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聂翠蓉）关于早期的猫头鹰如何进化，科学家

们仍知之甚少。德国法兰克福森肯伯格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杰拉尔德·梅尔博士和同事对 30 年前发现的一块距今约 6000 万年的

最古老猫头鹰化石进行研究后发现，古老猫头鹰的每个脚爪大小不

同，这些特征与现代猫头鹰完全不同。相关研究发表在《脊椎动物古

生物学期刊》上。

这只猫头鹰化石跟现代雪猫头鹰体型相当，除了头骨，其他主要骨

骼都完整保存了下来，是以前未知的大型猫头鹰物种。然而，它明显不

同的地方在于，现在的猫头鹰所有脚趾上的爪子都差不多一样大，但这

一古老物种的后脚趾和第二脚趾上的爪子明显更大。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脚趾比例可以反映猫头鹰猎食方式的演化。

现代主要在白天活动的猛禽老鹰和苍鹰，所有脚趾一样大，它们主要用

喙来捕杀猎物，爪子只是通过刺穿猎物在捕猎中起着辅助作用。而这

种已经灭绝的猫头鹰很有可能用脚捕杀猎物。因此，6000 万年前，猫

头鹰的生活方式与它的现代近亲显然不同。

猫头鹰为什么会在进化过程中改变捕猎技术目前还不清楚。但研

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大约 3400万年前始新世晚期和渐新世早期昼间

食鸟的扩散有关。为了与白天活动的猛禽争夺猎物，猫头鹰演化出专

门的进食技能，从而成就其引人关注的夜间习性。

此外，这项新发现还揭示了北美始新世早期猫头鹰的高度多样性，

既有 12厘米高的小物种，也有 60厘米高的大物种。

6000万年前脚爪异于现今

古老猫头鹰或有不同捕猎方式

新解

随着研究深入，人类对自己祖先来自非洲

大陆的说法，已达成了某些共识，考古学家和遗

传学家还画出了他们迁徙、散播的线路图。

此前主流观点还认为，人类进入美洲大陆的

历史并不长，不过区区 1.3万年至 1.6万年之久。

但人类具体何时首次抵达美洲，一直是个备受争

议的话题，起码目前还搞不清楚确切时间。

然而，在近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两篇关

于研究人类最早何时进入美洲的文章，引起了

全世界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把人类进入或占领

美洲的时间至少往前推进了 1 万多年，也就是

说，新的研究认为，大约 3 万年前，现代人类就

已在美洲大陆上栖息繁衍。

当然，这两篇参与人数超过 30 人的研究，

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研究中也还有大量的

谜团等待破解。

美洲人口的增长，标志着人类在地球上的

大规模扩张。其中，从墨西哥的考古记录来看，

其可追溯的年代最早，在美洲人类历史研究中

有着重要的位置。

2012 年以来，墨西哥萨卡特卡斯自治大学

的西普里安·阿德莱恩带领的团队，一直在墨

西哥阿斯蒂耶洛山脉海拔 2740 米处一个叫

“奇基韦特”的洞穴进行发掘工作。在这里，

他们先后发现了近 2000 种石质工具，其中有

239 种被埋在较深的砾石层中。对这些砾石

层的碳年代测定数据，将历史指针指向了 2.5

万至 3.2 万年。

由于发掘到的工具不算很多，因此阿德莱

恩认为，这个山洞可能是早期人类偶尔造访的

站点，在特别严寒的冬季被用作栖身之所。在

2.6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期，北美是一个条件严

酷的地方。“肯定有暴风雪、冰雹和大雪。”阿德

莱恩说，而奇基韦特洞穴隔热性很好，可以为周

围经历暴风雪的人们提供庇护。

与此同时，来自牛津大学的洛雷娜·贝塞

拉-瓦尔迪维亚和托马斯·海厄姆，也将目光锁

定在这个山洞。他们把将奇基韦特山洞的证

据，与来自北美及美国其他考古遗址的数据结

合起来进行了研究。

“在这里，我们使用贝叶斯年龄建模方法，

分析了 42个北美和白令考古遗址的年代数据，

并使用由此产生的年代框架，阐明了人类传播

的时空模式。”海厄姆表示，他们将这些模式与

现有的遗传和气候证据结合起来，所获得的数

据表明，人类可能在约 1.9万年至 2.65万年前最

后一次冰期在美洲大陆出现过，但更广泛的占

领，开始于突然变暖的时期，即 1.29万年至 1.47

万年前。

瓦尔迪维亚和海厄姆还确定了贝林根、克

洛维斯和西方起源的文化传统几乎同步，以及

这几种文化传统与 18 个现已灭绝的动物最后

出现的时间重叠。这一分析也表明，人类在北

美的广泛扩张，也是陆地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

一个关键因素。

阿德莱恩及其同事认为，现代人最早进入

美洲的日期可以追溯到 3.3 万年前，是目前流

行的大约 1.6 万年前的两倍多，奇基韦特洞穴

的新发现，为人类何时走进美洲的争论增添了

“火药味”。

砾石层碳测年数据

把人类造访美洲历史指向3万年前

然而，有关人类传播的时间和途径仍然存

在不少疑问。

2017 年 4 月，《自然》杂志曾报道一项有争

议的研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古代人

类塑造的一种“石锤”和一组破碎的乳齿象牙，

这些遗迹提示，智人可能不是进入美洲的最早

人类，人类到达美洲的历史可追溯到 13 万年

前，比之前认为的还早了 10万年。

乳齿象遗骸铀测年表明

早期人类13万年前就来到美洲

多年来，科学家们综合古代和现代人类

DNA研究以及考古发现，已基本在美洲印第安

人起源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看法，那就是人类

越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的时间大约在 2万年

前，到南美洲的时间约为 1.4万年至 1.5万年前。

剩余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假定在

白令海峡入境点的情况下，最早向南扩展的人

类一定通过墨西哥中部的这个地区？为何在美

国大陆上没有发现与奇基维特洞穴同等年龄的

考古遗址？

人们利用沿海进入模型推测认为，最早的

考古遗址是由于上一个冰期结束时海平面上升

而被淹没在近海区域。在大陆内部，可能需要

确定并仔细调查适当年龄的地质或古生物学证

据，寻找人类存在的痕迹，并重新检查以前的考

古遗址和所发掘的藏品，利用新技术或可寻找、

识别到人类行为的证据。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

弗朗索瓦·拉诺伊认为，奇基韦特洞穴的最新发

现，为古代人类占领墨西哥中部地区提供了很

好的证明。但他补充说，从洞穴中获得的一些

数据还难以给出合理解释，比如那些石头工具

可能是地质变化或生物活动的原因才被移入较

深的地层，“有可能是动物在挖洞过程中而不是

人类移动的石器，从而使它们看起来比实际历

史更久远”。

一些考古学家也认为，假设它们确实是石

器工具，应该可以在边缘上看到被清除过切屑

的痕迹，但从论文的图片中似乎看不到明确的

证据。

作为第一作者，阿德莱恩也承认有些工具

可能是被转移到较深的地层中，但那 239 件最

古老的石器埋藏在上一个冰河时代形成的不可

穿透的泥浆层之下，因此至少它们是古老的。

同时他坚持认为，那些绿色结晶石灰石制成的

石片，是人造的工具。

除了石制工具外，研究团队还试图发现

人类存在的其他证据。论文通讯作者、丹麦

哥本哈根大学的埃斯克·威勒斯列夫带领的

遗传学家们，曾在洞穴泥土中翻寻古老人类

的 DNA，但是他们似乎运气不佳，最后一无

所获失望而归。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考古学

家约翰·霍夫克尔表示：“人类祖先在 1.5 万年

前生活在美洲的证据越来越多，这使他们在 2

万或 3 万年前到达墨西哥就不足为奇了。”比

如奇基维特洞穴和蓝鱼洞穴等早期遗址就提

供了人类活动的明确证据，其中的文物可追溯

到 2.4 万年前。

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教授大卫·赖克

以古人类遗传学研究而闻名全球，他建立的世

界顶级“古基因组工厂”已经收集了 7000 多份

古人类全基因组数据，占到全世界总量的一半

以上，美洲也是其研究的重心。赖克表示，除了

考古证据，还需深挖古人类遗传证据，为人类最

早何时到达美洲提供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古DNA遗传数据

或重塑美洲第一批居民的历史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墨西哥洞穴里的新发现墨西哥洞穴里的新发现
将人类走进美洲时间提前将人类走进美洲时间提前11万年万年

说起这项发现，还得回到 1992 年，当时工

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修建一条高速公路的

过程中，挖到了一头乳齿象的遗骸，它大约 3米

高，体重 8吨，是类似大象的已灭绝动物。考古

学家在现场发现，乳齿象骨头上有严重破碎的

岩石，看起来好像是当作锤子和砧来打破骨头，

以制作骨质工具或取食骨髓。当时还没有一种

更可靠的方法来确定骨骼的确切年代，直到

2012年，科学家们才用上了铀测年技术。

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骨头已有 13 万年

的历史。此前大量研究表明，智人最初是近 2

万年前通过白令海峡抵达美洲的，乳齿象骨骼

的发现，把人类在美洲的历史几乎前推了近

10 万年。

大量研究还认为，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

今天的白令海峡是一块巨大的冰盖，将西伯

利亚和北美连接了起来，早期人类或许就在

那个时候，从东北亚迁徙到了美洲，从而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拥有一个 13 万年历史的

考古遗址。但由于缺乏古 DNA 材料的支撑，

无法证实当时的古人类对美洲原住民是否存

在遗传学上的贡献。

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

里斯·斯特林格更偏向于认为，丹尼索瓦人或尼

安德特人才是最早进入美洲的人类祖先，因为

至少 10 万年前，他们就已居住在西伯利亚南

部，而对于他们从西伯利亚远足到阿拉斯加，目

前还没有有力的反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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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 2000 多份大脑扫描的科学分析发

现，人类大脑某些区域容量存在高度可复现的性

别差异。这种大脑容量性别差异模式与在大脑

皮质尸检样本中观察到的性染色体基因表达模

式相对应，表明性染色体可能影响大脑解剖结构

在发育中出现性别差异。该研究由美国国立卫

生院（NIH）下属的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NIMH）的研究人员领导，成果发表在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上。

“更加清晰地理解人类大脑组织的性别差异

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认知、行为和精神

疾病风险中明确存在的性别差异。我们受到从

动物模型中发现的性别差异的启发，想要尝试缩

小动物数据和人类大脑性别差异模型之间的差

距。”参与研究的 NIMH 发育神经基因组学部门

负责人阿尔敏·拉孜那哈说。

长久以来，研究人员观察发现，小鼠皮质下

脑结构中存在一致的性别差异。一些研究认

为，这些解剖结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激

素的作用，并提出了“以性腺为核心”的理论来

解释大脑发育过程中的性别

差异。然而，更多近期的小

鼠研究揭示了皮质结构中一

致的性别差异，与此同时，基

因表达数据也显示，性染色

体可能在塑造解剖结构性别

差异过程中发挥作用。虽然

小鼠大脑和人类大脑有许多

相似之处，但小鼠模型中的

关键发现是否也适用于人类

尚未有定论。

为了探索人类大脑中性

别差异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拉

孜那哈和研究的主要作者刘

思远（音译）博士及其同事们首先分析了人类连

接组项目（HCP）收集到的神经成像数据。这些

数据来自 976名 22岁到 35岁健康成年人，结果揭

示了特定皮质结构容量存在一致的性别差异。

平均来说，女性的内侧和外侧前额叶皮质、眶额

叶皮质、颞上叶皮质和侧顶叶皮质拥有相对更大

的皮质容量；而男性则在腹侧颞叶区和枕叶区拥

有相对更大的皮质容量，包括颞极、梭状回和初

级视皮质。

随后，刘思远和同事使用两种互补的方法来

确定结果是否可重复。首先，研究人员将 HCP

数据集随机地一分为二进行 1000 次划分比较后

发现，皮质容量的性别差异模式具有高度稳定

性。然后，研究人员在来自英国生物银行的不相

关神经成像数据集中获得了与 HCP 发现的一致

结果。尽管数据集拥有显著的人口统计和方法

差异，但是研究人员发现，皮质容量性别差异的

整体模式高度一致。

于是，刘思远与合作者们交叉对比了自己的

解剖发现和公开获取的大脑基因表达图谱，这些

图谱来自 6 位遗体捐赠者的 1317 份脑组织尸检

样本。结果显示，皮质容量性别差异的空间模式

与皮质中性染色体基因表达的空间模式相似。

具体来说，对于性染色体基因表达水平相对高的

皮质区，男性的皮质容量比女性的更大。

这一皮质性染色体基因表达的对应关系还

与先前小鼠研究的发现结果一致，研究表明，大

脑解剖结构的性别差异可能至少部分是源自于

哺乳动物演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遗传机制。这

些发现表示，皮质容量的性别差异可能受到了位

于 X和 Y性染色体上的基因影响。

“男性和女性在许多遗传和环境因素方面各

有差异，而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潜在地影响大脑发

育。因为人体实验具有挑战性，我们常常依靠观

察数据来推断大脑性别差异的潜在遗传或者环

境驱动因素。”拉孜那哈说，“我们观察到，不同男

性和女性群体中解剖结构性别差异存在高水平

的可复现性，这些差异和性染色体基因表达之间

也有联系，以上事实都表明，性别差异可能并非

主要只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研究人员还将自己的解剖结构发现与 11000

多项功能性神经成像研究数据做了比较。结果

显示，HCP数据集中表现出皮质容量性别差异的

大脑区域，和功能性神经成像研究中与面部处理

相关的大脑区域，两者存在空间重叠。

有了这些发现作为“路线图”，未来研究能

够更加有效地调查人类大脑性别差异的前因和

后果。 （据《环球科学》）

男女脑容量确实有别，根源或是性染色体

现代猫头鹰（右）的四只爪子大小大致相同，但6000万年前的
猫头鹰后脚趾和第二脚趾上的爪子明显大于第三和第四脚趾上的
爪子。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聂翠蓉）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病理学和分子

医学教授马克·克劳瑟近日在《柳叶刀·肿瘤》发表论文称，他们首次在

有角恐龙化石中发现和诊断出恶性骨癌——骨肉瘤，这也是首次在该

种恐龙中诊断出恶性肿瘤。

该恐龙化石是 1989 年在加拿大艾伯塔省的恐龙省立公园被发现

的，它是一种生活在 7600万年—7700万年前的有角恐龙。被诊断出恶

性肿瘤的部位是恐龙的腓骨或小腿骨，因具有畸形的两端，最初曾被认

为是骨折愈合后留下的痕迹。

在有角恐龙身上发现晚期骨癌特征让克劳瑟异常兴奋，他表示，整

个过程使用了多种医学诊断技术的结合，并邀请了病理学、放射学、整

形外科和古病理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团队参与诊断。他们对恐龙骨骼

进行了仔细检查后，用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对其进行了扫描；

接着用显微镜对化石骨头的薄片进行了细胞水平上的观察；随后又利

用三维重建手段，演示了癌症在骨骼内扩散的过程，最终确认恐龙患有

骨肉瘤。

为了证实这一诊断，他们随后将化石与同种恐龙的正常腓骨以及

被确诊有骨肉瘤的人类男性腓骨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化石标本来

自成年恐龙，患有晚期癌症，癌细胞可能已转移到体内其他系统。

不过，科学家们尚不清楚这一有角恐龙是否因癌症而死。由于这

次有角龙的患癌骨头化石来自一块巨大的骨床，科学家推断它是与一

群同类被洪水淹没而死的。虽然有可能它会因身患癌症而变得体弱，

容易被更强大的暴龙捕食死亡，但有角恐龙是一种以食用植物为主的

群居恐龙，会受到群体中同类的保护，因此即使患病或受到攻击，它也

会得到照顾。所以这一患有恶性肿瘤的有角恐龙究竟因何而死，还未

可知。

癌症也会侵袭恐龙

有角恐龙化石中发现骨肉瘤

科学家首次在有角恐龙化石中发现和诊断了恶性骨癌。图为
患有恶性骨癌的化石骨（左）与有角恐龙正常化石骨对比。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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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人口的增长，标

志着人类在地球上的大规

模扩张。由于可追溯的年

代最早，位于墨西哥的奇

基韦特洞穴，在美洲人类

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

置，人类学家们纷纷将目

光锁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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