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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亿年前，地球发生了一次十分重要的演

化事件。原本相连的欧洲-北美-南美-非洲联

合古陆解体，中间出现大西洋开裂。滔滔海水之

中，冒出绵延上百公里的火山群，它们夜以继日

地喷发，浓烟和火山灰遮天蔽日，地质历史上三

叠纪末的生物大灭绝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过去，科学界对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造成

的海洋生物重创已形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广

袤陆地生态的变化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科学家们在欧洲、美洲仅找到少数保存较好的

连续陆相沉积地层，支离破碎的化石证据让三

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疑点重重，究竟是区域

性的陆地生物更替，还是全球性的陆地生态变

化，让人困惑不已。

从 2007 年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王永栋研究员带领中生代植物与环境科

研团队，在四川盆地三叠系-侏罗系地层开展

了多学科的深入研究，陆续取得了系列新进展。

近日，国际地学学术刊物《三古》刊发了一项

重要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李丽琴博士、王永栋研究员与国外同行合作，在

四川盆地东北缘的宣汉七里峡剖面发现了丰富的

孢子花粉化石。恰恰是这些用肉眼无法直接看到

的微体化石，从中获得的相关信息与全球多个剖

面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正在揭开三叠纪-

侏罗纪之交的古植被演替和古气候变化之谜。

三叠纪距今 2.5亿年至 2.01亿年，是中生代

的第一个纪，爬行动物是该时期的主宰者，裸子

植物也迅速兴起。

40 亿岁的地球，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板

块运动就没有停止过，分分合合之中，让大陆的

形态与地球的生态不断地重构。

2 亿多年前的三叠纪，东亚大陆与欧洲大

陆并未相连，它们中间隔着浩瀚的特提斯洋。

海西运动以后，许多地槽转化为山系，陆地面积

扩大，地台区产生了一些内陆盆地。位于我国

华南地区的四川盆地和西北地区的新疆准噶尔

盆地都位于特提斯洋的东缘，并且华北板块与

华南板块中间也有一片广袤的水域。

四川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就是那一时期的典

型代表，这些盆地的地理条件导致沉积相及生

物界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这两大盆地虽然纬度不同，但是都有着湿

润的气候、肥沃的水土，这里草木茂盛，高大的

裸子植物和低矮的蕨类植物在此繁衍出庞大的

家族，比如新芦木、双扇蕨、苏铁、苏铁杉等，还

有一些苔藓、石松植物也在森林中出现。”李丽

琴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些植物经历了上亿年

的地质运动后，被埋藏在地下数百米甚至上千

米处，最终形成了煤炭。

蕨类植物又称羊齿植物，属于孢子植物。

世界现存蕨类植物约 12000 种，广泛分布在世

界各地，尤以热带、亚热带地区种类繁多。我国

约有 2600种，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各省区。最

早的裸子植物可追溯到 3.4 亿年前至 3.95 亿年

之间的泥盆纪，它们主要依靠风传粉繁育后代，

少数有昆虫传粉。

常见的蕨类植物大多外形低矮，而银杏、

晚三叠纪四川盆地曾生机盎然

距今 2 亿年前的三叠纪-侏罗纪之交发生

了显生宙五大生物灭绝事件之一，全球海陆生

态系统受到重创。相比于海洋而言，对陆地生

态系统三叠纪-侏罗纪之交重大生物事件的探

究相对薄弱，特别是针对处于东特提斯洋的东

亚地区陆地生态系统响应的研究甚少。重要原

因就是海相地层相对陆相地层更为连续完整，

并且植物化石保存条件更为苛刻，科学家有时

候很难只通过大型植物化石还原当时的陆地生

态环境变化。

研究人员们在野外考察时，对须家河组—

珍珠冲组的地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把地层中

的岩石取样后带回实验室分析和观察。

“孢子和花粉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

是因为它们非常小，而且外壁足够坚硬，再加上

水流将它们冲刷汇聚到一起，很容易被水下的

沙土掩埋保存下来。”李丽琴解释说。

这些孢子和花粉大的不到 100 微米，小的

仅有 30 微米左右，必须借助 400 倍的显微镜才

能看清楚，放大 600 倍后才能清晰地成像拍

照。但就是这些微体化石却成为揭秘远古环境

的解码器。

“我们注意到，虽然四川盆地距今 2亿年左

右的环境总体来说是温暖湿润的，但是在不同

地层中，蕨类植物的孢子与祼子植物的花粉数

量和种类却出现大幅波动，这说明两者在不同

时期是分别占有优势地位的。”王永栋说道。

经过进一步的详细地质调查和化石标本分

析，他们总结出一个规律：在晚三叠世，真蕨植

物占绝对优势并以双扇蕨科为代表，松柏类植

物和苏铁类、银杏类植物繁盛，还有少量的种子

蕨类、石松类、苔藓类和楔叶类植物等。在晚三

叠世末，松柏类和苏铁、银杏类植物占优势，松

柏类的掌鳞杉科开始出现，蕨类植物较少。到

了三叠纪-侏罗纪过渡期，植物多样性较低，仅

以少数蕨类植物占优势。进入早侏罗纪后，苏

铁、银杏类植物复苏，松柏类掌鳞杉科丰富，蕨

类植物以桫椤科/蚌壳蕨科为代表。

微米级孢粉化石揭示古环境变化

“过去许多人认为，三叠纪末期地球开始出

现温室环境，导致大量动植物灭亡。而我们的

调查研究更加精准地分析了大灭绝前 600万年

的气候变化，发现当地经历了温暖湿润（短期变

凉）-干凉-温度回升的曲线波动。”王永栋告诉

记者。

王永栋介绍道：“三叠纪末期，特提斯洋

西岸的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出现了大区域的

火山集中喷发活动，这些地区笼罩在遮天蔽

日的火山灰下，大量的二氧化硫进入大海，造

成海水酸化和缺氧，90%以上的海洋生物因

此而灭绝，阳光被烟尘和火山灰遮挡导致气

温迅速下降，而后由于火山排放出的二氧化

碳不断在大气层中累积，又让气温在短时间

内快速回升。”

我国的四川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虽处在特提

斯洋东岸，但是火山灰也逐渐飘散到这里，导致

这些地区的气候出现骤变，进而影响到了陆地

生态系统。

该研究发现的三叠纪-侏罗纪过渡期显著

蕨类三缝孢子峰值、晚三叠纪末短期变冷以及

早侏罗世变暖的古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多个

代表剖面尤其是特提斯洋西缘地区的研究结果

相吻合，揭示了三叠纪-侏罗纪之交全球性陆

地古植被和古气候演替变化。

这次研究是我国华南地区三叠纪-侏罗纪

之交孢粉植物群研究最为翔实的高分辨率记

录，并为三叠纪—侏罗纪之交重大地质事件的

陆地生态系统响应提供了来自古特提斯洋东缘

东亚低纬度地区的重要证据。

三叠纪末全球气候出现剧变

本报记者 张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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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云南丽江西北距金沙江约 3 公里的

玉龙县大具乡为都村，人们在重修为都中学球场

时，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场地平整过程中，人们陆陆续续挖到一些石

棺。经玉龙县文物管理所派员实地调查、勘探，云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派员实地查看，发现地表下

还有墓葬出露，深浅不一，出土有单耳陶罐、海贝、

小件铜器等，初步判断墓地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

最为奇特的是，这个墓群的墓坑有多层葬特

点。以 12 号坑为例，它上下分 4 层，墓坑里的头

骨数量多达 19个。而且历经两千多年岁月后，这

些遗骸保存完整。这样的墓葬形制透露出哪些

秘密？从遗骸和陪葬品的细节又能解读出哪些

信息？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主持此次考古发掘

的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闵锐研究员。

墓葬群每层一具比较完
整的遗骨

闵锐介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7 月上

旬启动了为都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最大限度提

取墓地范围内的各种历史文化信息。截至 8 月

15 日，已完成清理和正在清理的墓葬共 62 座，有

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竖穴土坑和石棺墓四种

墓葬类型。

“一个墓坑里分层埋葬是这个墓地的特点，

这个墓葬群每一层有一具比较完整的遗骨，其周

边还摆放着一些二次葬的人骨；另外一层也是一

具或两具完整的遗骸，然后周边还有放着的几个

或多个人的头骨或者是遗骨，这种葬俗在云南属

首次发现。”闵锐告诉记者，每一层墓主人与周围

遗骸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初步推测，它不

是多层同时安葬，而是每一层主要埋葬一个人；

埋葬后若干年，再埋一个人后回填。不同的层之

间，时间间隔不会太久远。这有可能与当时、当

地的丧葬习俗有关系。”

遗骸保存完好或与土壤
酸性有关

闵锐介绍，石棺葬的形式，在我国金沙江、澜

沧江流域比较普遍，包括金沙江对面四川省境内

的岷江、安宁河、青衣江流域，以及我国华北和东

北都有发现。

目前发现，石棺葬最早应该出现在新石器时

代，在云南最晚到东汉。在云南大理洱海周边都

有石棺葬发现，同时期也发现有竖型土坑墓，也

有木棺。“即使在为都墓群中，也不是所有墓穴都

用石棺。”闵锐解释说。

在这个墓群，遗骸或头骨保留完整，得益于

当地沙质土层和土壤较低的酸性。历经数千年

而不腐的骸骨，留下了先民众多的古 DNA 信息，

可以留待专业人员后期解读。

“如果土壤酸性大，只要几十年，身体骨骼

可能就已腐蚀殆尽，只剩陶罐这些东西，可能当

地土壤酸性比较小，遗骸才会保存得这样好。”

闵锐说，目前对这些遗骸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他们将邀请人体骨骼研究和古 DNA 专家参与

后期工作。

科学断代将为石棺葬研
究提供新材料

为都古墓群面积约为 2500 平方米，也是近

年在金沙江河谷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墓葬，填补

了这一区域大型墓葬群考古发掘的空白。“通过

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和综合研究判断，我们初步

认定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墓群。”闵锐研究员

说，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考古学家就在香格里拉

的克乡墓地做过人骨标本年代测定，在玉龙县

大具乡及上游区域，还出土过相对成熟的青铜

器以及诸多遗存。

这次考古，所发掘的随葬品不算多，有单、双

耳陶罐、陶纺轮、海贝、石饰珠，以及铜项饰、小铜

镯等饰件。“但从这些饰品的加工、制作来看，当

时已达到了相当的工艺水平。”闵锐说，比如石质

小饰珠的加工就比较精致，不但小巧，还比较薄，

钻孔也匀净，说明当时的技术还是不错的。此

外，还发掘出一些贝类，根据摆放在遗骸颈部位

置以及从贝器上的钻孔来看，可能是主人挂在胸

前的串饰，而不是作为钱币来使用。

此次还发现了长方形和方形房址各一座，初

步判断为杆栏式房址。遗迹中还有灰坑，其中 4

号灰坑为袋形坑，口部最大径约 2.3米，底部最大

径约 4 米，坑里出土数量较多的陶片、石器、大的

红烧土块、动物骨和一个人头骨。

目前，发掘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随着发掘区

域不断扩大，后期或将有更多的遗迹和文物发现，

为都墓地的文化面貌也将逐渐清晰。

丽江惊现春秋战国时期古墓群

多层石棺葬内遗骸为何千年不腐
本报记者 赵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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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苏铁等祼子植物则是多年木本植物，大

多是高大的乔木，两者对环境的要求各不相

同。裸子植物中的松柏类主要分布于温带和

寒带，苏铁类属于热带、亚热带植物，而银杏

植物多喜亚热带温凉环境。多数蕨类植物喜

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少数则耐干旱。总的来

说，蕨类植物的生命力更为顽强，对于极端环

境的耐受力更强。

“我 们 研 究 发 现 ，四 川 宣 汉、广 元、合 川

等地当时河流、浅滩和泥炭沼泽环境密布，

周期性的水涨潮退，让许多植物的孢子、花

粉飘落在水中，并汇集在一起，这为我们研

究 当 时 的 陆 地 植 物 生 态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条

件。”李丽琴说。

四川宣汉地区三
叠纪-侏罗纪之交的
代表性孢粉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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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家鸡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约为 230 亿只。发

表于《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曾经还有另一个物种也是

世界上“最受欢迎家禽”的有力竞争者。曾经，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古

代的鸟类遗骸来自最早的家鸡，但最新研究却表明，它们可能是野鸡

的遗骸。研究还表明，野鸡曾经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这也为野鸡的早

期驯化过程提供了线索。

劳卡斯·巴顿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咨询机构杜德克的考古

学家，同时也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他表示：“我们很难找到鹿

与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一起的证据。但是，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似乎看

到‘野生动物’生活在人类的生活圈中。”

在中国北方距今 8000 年的历史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鸟

骨、猪骨、狗骨以及农具。此前，大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这些证据可

以看作家鸡驯化的最早证据。但令许多人费解的是，家鸡的野生祖

先一般被认为是红丛林野鸡，原本生活在 1600 千米外的东南亚，它是

如何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呢？2015 年，研究人员提出这些遗骸可能属

于中国北方的野鸡。

为得到明确的答案，巴顿和同事将目光投向了距今 7500 年的大

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属于新石器时代），分析了其中 8 副鸟类的骨

头。此前，它们一直被认为是家鸡的骨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

研究人员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对线粒体基因组

进行测序，从遗传学上确认这些骨头来源于野鸡。

还有证据显示，这些野鸡主要以人类种植的谷物为食，表明它们

常年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这相当于人类驯化野鸡的第一步。巴顿

说，这个过程很可能与早期家鸡的驯化过程类似：野生鸟类开始与人

类密切互动，彼此间最终形成持久、相互依赖的关系。然而，真正的

驯化意味着人工选择带来的物理或基因方面的变化。不过，当时的

野鸡在基因上与现在的野鸡匹配度很高。从技术上来讲，中国发现

的这些鸟类仍然是“野生的”。

山东大学的遗传学家董瑜（音译，并未参与这项研究）认为，这些

发现“非常重要”，为我们了解驯化史提供了重要见解。对于这项研

究，她还有更多的好奇。比如，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是否会主动欢迎野

鸡。董瑜说：“如今，在很多田地的周围都会搭防护网，防止鸟类偷吃

粮食。”

巴顿说，人类可能认为野鸡是很好的肉源。但是，无法持续产蛋

却成为了野鸡的劣势，这也成为产蛋表现更为稳定的“家鸡”最终被

驯化的原因。 （据《环球科学》）

线粒体基因测序表明

7500年前野鸡没有被驯化

新华社讯 （记者吴书光）中国古生物专家近期在山东诸城发现

一个较完整的甲龙肠骨化石，从而建立了甲龙类恐龙的新属种，已

被正式命名为“诸城中国甲龙”，这一发现增加了诸城恐龙动物群

中恐龙的多样性。

诸城市恐龙文化研究中心王克柏、张艳霞、陈树清、王培业及山

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陈军等近日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地质通报》

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他们基于在山东诸城臧家庄化石点上白垩

统王氏群中采集的一个较完整的甲龙类的右侧肠骨化石，判断其代

表了一甲龙类新种，古生物专家将其命名为“诸城中国甲龙”。

诸城是我国最重要的晚白垩世恐龙化石产地，此前发现了鸭嘴

龙类、角龙科、纤角龙科、蜥脚类、暴龙科、窃蛋龙类的化石材料，化

石埋藏面积达 1600 平方公里。1964 年 8 月，原中国地质部研究人员

在诸莱盆地考察时首次发现了恐龙化石，诸城恐龙化石群的面纱被

逐渐揭开。

诸城地区发现的恐龙物种与北美发现的一些恐龙种类非常相

似：山东诸城地区的鸭嘴龙科恐龙山东龙和北美洲的埃德蒙顿龙之

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亲缘关系；诸城臧家庄化石点发现的巨型诸城

暴龙为暴龙科一大型肉食性恐龙，属北美洲霸王龙的近亲物种。

资料显示，甲龙类恐龙是四足行走的植食性恐龙，属于鸟臀类

恐龙中的有甲类。甲龙最早出现在早-中侏罗世，以晚白垩世最为

繁盛。

据副研究馆员张艳霞介绍，诸城中国甲龙属恐龙族群中最后灭

绝的一支，它的发现增加了诸城恐龙动物群中恐龙的多样性，与北

美地区晚白垩世大型恐龙组合可对比，对研究晚白垩世恐龙动物群

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进一步复原恐龙生活的场景提

供了更多依据。

“中国龙城”山东诸城

发现甲龙类恐龙新属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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