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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人类已将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太空，但

对自己居住的地球仍有众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随着航空业和无人机的发展，观察地表

有了新的视角：人们看到非洲南部纳米比亚

沙漠，以及澳大利亚西部皮尔巴拉、美国爱达

荷州等地，在大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均匀排

列着上千个大小不等的圆圈，直径大多在 2

至 15 米。这些圆圈中荒草稀疏，有的甚至寸

草不生。

这些神奇的圆圈被称为“仙女圈”，它像一

道难解的题，几十年来困扰着几代生态学家。

它也是自然界最大的谜团之一。最近，一个德

国科研团队的研究表明，仙女圈竟然与计算机

之父艾伦·图灵所创立的理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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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汉斌 2014 年，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迈克

尔·克拉默和同事尼科尔·巴格测量了纳米比亚

仙女圈的大小和排列密度，也发现这些数据都

与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含量有关。

与克雷默团队观点相似，他们认为如果当地

降雨量小、土壤贫瘠，地面上会形成许多巨型的

仙女圈，这些沙土圈可以储存水分、养分，并通过

渗透供给周边的植被；相反，如果当地降雨量变

大，土地富含养分，则仙女圈会排布稀疏并变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团队都发现，仙女圈是

植被在“抢夺”资源时所引起的一种自发现象。

其资源竞争原理是：圆圈内土壤中不生长植被，

所以水分及养分含量高，充当着“水库”的角色，

可以向圆圈边沿和圆圈外的植被渗透水和营养。

新华社讯（记者王珏玢）记者 19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获悉，中、美古生物学者最近在福建漳浦发现一种 1500 万年前

的南酸枣化石。就像人们熟知的木乃伊，这些干枯、脱水的化石将远古

南酸枣的形态结构立体保存了下来。

南酸枣是一种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乔木，在我国浙江、福建、云南

等地有分布。考古证据显示，早在 8000 多年前，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

南酸枣，并且将其果实大量储存起来。

此次，研究团队共发现 7枚“木乃伊”南酸枣果实化石，它们的形态

结构与现代南酸枣基本相同。稍有不同的是，现在的南酸枣果实，顶端

有 3至 6个俗称为“眼”的萌发孔。而发现的化石里，首次出现了具有 7

个萌发孔的果实。这说明，1500万年前的远古南酸枣，形态比现代“子

孙”更加多样。

“古植物学和环境考古资料显示，在 2000万年前，南酸枣曾广泛分

布于欧亚大陆。而现在，它成了东亚地区特有的植物。我们的研究说

明，南酸枣很久以前就在欧洲消失，而在我国华南地区，它们很可能从

远古时代一直延续生存至今。”参与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助理研究

员王姿晰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古植物学和孢粉学评论》上。

1500万年前的南酸枣

形态比现代“子孙”更加多样
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时，

提出了“通用计算机”的概念，鲜为人知的是，图

灵生命的最后几年，其精力大多投入在数理生物

学上，特别是对生物的图案有过许多重要研究。

图灵在观察鱼的胚胎发育时，发现胚胎初

期阶段所有细胞形态完全相同。但接下来，胚

胎中不同部位的细胞开始各自聚拢，并朝不同

形态发展。图灵想知道是什么机制让原本对称

的球状胚胎发育成不对称的胚胎，是什么打破

了这种对称性。1952 年，图灵发表了人类科学

史上第一篇用数学模型解释胚胎形成不对称纹

样的论文，用二阶抛物方程，模拟了生物体内发

生的这种“自组织”现象。

图灵假设溶液中有两种分子，分别称作“激

活剂”和“抑制剂”，通过不断重复“激活—抑制”

过程，就能形成重复的斑纹结构，这种结构被

称为图灵斑。这套机制被命名为“反应—扩散

机制”，也叫图灵模型。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穆

瑞发现，用图灵模型可以解释自然界动物身上

的各种斑纹，如斑马、长颈鹿、海螺等。哺乳动

物通过作用于生成黑色素的基因通路，可产生

从棕色到黑色的各种颜色。2012 年，牛津大学

科学家菲利普·迈尼等人发现两组“激活剂—抑

制剂”同时进行反应，能够生成豹皮上的半封闭

圆环图案。这正是图灵模型的奇妙之处。

图灵模型可解释动物身上各种斑纹

延伸阅读

科技日报讯 （记者聂翠蓉）平行进化观点认为，具有共同祖先

的有机体即使彼此被分隔在相距千里的不同地域，也会以同样的方

式进化。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23 日报道，德国爱尔兰根-纽伦

堡大学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古生物学家为平行进化提供了新

的证据：他们利用在不同地理位置发现的二叠纪早期脊椎动物牙形

刺化石发现，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这些脊椎动物仍以几乎

相同的方式适应各自栖息地。相关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

刊·生物科学》。

科学家们证明平行进化论的最有名例子是，大约 6000 年前生

活在各种火山口湖泊中的鱼类。虽然有的鱼类捕捉小虾为食，有的

到较深水域捕鱼，但它们在不同栖息地形成了“身体粗壮、嘴巴扁

平”的相同形态。

作 为 最 早 的 脊 椎 动 物 之 一 ，牙 形 刺 是 大 约 5 亿 至 2 亿 年 前 生

活在海洋中的有机体，它们的锥形牙齿仍然可以作为微化石在全

球各地的沉积岩中找到。科学家估计，生活在二叠纪早期的牙形

刺大约有 3000 种，这些亚种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相似的适应

性。

卡尔加里大学科学家埃米利娅·雅罗乔夫斯卡负责从玻利维亚

和俄罗斯等地收集牙鲆鱼（一种牙形刺动物）的 40 多个化石，这些

化石的长度只有 2 到 3 毫米。他们用高分辨率扫描仪对化石进行了

扫描，建立了精确的三维模型和相关数据，排除了这些来自不同地

区的牙鲆鱼曾经相互接触的可能性。

对牙齿元素形态的细致分析证实了科学家们多年来的猜测：尽

管这些栖息地彼此远隔千里，这些古生物鱼类移居到新的栖息地

后，仍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适应不同的食物来源。通过对多年来大量

化石样本的比较，研究人员确认，在玻利维亚和俄罗斯发现的牙形

刺化石来自具有共同祖先的有机体，来自两个不同地区的牙鲆鱼谱

系遵循相同的发育模式。

平行进化论再添证据

牙形刺远隔千里却发育模式相同

在美国怀俄明州采集的牙形刺化石电子显微镜扫描图。
图片来源：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

沙漠上神秘的仙女圈沙漠上神秘的仙女圈
竟源于草类自我竟源于草类自我““救赎救赎””

福建中新世南酸枣果实化石 Micro-CT扫描宏观形态（1-3）
及内部结构特征（4-9）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它们与其它三叶虫生活在一起，但是却特

立独行；它们生活在海底，却长着“一对长长的兔

耳朵”；它们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却为三叶虫演化

史书写了惊叹的一笔……

科技日报记者 11 月 23 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寒武纪大爆发研究

团队的硕士研究生孙智新、博士曾晗和研究员赵

方臣，在位于山东潍坊的华北地台寒武纪中期馒

头组地层中，发现一类独特的三叶虫。由于该三

叶虫具有特殊的头部轮廓，酷似一对兔耳朵，因

此被命名为“耳形范特西虫”。

“这个发现是出人意料的，它长得太奇怪、太

令人惊叹了。”孙智新告记者，耳形范特西虫的

“大耳朵”究竟是一种生活策略，还是走进了生物

演化的“死胡同”，需要更多的证据进行研究，但

是不管怎么说，它都为探究寒武纪三叶虫头壳形

态特化提供了重要案例。

因循守旧的“怪脾气”让人猜不透

三叶虫是一种奇特的远古动物，半圆形的头

部、纹理分明的肋叶，让它们看起来就像戴着头

盔的武士。

它们是寒武纪的霸主，有科学家把寒武纪称

为“三叶虫的时代”。从距今 5.2亿年前的寒武纪

早期开始登场，到 2.4亿年前的二叠纪完全灭绝，

三叶虫前后在地球上生存了 3.2 亿多年，可见它

的生命力极强。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它们演化出繁多的种

类，有的长达 70 厘米，有的只有 2 毫米。但是在

寒武纪早中期的数千万年里，很多三叶虫却是因

循守旧的“保守派”，老祖宗传给它们的形态基本

没什么改变。

“三叶虫在寒武纪达到了其分类多样性的最

高峰，但是这一时期成百上千个种属之间比较相

似。一直到了奥陶纪中晚期，三叶虫才达到形态

分异度的巅峰。”孙智新说，这种演化方式，让人

着实猜不透三叶虫的“怪脾气”。

比如，寒武纪早中期多节类三叶虫“三大门

派”之一的褶颊虫类，就是形态“保守”的代表。极

盛时期，它曾经占据整个三叶虫家族多样性的半

壁江山，前后延续数千万年，但是它们的形态往往

大同小异，尤其是它们的头部在演化过程中更加

保守，这也让科研人员为其演化历史所困扰。

“过去，也曾发现头部特化的褶颊虫类，但是仅限

于在头盖边缘加厚并伸出一根或数根长刺，而且这样

的例子也是屈指可数。”孙智新说道，这或许与寒武纪

三叶虫缺乏群落与生态环境分异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中“跑在最前面”的

物种，三叶虫刚出现时，周围并没有那么多竞争

者，它们大多也聚集在浅海生活。但到了奥陶

纪，竞争和掠食者逐渐增多，为了适应环境，三叶

虫进入深海“跑马圈地”，因此有一些三叶虫进化

出不同的眼睛位置、更硬的外骨骼以及必要的生

存技能，这些适应能力让三叶虫在竞争日益激烈

的海底世界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兔耳朵”或为迷惑天敌及捕食

2018年，孙智新与导师赵方臣研究员等一行

来到山东潍坊，这里有一处地层剖面，属于华北

地台寒武纪中期馒头组，是研究三叶虫及其生态

环境的优良地层，他们在此已发掘研究多年。

没想到，这一次挖掘却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我们首先是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三叶虫幼虫头

部，看起来像个‘马鞍’，而它们的周围大多是传

统的三叶虫，头部是半圆形。”孙智新说道。

这些奇特三叶虫数量并不多，而且化石显得

支离破碎。2019 年 5 月，他们找到一枚完整的成

虫化石，直到这时，耳形范特西虫才现出真容。

耳形范特西虫的头部狭长，其长度接近背壳

总长度的一半；鞍前区向前延长，中部有一个凹

口，使头盖前部形似一对“兔子耳朵”；由于特殊的

头盖形态，活动颊特化成侧边缘平直的砍刀状。

这些特征及其特殊的眼脊和头鞍特征，使耳

形范特西虫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三叶虫属，成为

寒武纪三叶虫家族的又一新成员，也成为褶颊虫

家族中罕见的头部特化类群。

孙智新表示，和同层的其他三叶虫相比，大部

分范特西虫头盖化石的前部已破损折断，这说明与

正常三叶虫的半圆形头盖相比，耳形范特西虫“异

型”的头盖可能更加脆弱。因此，耳形范特西虫独

特的外形可能与捕食、迷惑天敌等其他因素有关。

“生命演化史已证明，许多高度特化的类群在

环境变化面前抗逆性较弱，耳形范特西虫的头部

长成这个样子，或许是三叶虫在演化中走出的‘勇

敢一步’，但也有可能是不太成功的一步。”孙智新

说，他们总共发现了50枚耳形范特西虫化石，与同

地层其它三叶虫相比，数量很少，而且该地层属于

快速沉积地层，说明耳形范特西虫存在的时间并

不长。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其它三叶虫长出这样

的“兔耳朵”来，特立独行成为生命的绝唱。

只因一对“兔耳朵”，这种三叶虫踏入进化“死胡同”
本报记者 张 晔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在纳米比亚沙漠间，分布着数千个神秘的秃

斑圆圈，包围着圆圈的是高高的草，这样的景观

往往绵延数千米，从高空俯瞰，奇幻无比。人们

对此提出了许多解释，包括土壤中的物质含量、

陨石、不明飞行物甚至原住民死亡后的“鬼魂”。

有人认为这些圆圈是“仙女”创造的，也有

人说是外星人曾光临这些地区时留下来的“痕

迹”。纳米比亚当地的传说认为，地底深处藏着

一条巨龙，它呼出的毒气杀死了地表的植被，形

成了这些圆圈。

神秘的仙女圈确实让人脑洞大开，人们提

出各种猜想，但要讲清楚其来源，还得靠科学考

察和深入的研究。

2013年，德国汉堡大学的生物学家诺伯特·
尤尔根斯宣称自己发现了仙女圈形成的秘密。

尤尔根斯曾数十次往返纳米比亚，花了 6

年多的时间研究仙女圈。在每个采样的仙女圈

中，他几乎都发现了一种鼻白蚁科的沙地白

蚁。而且，这些小家伙的巢穴几乎总是位于仙

女圈的中央，那里泥土湿度明显高于圈外地带。

尤尔根斯解释说，这些白蚁在土壤中钻洞

时破坏了植物的根部，并以植物的根为食，才使

圆圈内的土壤变得贫瘠，植物不再生长。因此

雨水可以径直向下渗透，汇集到地下，生活在圆

圈内的白蚁便可在干燥的沙漠中获得充足的水

分和食物，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尤尔根

斯因此推断，是白蚁造就了这些圆圈。

但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沃尔

特·奇尔盖尔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强调说，尤尔

根斯混淆了因果关系。

南非开普敦大学的生物学家迈克尔·克雷

默也认为“白蚁说”不符合常理。他发表在《公

共图书馆·综合》期刊上的研究认为，解释仙女

圈现象的理论，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是解释圆

圈的规则分布、大小以及它们为何是环状。克

雷默表示，白蚁为什么会导致如此大且均匀分

布的圆圈的产生，尤尔根斯的理论并没有解释

出真正的原因。

生物过程观点

创造仙女圈的竟然是白蚁
多年来，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生态系统建

模系的生态学家斯蒂芬·格津，也在关注这些神

秘的仙女圈。2019 年，格津团队用无人机和野

外气象站采集数据，对澳大利亚西部的仙女圈

再次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最近，他们发表论文

称，仙女圈竟然和通常用于解释自然界中重复

模式的图灵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格津团队在草地生态系统中，分析了仙女

圈内外草的生长情况、大小与排布疏密程度以

及土壤含水量。基于无人机的多光谱分析和空

间显式统计数据，他们测试了 5个面积 1公顷的

样板地，看草的活力是否取决于仙女圈模式。

他们还检查了高活力草丛和低活力草丛的关

系，并在 1平方米的小尺度上，评估了火灾后草

木在不同演替阶段的情况。

结果发现，与低活力草相比，高活力草与仙

女圈的系统相关性更高。“在自然科学中，将经

验生态学和物理学联系起来，是最具挑战性但

也是最有趣的努力之一。这些草通过形成对称

间隔的缝隙模式，积极地改造自己的环境。”格

津说，植被得益于仙女圈提供的额外水分，即使

在非常恶劣、干旱的条件下，也能保持生态系统

的功能。如果没有草类的自我组织，这个地区

很可能变成沙漠。

根据图灵斑的形成原理，生命力较强的植

被应当聚集在一起，而生命力较弱的植被则会

随机散布。他们关于生态学的发现，证明了仙

女圈可以被图灵斑图解释。在发表于《生态学

杂志》的论文中，他们写道：正如理论模型所预

测的，仙女圈是干旱地区植被的重要额外水源，

草是“生态系统工程师”，可改变其不利的非生

物环境，从而导致植被“自组织”。

图灵斑观点

植被仙女圈模式可改变不利环境

奇尔盖尔曾研究指出，小型仙女圈平均只

维持 24年，而较大的仙女圈能够存在 75年。然

而，他的研究并没有确定仙女圈最初是如何形

成的，以及它们为何消失。

但克雷默的团队发现，是降雨多少决定了

纳米比亚沙漠里仙女圈的分布，仙女圈似乎只

存在于降雨量稳定而稀少的地区。如果降雨太

多，大量植物将缓和对资源的竞争，这些仙女圈

将关闭；如果降雨太少，竞争将变得异常激烈，

仙女圈也将再次消失。由于仙女圈出现在这样

狭窄的湿度范围内，每年降雨量的差别，将导致

它们忽然消失，或忽然再次出现。基于这个逻

辑，研究人员发现他们能够预测仙女圈的分布，

精确度高达 95%。此外，仙女圈之间规则间隔，

可能是每一个圈周边的草与其他圈之间为资源

而竞争的结果。

当然，克雷默也不否认仙女圈与白蚁存在

关联。他认为，产生仙女圈是植物之间的竞

争。白蚁则是第二现象，它的作用是仙女圈的

维修工，能够杀死在圈中央出现的草。

非生物过程观点

与土壤水分养分及极端天气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