥蜴又似鳄鱼的爬行动物，被德国

专家命名为鳄蜥，由于鳄蜥发现于广西瑶山，故

在中国多以瑶山鳄蜥相称。

科学家们认为，鳄蜥身上所保留的古老血

统，对于研究爬行动物的起源、演变进化和分类

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价值。

鳄蜥属鳄蜥科鳄蜥属，为单型科单型属物

种。“也就是说鳄蜥科只有鳄蜥这一个物种，这可

能是长期进化过程中，这个属只有它这一个种存

活下来了，尽管化石研究表明它曾经有一个近缘

种。”长期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生态学及保护生物

学研究的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武正

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武正军认为，从系统发育关系来说，由于鳄

蜥保留了一些较原始的特征，所以蜥蜴类的进化

以及系统发育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作为爬行生物中古老的物种之一，鳄蜥身上

至今仍具有某些远古爬行生物的特征。“从微观

层面看，科学家将鳄蜥与蜥蜴目其它种类比较后

发现，鳄蜥的核仁组织区（NORs）无活性或活性

弱，说明其在蜥蜴目中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

从形态方面看，鳄蜥的骨骼具备非常原始的特

点，鳄蜥具有泪骨、上颞骨及板骨；具有松果孔；

翼骨具齿；下颌由 6枚分离的骨块组成；第三颈椎

具肋骨；间椎体见于第 1 颈椎与第 2 颈椎间的三

角骨，尾椎有人字骨；锁间骨具有长的正中骨干；

头体背面皮肤均有真皮骨板；上颞骨完整，上颞

弓及眶后弓完整；前颌骨有成对腭突及切齿突；

古腭型；下颌麦克尔氏骨沟未完全封闭；人字骨

不与椎体愈合；锁间骨十字形；尾椎自截。”武正

军说。

武正军表示，以上特征都反映出鳄蜥在进化

上的保守性及原始性，证明鳄蜥是一种古老而又

原始的蜥蜴。

从恐龙大灭绝时代幸存
下来的秘籍还不知道

作为第四冰川纪末期残留在中国华南地区

的古老爬行类动物，鳄蜥本身还有哪些有待研究

的未解之谜？目前相关研究有了哪些进展？

“这些未解之谜包括鳄蜥能潜水很长时间，

是什么样的机理能让它耐受这种缺氧环境？鳄

蜥是变温动物，全球气温变暖对它的影响有多

大？它能否适应这种变化？鳄蜥性别决定机制

是什么？目前，气温变化对它的影响已取得一些

初步结果。”武正军说。

6500万年前，曾经统治地球的恐龙遭遇大灭

绝。鳄蜥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虽然恐龙被大自

然淘汰了，可是鳄蜥却依然存在着，因此它们也

被称为史前活化石。其中的原因在哪呢？

“关于它是如何抵御灭绝命运的，目前我们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解释。”武正军说，通过对它

的体温调节能力、活动规律等的研究发现它有一

些特性，推测可能与它能抵御灭绝命运有关。“第

一是它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其它爬行动物要强

一些，第二就是它活动少，俗称大睡蛇，对食物和

能量的需求较低。”

种群数量是动物生态学、行为生态学和资源

管理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对种群数量变化的掌

握有助于有效、科学地评价濒危物种的等级并制

定保护措施，为相关种群资源管理部门制订保护

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近年来，贺州市和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为加强瑶山鳄蜥保护，与广西师范大学

等科研机构开展相关合作，建立了瑶山鳄蜥救护

繁育中心，在瑶山鳄蜥人工繁育与科研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截至目前，广西其他分布区已很难在野外见

到瑶山鳄蜥，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鳄

蜥数量最多的分布区，并且在去年 5 月实施了鳄

蜥的野外放归，共放归了 15 只，这是全球首次科

学性的放归。

体温调节能力强？活动少爱睡觉？

和恐龙同时代的鳄蜥凭什么熬过了生物大灭绝

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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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朋友圈”里，猪笼草、捕蝇草等作为

食虫植物的代表，数百年来备受关注，持久不衰。

如今，在国内某网购平台上搜索“食虫植

物”，会出现数百条结果；专卖食虫植物的店铺

数不胜数，皇冠店铺就超过 20 家，单个店家粉

丝量在 10万+也不是稀罕事。

随着暑期到来，中小学生的科普活动又迎

来新高峰。世界上的食虫植物多不多？在漫长

的历史中，植物如何演化出食虫（即食肉）“爱

好”的？它们又是怎么捕食动物的？在学界，人

们对食虫植物有哪些新的研究、又有哪些争

论？也成了孩子和家长关心的问题。

了解食虫植物，“氮”是绕不开的绝对主

角。所有的食虫植物，之所以在植物界显得很

“彪悍”，都是为了争取更多一些氮元素。

我们知道，植物吸收无机元素作为营养物，

它们来自岩石矿物的风化以及有机物、动物的

腐烂。氮是植物中继碳、氢、氧之后含量最丰富

的元素。缺了它，绝大多数植物将无法完成生

命周期，而其他元素也无法取而代之。

“氮元素在 1772 年被发现，它占据了地球

大气 78%，是氧气的四倍之多，并且是氨基酸、

蛋白质和核酸等的重要组成元素。”美国康涅狄

格州大学教授迈克尔·C·杰拉尔德在《生物学

之书》中写道，降解的动植物物质所含的氮，通

过一系列的互利关系，形成植物营养素被吸收，

而后再转变为气态，重归大气。

学界原本普遍认为，植物是直接从大气中

吸收氮的，但 1837年，法国农业化学家让-巴普

斯迪特·布森戈证明这是错误的，还展示了植物

从土壤中吸收氮的方式。氮从无机原料到有机

化合物的同化过程是许多植物细胞的一个主要

代谢活动。

大体上说，草本植物主要在叶片中同化硝

酸盐，而许多的木本和灌木在根中同化这些硝

酸盐。在单一的物种中，硝酸盐同化的位置通

常取决于硝酸盐的供给量：当硝酸盐丰富时，叶

片是主要的同化部位，但当硝酸盐供应受限时，

根成了主要的同化部位。经过植物氮同化过程

一系列复杂操作，把土壤和叶面无机氮的可用

性，与植物对于合成各种含氮化合物的需求联

系在一起。

“在广袤的大地上，并非每一寸都是沃土，

不少地方是沙石荒地、高寒坡地和营养元素长

期缺乏的水域等，各种严苛贫瘠的环境为植物

的生存设置了重重障碍。”植物科普专家秋西告

诉记者，迫于生存压力，食虫植物以各自的方

式，不约而同走上了捕食动物的逆袭之路。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食虫植物并不是单一

的物种，而是指能够捕猎并且消化吸收一些昆

虫和节肢动物的植物类群，虽被笼统地称作“食

虫植物”、都拥有捕虫这一共同技能，但在亲缘

关系上却相差很远，分别来自 10 个科 17 个属，

共有 600至 750种之多。

食虫起源之谜

贫瘠环境中为谋生计而逆袭

但食虫植物的起源，历来是相关研究最大

争议的问题之一。

食虫植物中的明星——捕蝇草，是 1760 年

北美洲北卡罗来纳州一位叫阿瑟·多布斯的大

地主最先描述的，他在给植物学家、英国皇家学

会会员彼得·柯林森的信中说，“这是植物界一

种很新奇的未知的敏感植物”。柯林森将其样

本交给了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埃利斯，后者将其

命名为捕蝇草。埃利斯在给当时已声名卓著的

植物分类学家林奈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植

物，“叶片的内表层布满微小的红色腺体，它们

会分泌甜蜜的汁液吸引可怜的动物前来取食。

当这些柔软的腺体与动物四肢碰触，两边的叶

片会马上竖起来，抓紧虫子，通过交错两侧叶片

的刺将猎物牢牢锁住，直至其死亡”。

事实上，更为精确的是，在构成捕蝇草死

亡陷阱的两部分叶片上，表面各有三根刚毛，

它们是触发器。如要触发叶片闭合，昆虫必

须碰到不止一根毛、不止一次，而且两次碰触

时间间隔不超过 20 秒，叶片在不到一秒之间

迅速闭合，形成一个小小的“牢笼”，动物越挣

扎，不断碰到刚毛，“牢笼”合拢越紧，因此当

捕蝇草再次打开叶片时，表面常能看到“搏

斗”的痕迹和虫体残渣。

然而盛名之下的瑞典生物学家林奈，不但

反驳了埃利斯的结论，还把它当类似含羞草的

“敏感植物”看，即使经过埃利斯长时间研究、举

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林奈仍然拒绝承认植物的

食肉属性。当时还有不少人随声附和，问题的

焦点仍然在于植物怎么可能会吃肉。

直到达尔文时代，有更多人观察到更多的

植物可以诱捕并消化小型动物。在 1875年，达

尔文在出版的新书《食虫植物》中才给出合理的

解释。“数百万年前，这类植物长在潮湿的沼泽

里，会面临制造蛋白质的元素——氮缺乏的问

题。”负责主持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植物神经生

捕食能力之谜

叶片结构提供生猛捕虫器

这些植物界的“动物杀手”，看似凶猛，其实

它们只能捕食一些昆虫，这些昆虫顶多是小型

的蛙类、蜥蜴等。

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伦敦大学应用生理

学教授约翰·波顿-桑德逊的研究对象原本是

从蛙类到哺乳动物体内发现的电脉冲。与达尔

文通信后，他发现了给捕蝇草两根刚毛施压能

导致捕虫器闭合的电信号，这也是电活动调控

植物发育的首个例证。

一百多年后，美国亚拉巴马州奥克伍德大

学的亚历山大·沃尔科夫和他的同事证明，电刺

激本身的确是捕虫器关闭的引发信号。

而且对捕蝇草来说，每一次闭合异常消耗

能量，每个夹状捕虫器可使用 3 至 4 次，最终将

失去关闭的能力。因此，在植物园，捕蝇草都只

深藏在游客不易到达的地方。

截至目前，植物学家们发现，食虫植物主要

有 5种基本的捕虫机制——具有含消化酶或细

菌消化液的笼状或瓶状捕虫器；周身布满黏稠

液滴的黏液捕虫器；快速关闭的夹状捕虫器；能

产生真空而吸入猎物的囊状捕虫器，以及具有

向内延伸的毛须而将猎物逼入消化器官的龙虾

笼状捕虫器。“食虫植物在进化树上来源差别巨

大。加上捕虫机制的差异，因此不同食虫植物

在‘触觉’和消化上差异巨大。”秋西说。

而通常认为，植物的完整食虫性必须包括

吸引、捕捉和消化这三个过程，同时也必须将猎

物消化成为便于植物吸收的氨基酸和铵离子等

产物。因此，一种植物能否生成消化酶被作为

判断其是否具有食虫性的一个标准。

食肉植物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家感兴趣的热

点。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院所与香港

大学合作，用代谢组学方法，分析了瓶子草和捕

蝇草黏液等肉食性植物叶片和陷阱中的组织特

异性代谢物成分，并在《科学》旗下的《分子科

学》发布论文，揭示其中均含有大量纳米颗粒，

这加深了人们对食虫植物分泌的天然水凝胶黏

液的认识。

此外，在食虫植物与昆虫之间，植物利用触

角、视觉或者气味信号来作用于昆虫上的研究

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不过出于研究材料少、实验难度高等原

因，相关成果在近些年一直不多，对食虫植物的

研究热点依旧在一些经典问题上。”秋西介绍

说，除了起源与进化，食虫植物是怎样协调它们

和传粉者的关系等，还有诸多未解之谜。

猎杀消化之谜

靠多重本领把虫子“吃”下去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王 钰 程惠珍 本报记者 刘 昊

植物爱上吃肉植物爱上吃肉
或是环境逼出来的或是环境逼出来的““重口味重口味””

物学国际实验室的斯特凡诺·曼库索说。

“‘穷则思变’并非是只有人类才懂的道理。

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植株改变了叶片的形状，将

之变成了捕虫器，将味道鲜美、蛋白质丰富的昆

虫等小动物当成了新的营养来源。”秋西说。

由于仅有少量的化石记录，因此食虫植物

的演化过程仍有不少谜团，特别是其捕虫器结

构稚嫩，由于各种原因其可能会在化石中缺

失。尽管如此，仍可利用现代捕虫器的结构推

断出古代捕虫器大部分的结构。这些捕虫器形

式不同却各具其妙，令无数科学家和植物爱好

者着迷，探索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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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挪威探险家南森在西伯利亚北部探险时经历了一种奇怪

的现象：他的船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速度慢了下来，他几乎无法前行，

更不要说恢复正常船速了。1904年，瑞典物理学家和海洋学家艾克曼

在实验室展示了盐水和淡水交界处表面下形成的波浪，这种波浪构成

了西伯利亚地区北冰洋的上层部分，能和船相互作用产生拖力。

这一现象被称为“死水效应”，发生在不同密度的水（盐度或者温度

不同）交汇的地方，在所有的海洋中都能看到。是什么力量让船只在航

行过程中神秘地慢了下来，甚至停滞不前，哪怕引擎还在正常运转呢？

据科学家观察，“死水效应”会引发两种拖曳现象。首先是南森发现的

产生波浪的拖力，它引发恒定的不正常低速；其次是艾克曼发现的产生

波浪的拖力，其特征是被困船只中出现速度震荡波。“死水效应”产生的

具体原因仍然不得而知。

近日，一支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普瓦捷大学组成的跨学科

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的研究论文解释了该现

象：困在死水中的船速会发生变化，是因为波浪像起伏的传送带那样，

让船在上面来来回回振荡，就像汽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船速自

然就减慢了。

为解决这一谜题，法国科学家使用数学方法对不同的内波进行分

类，并分析了亚像素级的实验图像。研究表明，这些速度变化是因为水

中产生了特定的波浪，就像起伏的传送带一样，让上面的船来回移动。

他们表示，艾克曼发现的振荡区域只是暂时的，随着振荡幅度越来越

小，船最终会逃逸出来。

这一研究是关于“亚克兴战役”大型项目的一部分。公元前 31 年

的亚克兴战役期间，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大型船队败给了屋大维的

弱小船队，是不是拥有海峡所有特征的亚克兴海湾用“死水效应”困住

了埃及艳后的海军呢？根据传说，这场战役的失败是因为“吸盘鱼”（也

就是鮣鱼）牢牢吸住了埃及船队，让它们动弹不得。但现在，法国科学

家给出了这场战役失败的另一个解释。

（来源：环球科学）

这种神秘力量

能让轮船在水里突然减速

气候变化导致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假设，已经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

认可。根据这一理论，在上一个冰河时期，气候急剧变化导致天气越来

越寒冷和干燥，成为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决定性因素。但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近日报道，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科学家通过分析意大利普利亚一

些洞穴中的石笋样本，对上一个冰期进行了详细的古气候重建，得出结

论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并不是因为气候变化而灭绝。相关研究发表

在《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杂志上。

在大约 4.5 万年前到 4.2 万年前的普利亚穆尔奇喀斯特高原上，尼

安德特人和智人至少共存了 3000 年。研究团队从石笋中提取的数据

显示，在此期间发生的气候变化并不特别显著。研究表明，在从尼安德

特人向智人转变的过程中，普利亚的这一地区在这段时间内，似乎不可

能发生重大的气候变化，因而不会造成这里的尼安德特人灭绝，在地中

海的类似地区应该也是类似情况。

虽然地中海地区的尼安德特人从 10万年前就生活在那里，尼安德

特人和智人 4.5万年前又同时生活在这里，而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区看

到这两个物种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里共存，因此穆尔奇高原成为研

究尼安德特人向智人转变的气候和生物状况的完美场所。但之前，从

来没有人对那里的古气候进行重建。

为了重建这里的古气候，研究团队采集了洞穴中的石笋样本。研

究人员表示，石笋是研究古气候和古环境的极好载体，由于石笋是通过

雨水滴落而形成的，它们能提供那时候有无降雨的证据。此外，构成它

们的方解石含有碳和氧同位素，能提供石笋形成期间土壤状况和降雨

量的精确信息。

在所有被分析的石笋样本中，有一块 50 厘米长的特别石笋，这块

石笋形成于 10.6万年至 2.7万年前，代表了地中海西部和欧洲最后一个

冰期最长的时间线。他们对它进行了 27 次高精度数据测定和 2700 次

碳氧同位素分析。根据测定，石笋在上一次和之前的冰河时期都表现

出一致的滴水速度，没有显示出任何可能导致尼安德特人灭绝的气候

突变迹象。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分析显示，5 万年前到 2.7 万年前的降雨量

变化不大，这种变化的程度不足以导致洞穴中植物群的变化。包括智

人和尼安德特人共存 3000年的这一时期，土壤的生物生产力基本保持

一致。这意味着植物区系和气候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新研究驳斥了气候变化导致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假设。研究人员对

此解释道，可能在智人与尼安德特人共存期间，由于智人的狩猎技术远

比尼安德特人先进，从而凌驾于尼安德特人之上，导致尼安德特人在共

存 3000年后最终灭绝。

尼安德特人灭绝

可能与气候变化无关

本报记者 聂翠蓉

研究人员正在对洞穴中采集的50厘米长石笋进行取样。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