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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存于数千万乃至数亿年前化石中的古生

物，往往与现生生物有很大的不同，但根据生物

演化的脉络和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科学家们

往往从中能找到古今之间的关联。可是，有一

种因长期无脉可循而被称作“塔利怪物”的古生

物，却困扰了学界数十年之久。

近日，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的一项新

研究，概述了一种寻找长期以来被认为在石化

过程中丢失的生物信号的新方法。美国耶鲁

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分析 113 种动物化石的分

子组成，获得可用来揭示动物之间关系的系统

发育信号。科学家们认为，新的研究方法有助

于证明，“塔利怪物”可能是一种非比寻常的

脊椎动物。

1958 年，美国业余化石收藏家弗朗西斯·
塔利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的马荣溪化石层

中，首次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化石。据推测，它生

活在距今 3亿年前的近海水域。死亡或其他意

外原因将其掩埋在淤泥里，并最终被包裹在后

来形成的坚硬岩石中。随后，古生物学家在该

州格兰迪县的梅逊克里克，又陆续发掘出了数

千块这样的化石。

但自发现第一块这种化石以来，古生物学家

们就对它的身份困惑不已。因无法确定这种动物

更接近鱿鱼等软体动物，还是鱼的近亲，科学家最

后以发现者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塔利怪物”。

这种怪物似乎有众多生物的特征，头顶上

长着一根坚硬的长柄，两端各有一只眼睛；在长

长的吻部末端，长有很多锋利的牙齿。根据这

些特征勾勒出的复原图，人们还看到它的体型

非常小，最长不足 30厘米。科学家推测它和很

多海洋生物一样，或许是以淤泥中的虫子作为

食物，并可能以岩石的缝隙作为栖身场所。

基于“塔利怪物”上半身细长、下半身异常

肥大的奇葩造型，有人又觉得它有点像蛇类和

鱿鱼的结合体。还有观点认为，“塔利怪物”可

能是蜗牛的祖先，但显然没有多少人认可，因为

“塔利怪物”并没有蜗牛一样的壳。

这个怪物的感官系统也比较奇特，它的眼

睛长在两边，看起来更像是蜗牛一样，而且从现

有的系统中找不到丝毫生物进化的痕迹，因此竟

有人说它或许是外星人遗留在地球的产物——

这近乎无稽之谈，但也足可见“塔利怪物”之怪。

2020 年 5 月，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罗

伯特·桑森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塔利怪物”在任

何一个动物群体中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如果

它是软体动物，那它就是奇怪的软体动物；如果

它是脊椎动物，那它就是奇怪的脊椎动物。

有说是软体动物，有说是脊椎动物

60 多年来，几代研究者对 1200 多个“塔利

怪物”化石进行分析，似乎已越来越接近揭开这

种怪物真实身份的时刻。2016 年 3 月，《自然》

杂志发表的论文称，“塔利怪物”实际上是一种

鱼类，是现代七鳃鳗的祖先。

这个研究团队利用强大的同步元素绘图等

新型分析技术，通过绘制化石的化学性质来展

现其物理特征。他们发现，“塔利怪物”具有一

根较为原始的脊索，并且有鳃的结构，此前鳃的

结构没被鉴定出来。

研究共同作者、耶鲁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

无脊椎古生物馆主管德雷克·布里格斯说：“这

些化石很难解读，而且又相当多样。有人认为

它们可能是某种奇特的、会游泳的软体动物。

我们决定把所有可能的分析技术都用上。”

耶鲁大学的研究者们宣称，距今大约 3 亿

年前，这种外形奇特的动物在伊利诺伊州的近

海水域里游弋，很可能是一种掠食性脊椎动物，

并且与七鳃鳗关系较近。

但顶级杂志的论文并没能一锤定音。随后

揭秘行动在深入，争论依然不绝于耳

就在上述《自然》杂志关于“塔利怪物”是脊

椎动物和现代七鳃鳗祖先的论断发出 4 年之

后，布里格斯等人果然穷尽技术手段，与“怪物”

死磕到底。

日前，他和耶鲁大学的同事在《科学进展》

发表的新研究中表示，通过追踪长期以来被认

为在化石过程中会丢失的生物信号，他们找到

了新颖的方法，可对 5.41 亿年前化石的历史信

息进行追溯。用这种新方法，他们已经获得有

关包裹第一个恐龙蛋的软壳的有价值信息，同

时也将为证实“塔利怪物”是脊椎动物提供了

线索。

“蛋白质、脂类和糖决定了动物的形态和功

能。然而，生物信号在化石有机质中的保存却

鲜为人知。”布里格斯等人表示，他们利用高分

辨率原位拉曼光谱，分析了 113 个显生宙后生

动物化石和沉积物的分子组成。

由于蛋白质、脂类和糖类在石化过程中，通

过脂肪氧化和糖氧化聚合形成内源性的杂环聚

合物，这些物质不溶于水，基本上不易被微生物

分解，化学性质稳定。“这种石化物质保留了远

古生物系统发育信息，还可从中捕获更高级的

后生动物关系。分子信号可以在很久远的时间

内存活，这为重建动物进化史提供了有力的工

具。”布里格斯表示。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耶鲁大学地球与行星

科学系研究生贾斯米娜·威曼利用这种非破坏

性化学分析技术，来确定这些聚合物中是否存

在可识别的生化特征。

研究发现，生物分子信号不仅揭示了动物

化石的成岩历史，而且通过比较，还能揭示动物

化石的结构性质和亲缘关系。“我们发现，化石

有机物是基于原始生物分子的化学降解产物而

构成的自然混合体。这些分子中的碳质残留物

几乎总是在化石中保留了微观线索。”威曼说。

到目前为止，威曼和布里格斯等人已发现

了 3 种主要的系统发育信号：有助于确定早期

恐龙蛋壳的柔软特性的生物矿化信号；区分昆

虫表皮和脊椎动物软骨的组织信号，可用于识

别“塔利怪物”的身份；基于氨基酸化石产物的

系统发育信号，可揭示动物物种之间的关系。

威曼等人并未用足够多的篇幅细说“塔利

怪物”，但表示了解化石中的生物特征有可能从

根本上推进有关地球生命进化的科学知识。威

曼说：“有了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在许多不同的

研究方向上前进，用以前认为化石无法企及的

答案来解析动物进化的重大问题。”

与漫长的地球演化史相比，其实人类的历

史太短太短。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事物是

人类未知的。或许在未来能够发现越来越多

的史前生物，一步步揭开“塔利怪物”的神秘

面纱。

用生物信号，从化石中挖掘新数据

本报记者 赵汉斌

被发现被发现6060多年了多年了
““塔利怪物塔利怪物””的真实身份仍成谜的真实身份仍成谜

就有学者认为，它压根儿不是鱼，甚至连脊椎动

物都算不上。

2017 年 2 月，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地

球与环境科学系的劳伦·萨兰和英国牛津大学

地球科学系的萨姆·吉尔斯等研究者，在《古生

物学》期刊上发出另一篇论文，否定了“塔利怪

物”是脊椎动物的说法。

他们发现，被描述为支持“塔利怪物”是脊

椎动物的结构，面临着生物学特征、生物趋同与

发声学方面的重大挑战，“塔利怪物”埋藏过程

等诸多问题还可能误导了此前的研究，例如“塔

利怪物”缺少如耳囊、体色素等突变体，因此研

究结论不符合目前对脊椎动物记录的理解。

“‘塔利怪物’的化石中，曾经被认为是脊椎

的白线越过了眼睛的位置，显然不符合其他脊

椎动物的特征。”劳伦·萨兰说。

此外，他们还认为，脊椎动物的系统发育定

位，只能通过有限外群的脊索动物数据集和选

择性特征应用来实现。长期以来，研究者争论

过的如异腹足目软体动物、异脚类节肢动物或

其他非脊椎动物，这些谱系中，许多动物曾独立

进化出类似脊椎动物的特征，包括复杂的眼睛

和“牙齿”。因此，他们认为，考虑到全部证据，

“塔利怪物”应被排除在脊椎动物源头之外。

不过，更多的学者不愿参与这种无休止的争

论，眼下也依然有更多的问题等待解答，如为何

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塔利怪物”的化石，

它们何时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

1亿多年前，它与恐龙共生；1亿多年里，地球

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它却至今还存活在我们

的世界里，且形态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这样一种神奇的生物就是红豆杉科的穗花

杉。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董

重博士等人与美国科研人员一起合作，在内蒙古

宁城县道虎沟村的侏罗纪化石层中，发现了两枚

1.6 亿年前的穗花杉化石植物。相关研究成果近

日发表在《国家科学评论》杂志上。

科学家是如何辨别出 1.6亿年前化石的真实

身份？作为植物界的“活化石”，穗花杉与它的祖

先相比有什么改变？它们如今的生存状态又如

何呢？记者走访了参与研究的相关科学家。

多重验证 辨别出化石真实身份

研究团队在我国内蒙古宁城县道虎沟村的

侏罗纪化石层中，发现了两枚植物化石。这两枚

化石约有 1.6亿年历史，保存了枝、叶、芽、种子等

重要器官。

为了辨别化石的真实身份，科研人员充分利

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断层无

损扫描成像等仪器，对化石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化石的枝、叶、芽、种子等重要结构进

行的细致观察，并采用比较形态学和系统发育分

析方法，对化石的分类位置进行了确定，研究人

员发现，化石末级小枝近对生，几乎展布在同一

平面，叶呈线状披针形，交互对生，叶正面具明显

凸起的中脉，背面中脉、两条气孔带和两条叶边

缘带非常明显；种子着生结构单生于小枝上叶

腋，由一个顶生的直立种子和一个短而裸露的种

柄构成，种子基部有约 5对交互对生的苞片。

化石的这些形态特征和现代穗花杉非常相似，

研究进一步采用13组形态特征对包括狭义红豆杉

科现生种和化石种、三尖杉属现生种在内的10个类

群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并分别采用了完全基于形

态学数据的传统方法，和以分子系统发育树为骨架

的分子骨架法。分析结果均证实道虎沟村发现的

这一侏罗纪植物化石可归入现代穗花杉属。

与现代穗花杉植物相比，化石形态特征与现生

穗花杉属非常相似，除了种柄比现生穗花杉种子的

种柄短一些以外，其他包括枝、叶、种子等方面的形态

样貌，与现代穗花杉完全一样，表明穗花杉这一植物

在近1.6亿年来形态几乎未发生变化，显示了明显的

形态演化迟滞现象。这意味着，与银杏类似，穗花杉

是另外一类延续了至少1.6亿年的古老植物，是名副

其实的可追溯至侏罗纪的植物“活化石”。

据董重介绍，该成果对研究演化生物学中的

物种演化迟滞有重要科学价值。同时，能够为

1.6 亿年前古气候古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

的生物因子信息。

濒危物种 面临“男女”比例失调

穗花杉属于松柏纲红豆杉科植物，目前主要

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的部分省份和台湾南部以

及越南北部。穗花杉植物需要雨量充足的气候

环境，多生长在山地森林中比较荫湿的地方、溪

边或山谷中。

为何喜湿的植物会在内蒙古高原发现其化石

呢？面对记者的疑问，董重介绍，1.6亿年前的陆地

环境并不像今天一样，在今天看来干旱缺水的内蒙

古高原，在1.6亿年前却并不如此，当时内蒙古的环

境应该比较适合穗花杉生长，因此穗花杉植物化石

在内蒙古侏罗纪地层中发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地球在这1.6亿年里多次经历了温室期和

冰期的环境，尤其是在第四纪冰川浩劫侵袭地球后，

使得地球的气候、环境、生态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许多

陆生植物因此而消失，在第三纪曾分布在欧洲、北美、

东亚等高纬度地区的穗花杉也相继消失。

浩劫以后，穗花杉分布范围不断缩小，其生

存与繁殖面临更大挑战。因为是雌雄异株，它须

借助风作为媒介完成授粉，但其果实较大很容易

被动物食用；另外，穗花杉生长缓慢，繁殖率低，

其“男女”比例早就失调了，雄株多，雌株少，再加

上对生存环境的严格要求，它的种子发芽率极

低、幼苗成活率也很低。

董重表示，穗花杉兼具观赏价值、经济价值与

药用价值。穗花杉叶四季常绿，挂果之时，红果如

珠，极其美观，观赏价值较高。其木材材质细密，

可供雕刻、器具农具及细木加工等用，具有较高经

济价值。此外，穗花杉根、树皮能入药。穗花杉较

高的价值导致其采伐过度，再加之其本身植株数

量较少，生长缓慢，其数量在野外已变得越来越

少。目前穗花杉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并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严重濒危珍稀物种。

1.6亿年样貌不变
这种植物“活化石”暗藏古气候秘密

实习生 王溪佳 本报记者 张 晔

人在清醒状态下，有高达 80%的时间在从事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

活动。社交是人的基本需求，对于个人的成长和身心不可或缺。然

而不幸的是，社交障碍是自闭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以及社交焦虑

症等主要精神疾病的一个高度共有病征，严重危害患者的日常生活

和工作。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徐晗教授课题组揭示了前额

叶皮层抑制性神经元在社交中的活动规律，并发现了其调控社交行为

的神经网络活动机制。这不仅加深了人类对社交行为发生机制的认

识，并为自闭症等神经精神疾病患者社交障碍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该研究在线发表于学术期刊《科学进展》上。

虽然大脑中抑制性神经元的数量相对较少，仅占全部皮层神经元

的 10%—20%，但它们的种类繁多。相比在影响社交行为的兴奋性神

经元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一直以来科学家对抑制性神经元的作用知

之甚少。

近年来，得益于抑制性神经元类型的转基因小鼠的制备，以及在体

多通道记录、光遗传学和药理遗传学等先进实验技术的发展，科研人员

才有机会直接记录这些神经元并研究它们在社交行为中的功能。

“大脑的兴奋性与抑制性就像汽车的油门和刹车，两者在相互配

合、相互制衡中，促进人的正常社交。”谈及两种神经元的功能，课题组

成员刘玲打了个比方。她介绍说，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对小鼠前额叶皮

层中 PV阳性神经元和 SST阳性神经元开展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在

社交行为发生时，小鼠前额叶皮层 PV 阳性神经元动作电位发放率增

加，并在网络水平产生低频伽马振荡活动。

“单个抑制性神经元可以发放动作电位，而数量众多的神经元群体

则可以产生一定频率范围的网络振荡活动，其中低频伽马振荡是指

20—50赫兹的网络振荡活动。”徐晗解释道，与此同时，SST阳性神经元

动作电位发放率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且抑制这一神经元对社交行为

和伽马振荡能量也不会产生影响。

有趣的是，与 PV 阳性神经元一样，当课题组以低频伽马频率激活

SST 阳性神经元时也能够增加低频伽马振荡能量并产生促社交行为效

应。这一发现提示，除了 PV 阳性神经元之外，SST 阳性神经元也可作

为改善社交障碍的潜在治疗靶点。

徐晗认为，前额叶皮层抑制性神经元在调控社交行为中，网络低频

伽马振荡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好比乐队指挥家的手势，能够有效协同前

额叶皮层兴奋性神经元的活动，从而促进社交行为的发生。增加前额

叶皮层低频伽马振荡活动可以促进小鼠的社交能力。

社交障碍的“解药”

或许在大脑皮层下

目前全世界共有 7000多种语言，多种多样又各具特色的语言是如

何进化发展至今的？除去地理及历史原因，遗传基因是否在语言发展

过程中起作用？多年来，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进化科学家都想解决这

个问题。

有学者认为，基因和语言特征是共同进化的，即一种语言特征之所

以会出现或保留，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在遗传上倾向于增强处理

这种特征的能力——被称为语言进化的基因偏倚假说。但是该假说争

议很大，目前仍缺乏直接证据。

近期，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表明，DNA 的细微差异

会影响一个人感知声调的能力。该研究首次为语言进化的基因偏倚

假说提供了直接证据，更为基因在语言进化中的潜在影响提供了确

凿的证据。

香港中文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该论文的第一作者黄俊文和他

的同事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基因多样性可能推动语言进化的人。早在

2007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者已经证实基因和声调之间存在一定

相关性，他们分析了全球 49个群体的 983个等位基因和 26个语言特征

的大型数据集，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地理和历史因素之后，ASPM 和

MCPH1两个基因仍与声调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在新的研究中，黄俊文和同事对 400 多名中国粤语区人士进行了

听力测试，以确定每个参与者区分粤语 6 个声调的熟练程度。同时，

他们测试了参与者的智商、记忆力以及对音调和韵律的感知能力。

研究人员对参与者的唾液样本进行了基因分析，发现 3 个基因的 9 种

变异与音调感知有关，还有 7 个基因的 13 种变异在一般语言处理中

起作用。ASPM 基因有两种变异，形成 T 和 C 两个等位基因，在欧洲

人中的基因频率分别为 59%和 41%，而在此项研究的 400 多名中国人

中分别为 84%和 16%。研究表明，T 等位基因增强了以声调语言为母

语的中国人的声调感知能力。研究同时发现，70%测试者都有 TT 变

异（由两个碱基胸腺嘧啶副本组成），这证实了它在讲粤语的人群中

的突出地位。

研究还发现，使用粤语的人比使用法语和英语的人在对音调（而不

是节奏）的感知力更强，经过多年的使用后，细微的基因差异可以产生

显著的影响，黄俊文说：“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因与声调关联的直接证

据，同时揭示了语言进化的潜在机制。”

哈佛大学的语言科学家达米安·布拉西虽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但

他也认为微小的基因效应可能会导致语言产生变化。但他强调，还有

很多问题仍待研究。布拉西说：“我不指望任何一项研究能够明确地证

明语言变化的本质原因，这项研究也不例外。”

“黄俊文的研究是该领域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使用了比之前工作更

合理的实验设计和更大的样本。”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语言学家巴尔塔

萨·比克尔评价，“同时，这项研究还强调了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

需要更紧密的合作。” （据《环球科学》）

为啥老外说中国话“不着调”？

基因差异可能影响声调感知能力

洪恒飞 柯溢能 本报记者 江 耘

在内蒙古宁城县道虎沟村的侏罗纪化石层在内蒙古宁城县道虎沟村的侏罗纪化石层
中发现的穗花杉化石中发现的穗花杉化石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1958 年，美国业余化石收

藏家弗朗西斯·塔利发现了奇

怪的史前生物化石，随后关于

这种生物的 1200 多个化石被

陆续发现。但几十年来，这个

长相怪异的生物到底属于哪

种动物门类，仍然让科学家们

伤透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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