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谁？”“从哪里来？”当哲学家在进行形

而上的苦思冥想时，科学家们则忙着在现实世

界中寻找证据。

丹尼索瓦人与曾广泛分布在欧洲的尼安德

特人是姐妹群，对现代大洋洲、东亚、南亚和美

洲原住人群有遗传贡献，是国际广泛关注的研

究热点。

10 月 30 日，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兰州大学资源

环境学院教授张东菊介绍了甘肃夏河白石崖溶

洞遗址项目对丹尼索瓦人研究的最新进展。

“借助多种科技手段，项目团队为该遗址建

立了距今约19万至3万年的可靠年代框架，利用

新兴的沉积物DNA分析技术成功获取大量丹尼

索瓦人线粒体DNA，揭示丹尼索瓦人在晚更新世

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东侧，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

上。”张东菊介绍。兰州大学、中科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机构

主导的这项研究于北京时间10月30日在线发表

于《科学》上，张东菊为该论文第一通讯作者。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世界屋

脊”。人类何时登上这一高寒地区并在此生活

一直是个谜。

此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高星课题组曾八上青藏高原，在藏

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尼阿底（Nwya Devu）。

高星等人对尼阿底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

明，人类大约在 4万到 3万年前尝试征服青藏高

原这一高海拔极端环境。

“我们对白石崖溶洞遗址的研究，则将人类

占据青藏高原的最早时间从距今 4万年推早至

距今 19万年，并证明迄今发现最早占据青藏高

原的是丹尼索瓦人，这是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

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张东菊指出。

白石崖溶洞遗址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夏河县甘加乡。该遗址早年出土一枚古人类

下颌骨化石，经体质人类学、古蛋白和铀系测年

技术分析，研究人员确认其为距今至少 16万年

前的丹尼索瓦人化石。

为全面了解夏河人下颌骨所代表人群在青

藏高原的生活情况，在前期相关考古调查和研

究工作基础上，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由

陈发虎院士带领的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对白

石崖溶洞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并邀请中外

多个研究团队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遗址内，根据沉积物特征的不同，我们划

分了 10个地层，从这些地层里共收集到 1310件

石制品和 579件动物骨骼标本。对采集到的样

品进行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后，我们发现古人

类在该遗址生活的时间为距今约 19 万至 3 万

年。”张东菊说。

从距今4万年推前至距今19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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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沉积物 DNA 分析技术成功获取大量

丹尼索瓦人线粒体 DNA，是白石崖溶洞遗址

考古研究工作的一大亮点。“这是国内首次成

功从沉积物中提取到古人类的 DNA，也是西

伯利亚丹尼索瓦洞以外获得的首个丹尼索瓦

人 DNA 序列。”该论文的最后通讯作者、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

巧妹介绍。

沉积物 DNA 分析是一种新兴的古 DNA

分析技术，考古遗址现场的沉积物可追踪相关

系我国首次从土中提取古人类DNA

近 30年来，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成为学界炙

手可热的关注焦点，围绕“出自非洲”和“多地区

进化”假说形成两派针锋相对的学术阵营，进行

着激烈的学术论辩。

“出自非洲”假说认为，现代人在约 20 万

至 10 万年前起源于非洲；非洲是现代人唯一

的起源地，其他地区的现代人都是从非洲起源

后迁徙扩散的结果，而且这种扩散是一个完全

替代的过程。

“多地区进化”假说则认为，早期智人甚至

是晚期直立人以来，人类就是一个生物种群，没

有发生新的分化。东亚地区从直立人以来演化

是连续的，不存在演化链条的中断，其间没有发

生大规模移民替代事件。

较长时间里，“出自非洲”假说在学术界占

据了相对主流的位置。而近年来，遗传学领域

对人类古 DNA的提取和破译，带来一些以往不

知道的认识，即现代人并非完全取代了包括尼

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内的古老型人类，而

是和他们有融合。

“‘出自非洲’假说认为，末次冰期最寒冷的

时候，世界各地的古老人类基本都灭绝了，只有

非洲少部分地区有古老人类存活下来，然后扩

散到世界各地。白石崖溶洞遗址研究表明，末

次冰期前后，青藏地区有丹尼索瓦人存在，因此

认为末次冰期除非洲以外其他地区古老人类都

灭绝的说法值得重新考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王幼平指出。

在王幼平看来，白石崖溶洞丹尼索瓦人的

发现，填补了东亚地区直立人和现代人之间古

老人群具体种属鉴定的空白，为同期古老型人

类化石的种属鉴定提供了关键对比材料，对厘

清东亚古人类演化历史和现代人起源问题有重

要意义，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的重大突破。

对厘清现代人起源问题意义重大

遗址 DNA 保存状况及可能存在的远古人类，

弥补了人类化石一般可遇而不可求的缺憾，为

研究旧石器考古遗址人群演化打开了一扇新

窗口。

遗址发掘前，张东菊与付巧妹一起制定了

古 DNA 分析沉积物样品的采样计划，确保样

品采集和运送过程中不会受到现代人类的污

染。采集样品只是第一步，从中提取到古人类

DNA 并非易事。沉积物中混杂着各种来源的

古 DNA，大部分是土壤里微生物的，也有动植

物 的 ，偶 尔 会 有 人 的 。 即 使 找 到 古 人 类 的

DNA，还要区分出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古人类。

为了将目标 DNA 从海量环境微生物 DNA

中识别、分离出来，付巧妹团队借助高效的古

DNA 捕获技术，从 35 个沉积物样品中，尝试一

次性钓取了 242 种哺乳动物和人类的线粒体

DNA，并使远古人类的 DNA得以富集。

想要进一步锁定捕获的 DNA 到底属于哪

一种类型的古人类，需要找到不同支系人类的

“标记物”。付巧妹团队对 54 个不同现代人、

23 个尼安德特人、4 个丹尼索瓦人和一个 40 万

年前古人类 Sima 个体的线粒体基因组进行分

析，甄别出分属于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及丹尼

索瓦人等各自支系特有的突变。

“在此基础上，我们明确了白石崖溶洞的

四个地层里有已灭绝的丹尼索瓦人的线粒体

DNA。”付巧妹介绍，通过分析，除了极少数样

品，大部分地层取样都没有受到当今现代人

DNA 的污染，这显示研究团队在发掘之前制

定的严格且完备的取样计划避免了污染。

白石崖溶洞遗址发现的古人类 DNA 如同

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远古世界的大门。分析

显示，该遗址发现的丹尼索瓦人 DNA 主要出

现于距今 10 万年和距今 6 万年前后，其中距今

6 万年左右的丹尼索瓦人 DNA 与南西伯利亚

丹尼索瓦洞的晚期丹尼索瓦人有最紧密的遗

传联系，距今 10 万年左右的丹尼索瓦人 DNA

则较早地与晚期丹尼索瓦人分离开来，揭示丹

尼索瓦人在晚更新世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东

侧，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

在濒临死亡时，一些人会产生神秘的大脑濒死体验，如疼痛感

消失、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感觉自己脱离肉体、飘浮在空中等。

虽然难以直接研究这类特殊的体验，但科学家能通过产生相似

体验的实验，揭示在极端条件下，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濒死体验会给经历者留下深刻记忆

当身体在遭受钝器外伤、心脏病、窒息和休克等危及生命的伤

害时，会触发濒死体验（NDEs）。在医院中，1/10 的心脏骤停患者有

过类似的体验。成千上万的幸存者在经历过这一转瞬即逝的痛苦

时刻后，都描述道：他们脱离了受损的身体，进入了超越日常存在

的环境，不再受到通常时空界限的束缚。这些神秘而又极具冲击力

的经历，会导致他们的生活发生永久性改变。

濒死体验并非幻想。他们的经历还包括遇到活着或者已死去

的亲人、伴侣或朋友，以及天使之类的精神形体；产生类似于普鲁

斯特式的记忆回溯，甚至是回顾一生中好或坏的记忆；又或者对时

空的感知出现扭曲。其中一部分感知现象，能通过生理学解释。例

如逐渐变窄的隧道景象，是由于视网膜外周的血流量减少，导致视

野周边的区域最先丧失视觉。

濒死体验可能是正面的，这种震撼的体验会将精神上的平静与

身体遭受的巨大创伤分离，使人产生与宇宙合二为一的感觉。但

是，并非所有的濒死体验都是喜悦的，有一些经历十分可怕，伴随

着强烈的恐惧、痛苦、孤独和绝望。

任何与死亡的密切接触都会使我们想起生命的不确定性与脆

弱，并且可以突破我们的一些心理防线——这些防线原本会让我们

远离生命消失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件的影响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并且最终回归正常（尽管它们可能会留下创

伤后应激障碍）。但濒死体验在其后的数十年内，都有可能以不同

寻常的强度和清晰度被人回忆起来。

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

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将在濒死体验期间，认知功能增强与

大脑功能受损同时发生的矛盾现象，解释为想象力的飞跃。研究人

员对 122 位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做了问卷调查，要求他们比较记忆

中的濒死体验与大约同一时间发生的真实事件和想象事件。结果

表明，与真实或想象的情况相比，濒死体验的记忆更加生动且细节

更丰富。简而言之，在他们的记忆中，濒死体验“比现实更真实”。

濒死体验的神经活动难以精确了解

我们很难精确地了解濒死体验的神经系统活动，因为大脑可能

会因为多种纷繁复杂的方式受到损伤。此外，当患者躺在核磁扫描

仪内或头皮被电极覆盖时，也不会恰好产生濒死体验。

不过，通过研究心脏骤停，即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或可以对濒死

体验时发生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此时，患者没有死亡，可以通过心

肺复苏来恢复心脏跳动。现在，死亡的鉴定标准还包括大脑功能出

现了不可逆转的丧失。当大脑缺乏血流（缺血）和氧气（缺氧）时，

病人不到一分钟就会晕倒，而他的脑电图（EEG）会变成等电位，即

脑电图是平的。

这意味着在大脑皮层（大脑的最外层）中，大规模、遍布各处的

脑电活动已经停止。就像一个逐渐断电的小镇，一个街区接一个街

区断电，大脑的局部区域一个接一个地停止工作，然而思维仍然会

在尚未停止活动的神经元支持下，继续运作：根据个人的经历、记

忆和文化背景，继续在大脑中讲故事。

在这种“断电”情况下，大脑的经历也构成了濒死体验中奇怪而

特殊的主要内容。但对经历过的人来说，濒死体验和大脑在正常清

醒时产生的任何感知一样真实。当整个大脑因为完全“断电”而停

止工作时，思维和意识就会消失。而如果当供血和供氧恢复正常

时，大脑就会重新启动，并重新恢复日常的功能。

科学家用录像记录，并分析和仔细研究了一些受到高强度训练

（如宇航员）的人丧失意识和随后恢复意识的过程。他们所描述的

现象包括，出现隧道视觉和亮光；感觉从部分或完全麻痹的睡眠中

醒来；感觉在平静地漂浮或灵魂出窍；感到愉悦甚至狂喜；出现短

暂但强烈的梦境，往往包括与家人的对话，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濒死体验特殊的本质，也决定了科学家无法在严格对照的实验

条件下研究这一经历，但这种情况也许会改变。例如，我们或许可

以通过小鼠实验研究这一现象中的某些方面。

濒死体验的生理学机制还需更多研究

许多神经学家注意到濒死体验与一类被称为复杂部分性发作

癫痫产生的影响具有相似性。这类癫痫会导致部分的意识丧失，通

常会局限在某一脑半球的特定区域。它们的发作是有预兆的，这些

预兆与病人自身的特殊经历有关。癫痫发作可能伴有对物体大小

感知的改变，出现不同寻常的味觉、嗅觉或本体感觉，以及产生记

忆幻觉、人格解体或狂喜的感觉。

无论是由自发性疾病引起，还是由外科医生的电极触发，异常

的神经活动模式与主观体验之间这种直截了当的联系，支持它起源

于生物学机制而非灵魂之类的超自然因素。濒死体验的起源可能

也是如此。

为什么在失血和缺氧时，大脑要把挣扎着维持运作的体验当成

积极、幸福而不是恐慌，这仍然是个谜。然而有趣的是，人类也会

在其他一些场合中获得到极限体验。例如，在深度潜水、高海拔攀

岩、飞行、窒息或昏厥游戏等情景中，氧气的减少会带来让人欢畅

的愉悦感、头晕目眩和高度兴奋。

要真正了解濒死体验的生理学机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除此之外，在喜悦和平静的濒死体验的另一面，还存在一些令人恐

惧、畏惧的濒死体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将让我们对濒死体验

产生更完整的认知。或许，以不同形式死亡的人在临终前都会有濒

死体验。 （据《环球科学》）

濒临死亡的体验

会让大脑记住什么

谜之大脑

金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吉祥、富有的寓

意，在世界范围内也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但金

鱼从哪里来？金鱼驯化历史如何？金鱼那么多

性状受哪些基因控制？这些问题人们一直在追

寻答案。

11 月 2 日，国际学术权威期刊《美国科学院

院报》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揭开了金鱼演

化的神秘面纱。该成果由福建相关高校学者历

时 3 年协作完成，首次从基因组学上验证并丰富

了我国学者金鱼研究先驱陈桢教授关于金鱼演

化的理论，深入探讨了金鱼的起源、演化、驯化和

人工选择。

记者了解到，该研究中发布的高质量金鱼基

因组和多样性数据，为金鱼作为大量候选功能基

因的模型，以及广泛的家养物种进化案例研究提

供了新的知识和资源。

经验之谈获得基因组“鉴定”
金鱼从鲫鱼演化而来

金鱼形态优美，色彩绚丽，品种繁多，有草

金、文、蛋、龙金、龙背等 5 大类，有着丰富的变异

性状，是世界著名三大观赏鱼类之一。达尔文曾

形容金鱼有着无限多样的颜色和非凡的表型结

构变化。

世界范围内，金鱼于 1502 年传到日本，17 世

纪至 18 世纪到欧洲，再到美国，之后传遍全世

界。经过中国、日本、欧洲

等几代人的选择性繁殖，

产生了 250 多种具有独特

颜色、鳍形、眼睛、体型的

品种。

金鱼是从哪里来的？

金鱼是人类改变自然物种

的典型物种，相传一千多

年前，由一种鲫鱼在中国

变异成红色而来。

“金鱼从鲫鱼演化而

来，多年来一直是人们的

‘经验之谈’，此次科研人

员以基因组学技术解析了高质量基因组图谱，通

过‘亲子鉴定’，为金鱼起源于鲫鱼之说，提供了

科学依据。”福建农林大学海峡研究院张积森教

授说。

金鱼属于鲤亚科，有 100 条染色体，包含有 2

套亚基因组，是一个“准”多倍体物种，而多倍化

事件在脊椎动物中极为罕见，说明鲤亚科鱼类具

有其独特的演化策略。

科研人员发现，以金鱼祖先鲫鱼为代表的鲤

亚科鱼类在演化历史上可能经历了四轮全基因

组加倍事件。通过与 6个代表性二倍体鲃亚科物

种基因组对比研究，科研人员推测，金鱼祖先在

1000 万年至 1200 万年前发生过古老的杂交事

件。其祖先之一很可能是染色体数目为 50 的鲃

鱼，而另一个二倍体祖先可能已经灭绝或起源于

未知的鲤科鱼类谱系。该研究为异源多倍体脊

椎动物的基因组演化和功能提供了新的见解。

透明鳞相关基因被“定位”
90多年前猜测得到证实

形态各异、色彩鲜艳的金鱼，是如何从自然

界中鲫鱼银灰色的形态，逐渐蜕变成美丽的性状

呢？这些性状都是由哪些基因来“掌控”？

科研人员通过中国金鱼各产区各品种规模

化测序研究发现，金鱼与鲫鱼的亲缘关系高于同

一科目的鲤鱼，金鱼经历了野生鲫鱼到“草金”，

接着培育出“文种”，再产生“蛋种”的驯化过程。

明朝之后，金鱼的驯化过渡到了家家可养的

盆养时代，也是这个时期，金鱼的外形发生重大

改变，诞生出许多新品种。“人为不断‘干预’，会

快速改变金鱼的遗传背景，赋予它们更鲜艳的体

色、加倍长的尾鳍、头部的肉瘤、肿起的水泡眼。”

张积森解释说。

记者了解到，金鱼所呈现的种种颜色，主要

是由真皮层中的色素细胞根据不同的数量和排

列呈现的。在金鱼成长中，有的金鱼鳞片会从各

种颜色的普通鳞变成透明鳞片，这正是源于鳞片

中的色素细胞逐渐“消失”形成。

1928 年，陈桢教授曾描述过，导致金鱼透明

鳞性状与某个色素相关的基因有联系，但多年

来，该基因所在的位置，还是“悬而未决”的问

题。此次，科研人员首次在金鱼基因组中，定位

到一个与色素相关的基因。“该基因与色素细胞

发育相关，在人类黑色素瘤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

用，在斑马鱼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张积森说。

背鳍作为金鱼另一重要的表型特征，在不同

变种中形态不一，是区分“文种”金鱼和“蛋种”金

鱼的显著特征，背鳍的缩小是“文种”金鱼进化的

关键特征。

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发现，背鳍特征受多个基

因位点控制，并具有母体遗传效应，研究进一步

发现了 378个与背鳍表型具有相关性的基因。另

外，科研人员还通过选择性清除研究，发现了与

金鱼的行为、眼部萎缩、脑部萎缩、细胞迁移等生

理生化性状有关的 13个基因。

金鱼是鲫鱼变的？“亲子鉴定”或给出答案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曹佳奕 陈 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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