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8 日，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冉冉升

起”一座古桥，所谓“升起”，其实是因为湖面水位

下降。消息传开，游客和古桥建筑爱好者纷至沓

来，一睹这座明代古桥的真容。

这座从湖中“升起”的古桥，名为万年桥。其

实这不是它第一次浮出水面。对于居住在新余

市分宜县钤山镇岭下村的村民们来说，已经多次

目睹了古桥“出水”的壮观场面。每逢这个时刻，

今年 70余岁的彭德建老人便会搬来竹椅，在自家

院里眺望几百米外的古桥现身，“这是一份记忆

和念想！”他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湖水面积达 50平方公里的仙女湖，是新余市

著名的旅游“打卡地”，湖内有 100 余座岛屿和数

万公顷原始森林，是亚洲最大的亚热带树种基因

库，也是江西省最早开放的湖泊型景区。2016年

8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仙女湖“中国七仙

女传说之乡”称号，被推崇为“爱情圣地”和“演绎

爱情经典的摇篮”。其实，爱情离不开实实在在

的生活。承载着岁月沧桑的万年桥，在这片人间

仙境里，留下了怎样的历史记忆？又揭示了古代

劳动者怎样的智慧与机巧？

“水中之梁”为何经数百
年冲刷而不倒

万年桥全长 384 米，桥宽 7.68 米，据记载，整

个造桥工程历时 10个月，共耗银 2万余两。

陪同科技日报记者专程实地考察的许国平，

是江西省建筑结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据其介绍，万年桥分桥基、桥拱、

桥面三部分，其中桥基由 10座千枚岩石垒砌的桥

墩组成，桥拱共有 11孔，曲线轻盈圆润，桥面宽阔

平整，铺着大青石板，两翼护以望柱与栏板连环

相扣的石栏杆，上琢以珍禽怪兽和奇花异草，刀

法雄健细腻，栏杆两端衔有两对抱鼓石，恰好与

桥头的两对石狮背脊相对，可以说，其建造之精

巧，是集当时造桥美学之大成。

拱桥古时被称为“水中之梁”，根据万年桥每

个桥墩均嵌有风格粗犷的吸水兽，以及从桥墩迎

水面呈锥状坚挺的分水金刚雁翅墩来看，许国平

分析，这种构造不但奇伟挺拔，而且具有分滔析浪

的作用，减缓了湖水冲力，巧妙地发挥了桥基的自

我保护功能，这也是确保拱桥稳固的先决条件。

许国平说，中国有着1800多年的拱桥建造史，

其形式之多、造型之美傲立世界建桥史册，其中万

年桥的桥拱便是堪称完美的压力拱，除桥墩花岗岩

石用糯米汁拌石灰胶合外，每一个桥拱均用多块长

条石和短块石组合砌筑，长短块石的连接面凹凸镶

嵌以增强抗剪切力，满足施工时稳定桥拱的需要，

能够保证桥面传来的荷载通过拱形将压力传递给

桥墩，而不需额外采用抗拉材料。至于桥面采用青

石板，则是因其不但耐磨而且颜色易统一，是中国

人千百年来喜欢选用的一种道路面层材料。

“构造上的科学合理、选材及施工时的精心

严谨，这种‘优优组合’构成了万年桥在水中历经

数百年冲刷而不倒，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也是工

匠精神的生动案例！”许国平感慨地说。

“十万移民”使万年桥湮
没水中

1958 年，因兴建江口水库，分宜县城乔迁新

址，十万余居民随之搬迁。仿佛一夜之间，万年

桥与分宜古城一道，沉入烟波浩渺的湖水中。后

来，为了通航的便利，跨度达 14.4 米的中拱被炸

毁。从此，这座有着 402年通行历史的大型古桥，

留在了史书和老人们的记忆里。

在 万 年 桥 淹 没 61 年 后 的 2019 年 ，频 频 现

身的万年桥与新余市其他 200 余座古桥，被列

为该市首批古桥保护单位。与此同时，新余市

拨出专项资金，启动首批古桥保护工程，通过

修葺、禁航及编制保护规划、出版相关资料图

书等，使之成为乡愁的载体和地方文化底蕴的

象征。

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与历史的脚步相伴而

行。资料显示，拱桥是中国最常用的一种桥梁型

式。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代的公路桥中拱桥占

7%以上，由于石料资源丰富，拱桥多以石料为主，

而当今世界从石拱桥衍生出的钢筋混凝土拱桥

的形式更是繁花似锦，拱桥的单孔跨径也从古时

几米、十几米拓展到百米以上。

金秋十月，枯水时节，沿着仙女湖水岸边裸

露的河床，从浅滩放眼望去，半个身子露出水面

的万年桥犹如起伏的巨龙，在夕阳的余晖下泛映

着历史的倒影。这种残缺的美在述说时代的变

迁，更在昭示着一种文明的力量。

这座明代古桥为何400年间几度沉浮

分宜是明代权臣严嵩的老家。嘉靖三十五

年（1556 年），明军进剿倭贼取得重大胜利，敌寇

首领相继落网并被献俘于京师。趁着喜庆的气

氛，分宜百姓通过严世蕃致函其父严嵩，倾诉因

为城东清源古渡浮桥的经常损毁带来不便，请求

改建成石拱桥。严嵩慨然允诺，一方面派严世蕃

赶回分宜，在清源石渡东边选定桥址；另一方面，

由于严嵩极为欣赏江南精美的桥梁建筑，便亲赴

江浙考察桥型，聘请工匠，购置石料，以大船装至

樟树，再换装小船溯袁河运回分宜。

关于万年桥的来历，还有“偷来”之说。虽

然目前苏州与分宜都有一座万年桥，但江苏著名

考古学家牛示力表示，苏州万年桥只不过是一个

“赝品”。他在《可怜万年桥》文中写道，万年桥在

明朝嘉靖年之前就已建在苏州的胥江上，当时，

严嵩视察政务来到苏州，站在万年桥上久久抚

摩着栏杆和石狮，连连发出啧啧称赞。陪同严

嵩的苏州知府看在眼里，随后便招来一批技艺

高超的石工，对每一块石材进行编号后，按号拆

卸，全部运往严嵩的家乡，并按原样重建在分宜

县城口的袁水之上。因此，目前仙女湖万年桥

才是真正历史上的万年桥。

万年桥来历仍未有定论

本报记者 寇 勇

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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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当今世界上有 7000 多种语言，这种丰富性一直困扰着科学家。

不同的语言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例如不同词性的词在句子中的

位置有所不同，语调的改变意味着不同的意思等。而一个让语言学

家困惑的问题是，基因是否会使一些人倾向于使用某种特定的语调

或语言？

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表明，细微的 DNA 变化会影响一

个人感知音调的能力。这项研究为基因对语言演化的潜在影响提供了

第一个切实的证据。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文章的第一作者

帕特里克·黄说：“我们首次发现了一种遗传变异与一种语言特征相关

的直接证据，这一发现或能有效帮助具有语言障碍的患者。”

黄等人并不是首先研究遗传多样性推动语言进化的研究人员。

2007 年，一组研究人员比较了存在于全球 49 个人群中的 20 多种语言

特征和近千种遗传变异。他们发现，ASPM 和 MCPH1基因的突变与群

体更有可能使用音调高低来变换词义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这

种形式的语言通常在中国、东南亚和中非等地区使用，至少占据全球语

种的一半。但是，这一研究并没有检测基因对音调感知能力的实际影

响。黄说：“很多人对那项研究提出的假设表示怀疑，所以我们需要直

接的证据。”

在此次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对 400 多位以粤语为母语的人进

行了听力测试，以确定他们区分粤语中 6 种音调的熟练程度。此

外，研究人员还测量了志愿者的智商、记忆力、判断音高和节奏的

能力。研究人员对参与者的唾液进行了基因分析，检测了 3 个可能

与音调感知相关的基因中的 9 个突变，以及 7 个参与语言处理的基

因的 13 个突变。

结果表明，只有 ASPM 基因上的一个突变（TT碱基的突变）能预测

参与者对音调的感知能力。他们还发现约 70%的被测试人都存在这种

突变。

不过这一基因的整体影响很小：在测试音调熟练度中，它排在智商

和音乐能力之后。黄说：“但经过多年的语言应用，微小的基因差异可

能产生重大影响。这可能揭示了语言进化的潜在机制。”

黄希望后续能对中国其他地区，以及东南亚和非洲等其他音调

语言的使用者进行研究。他还计划探索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意义，

例如语言障碍往往会导致音调语言的使用者，出现音调感知的问

题，因此在早期的基因筛查中，临床医生或能通过检测 ASPM 基因

等，来识别可能患有语言障碍的儿童。ASPM 基因似乎与音调感知

相关，也就意味着，任何筛查语言障碍的基因测试，都应该考虑受

测群体所讲的语言。

这项新研究也揭示了一些能用于治疗语言障碍的可能性干预措

施。出乎意料的是，黄等人的分析显示，任何形式的音乐训练，包括

儿童钢琴课等简单的音乐训练，都能提高不携带 ASPM 基因突变（TT

突变）的参与者的音调感知能力。黄说：“小提琴课或声乐课也许可

以作为一种早期干预措施，帮助那些使用音调语言或具有患语言障

碍风险的人，包括患有自闭症的人。他们有时在音调感知上，也会遇

到困难。”

黄说：“基因检测并不仅仅意味着检测，它还意味着有计划的干

预。令人兴奋的是，这些干预措施能帮助具有患语言障碍风险的人

群。” （据《环球科学》）

语言进化

或与微小的基因差异有关

本报记者 赵汉斌

新华社讯 （记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白垩纪

研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在恐龙化石中发现了一种血液寄生虫的微小

化石。

此前，科学界仅在琥珀中的昆虫身上或者动物粪便化石中发现过

史前寄生虫化石，这是首次在宿主体内发现。

巴西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圣卡洛斯联邦大学和坎皮纳斯大学

的研究人员在一只泰坦巨龙（白垩纪的一种草食恐龙）的化石中发现了

这种寄生虫化石，它可能与恐龙生前所患骨髓炎有关。

参与研究的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的阿莉内·吉拉尔迪介绍说，

2017 年，他们注意到这只泰坦巨龙的化石上有一些海绵状肿块。随

后，坎皮纳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了显微镜和断层扫描技术来研究这

些骨头。

经过分析，他们发现这只泰坦巨龙生前患有骨髓炎，造成了骨头变

形。他们检查骨头后发现，骨头的血管通道中还有微小的生物化石，进

一步探究后确认是一种血液寄生虫的化石。

坎皮纳斯大学研究人员蒂托·奥雷利亚诺说：“当我们发现这些在

骨头中的微小化石是寄生虫时，有些不敢相信，因为此前还没有公开发

表过的类似发现。但我们不知道是寄生虫导致了骨髓炎，还是骨髓炎

导致寄生虫出现，我们将继续研究下去。”

吉拉尔迪说：“这是一项组织学、病理学和古生物学研究人员共同

参与的研究。研究结果对于理解骨髓炎疾病的发展以及人类骨髓炎的

治疗都具有重要意义。”

白垩纪恐龙化石中

发现血液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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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竟生活在青藏高原它们竟生活在青藏高原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以及他

们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方式，一直是国际学术

界关注的热点谜题。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获悉，

该所宿兵实验室与国内多个研究机构进行古

DNA 遗传学、考古学、古气候学和地理学等多

学科交叉合作，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青

藏高原曾存在大型热带哺乳动物。

此前青藏高原发现了棕榈等大量热带植物

的化石，这一新发现产生的震动不言而喻。研究

成果以《古基因组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

青藏高原存在热带牛科动物是狩猎活动盛行的原

因之一》为题，于10月19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并被选为当期导读文章。

山那树扎遗址，坐落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

甘肃省岷县县城以北 10 公里茶埠镇洮河西岸

的一级台地上。在这里，比较基因组学专家发

现了大量的野生动物遗存。

“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动物遗存以家养动

物为主不同，青藏高原东北部动物遗存以野生

动物为主，显示出狩猎活动在该地区动物资源

利用方式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至约 4000 年

前。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并不清楚。”说起

此番研究的背景，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

晓明介绍说，其中，大型牛科和犀科动物在这些

野生动物遗存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然而，由于这一地区发现的动物遗骸往往

非常碎片化，很难从形态学上鉴定准确的物种

归属及其种群历史动态和生态适应模式。

此前的研究显示，粟黍农业人群在距今

5200 年前就已经从黄土高原向西扩散到青藏

高原东北部，在新石器晚期大规模定居于海拔

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

科 学 家 依 据 通 用 的 碳 14 同 位 素 测 年 方

法 ，发 现 山 那 树 扎 遗 址 距 今 已 有 5270 年 至

5035 年的历史，文化类型属于 5300 年至 4000

年前马家窑早期文化。“这一遗址的野生动物

遗存约占全部动物遗存的 78%，粟黍作物遗存

占植物遗存的 80%以上，说明粟黍种植和狩猎

活 动 是 该 遗 址 先 民 获 得 食 物 资 源 的 主 要 方

式。”张晓明说。

这里出土的野生动物遗存中，除了有羚

羊、熊、虎、野猪和野兔等动物外，令人惊异的

是，还发现有水鹿、金丝猴和竹鼠等热带、亚

热带动物，以及无法鉴定种属的大型牛科和犀

科动物。

动物遗骸碎片化存在

难以鉴定其准确物种归属

张晓明与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董广辉教

授及陈发虎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

学院雷初朝教授合作，展开了对山那树扎遗址

的 10个大型牛科动物和 2个犀牛科动物骨骼标

本的古 DNA研究。

“通过古 DNA 研究，我们得到了核基因组

和线粒体基因组的测序数据。”雷初朝教授介绍

说，他们整合现生牛科动物和犀科动物群体大

气候从宜人到恶劣

使野生动物多样性显著下降

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结果表明，山那树扎遗址的 10个大型牛科

动物遗骸，都属于现今只栖息于南亚和东南亚

热带雨林地区的印度野牛；而遗存中的两个犀

牛遗骸，则属于现今野外大约只有 100多头、只

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濒危

动物苏门答腊犀牛，是亚洲现存唯一双角犀和

体型最小的犀牛。

而群体动态变化历史分析显示，这个古代

印度野牛群体规模在约 2 万年前开始下降，与

末次冰盛期的年代相符，在约 5000年前发生急

剧下降并延续了较长的时间，与青海湖记录的

5000 年至 3600 年前大幅度气候震荡的时间相

吻合。

“物种间的基因流分析显示，这种古代印度

野牛群体与牦牛以及西藏黄牛并不存在基因交

流，从而我们推测古印度牛和后两者可能存在

时空上的生态位隔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在同

一时期。”张晓明说，这也首次表明，约在 5000

多年前，现今只分布在热带地区的野生大型哺

乳动物，曾生活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并且是马家

窑文化先民重要的狩猎资源。

研究团队通过系统比较古气候和动物考

古数据还提出，约 5200 年前，较高的夏季温度

和温暖湿润的宜人气候，可能促使印度野牛和

苏门答腊犀牛等许多热带动物分布于较高纬

度的地区，丰富了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多样性，

为当时的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狩猎资源，使得新

石器时代晚期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成为东亚地

区最后的狩猎场之一。

此后约 5000 年到 4000 年前，寒冷、干燥天

气来袭，气候恶化，人类活动增强，在多重因素

影响下，青藏高原东北部野生动物多样性显著

下降，牧业活动取代狩猎活动成为该地区先民

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

“这项研究，是青藏高原地区首次大型动物

古 DNA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的成果，是多学科交

叉合作的范例，对我们认识中晚全新世野生动

物地理格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作

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董广辉说。

古DNA是指古代生物遗体或遗迹中残存的

DNA片段，包括古人类、动植物和微生物DNA。

古 DNA是分子考古学的核心，它利用现代分子

生物学的手段提取和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

物遗骸中的古DNA分子，以解决考古学问题。

古 DNA 研究通过比较古生物和现代生物

之间遗传的差异和联系，在古代和现代生物的

谱系关系研究、濒危物种的保护、人类的起源和

进化、模拟人类迁移路线、墓葬个体间亲缘关

系、墓葬群体关系（族属）研究、人类遗骸的性别

鉴定、古病理与饮食研究、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

过程、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独

特作用。

目前古 DNA研究主要使用考古学标本，一

般选取保存完整、没有裂痕的牙齿和肢骨，注意

防止污染。在实验室工作阶段，要经历样本评

估、处理、DNA 提取、PCR 扩增、PCR 产物的测

序、数据真实性检验和数据处理分析等步骤。

目前有关古 DNA 的研究实例主要涉及古

代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研究。如通过研究内蒙古

商都东大井墓地东汉时期、察右中旗七郎山墓

地魏晋时期拓跋鲜卑遗存的人骨样本，得出拓

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以及拓跋

鲜卑是现代锡伯族直接祖先的结论；对偃师二

里头遗址出土的古绵羊研究的成果显示二里头

古绵羊与中国特有的地方品种有着共同的母系

祖先，野生盘羊和原羊不是中国藏系和蒙古系

绵阳的母系祖先。

解密历史的古DNA

相关链接

我国科学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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