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亿年前的泥盆纪晚期，华南地区还是一

片海洋，碧蓝的海水轻轻拍打着沙滩，距离海岸

线不远处，是大大小小的生物礁体系。

潜入水下，就像是置身于海底总动员的世

界，在一簇簇翩翩起舞的珊瑚和层孔虫礁石中，

各种海洋生灵穿梭往来、生息不止……

但是，这个空前繁盛的生物礁很快就迎来灭

顶之灾：随着全球气候变冷，导致海平面下降，大

量生物礁露出水面，迅速死亡，而这仅仅是泥盆

纪生物大灭绝的开端。

那么，这些生物礁恢复生机、重现繁荣用了多

久？3亿多年前的生物大灭绝给了人类什么启示？科

技日报记者12月14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获悉，该所晚古生代研究团队要乐副研究员与

中外学者合作，用大量中国标本见证了晚泥盆世生物

大灭绝后生物礁复苏演化过程，成果分别登上国际期

刊《地球科学评论》《三古》和《Geological Journal》。

甘肃、广西两处标本还
原生物礁重生之路

在 3.85 亿—3.71 亿年前的泥盆纪中晚期，地

球迎来了生命演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海洋

中发育了生命起源以来最大规模的后生动物礁

体系，以层孔虫和珊瑚为主要造礁动物。但是在

3.71 亿年前和 3.59 亿年前，分别发生了两次生物

灭绝事件，层孔虫—珊瑚礁生态系统随之崩溃和

消失。

今天看来，构成泥盆纪生物礁的珊瑚与层孔

虫都是较为低等的动物，但是生物礁包含海洋中

最为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也是地球生命演化中

最为重要的基因宝库。

“为了揭示晚泥盆世生物灭绝后，中国密西

西比亚纪生物礁的复苏演化过程与全球是否具

有一致性，我们与国内外合作者详细研究了甘肃

平川大水沟剖面前黑山组叠层石礁和广西田林

甘垌子剖面都安组后生动物—微生物礁。”要乐

告诉记者。

在甘肃平川大水沟剖面前黑山组叠层石中，

他们发现大量的泥晶、泥粒、核形石和亮晶方解

石，“这些物质都是非常细小的碳酸钙颗粒，比如

泥晶直径不超过 4 微米，它们指示叠层石可能由

微生物的黏结、捕获和钙化作用共同形成。”要乐

说，这就是泥盆纪生物大灭绝后替代后生动物礁

的微生物礁。

而在广西田林甘垌子剖面，也发现了丰富的

礁体标本，小的几米，大的有几十米。研究显示，

这些礁体的“建造者”主要是丛状复体珊瑚、横板

珊瑚、泡孔苔藓虫和微生物，但珊瑚等后生动物

已占据主导，微生物礁日渐式微。

“我们通过菊石、介形虫、孢粉等化石可确定

位于甘肃的叠层石为杜内早期，通过有孔虫化石

确定广西礁体为维宪晚期，两者相差约 2300 万

年。”要乐说。

后生动物礁与微生物礁就像跷跷板，一方兴

盛意味着另外一方衰败。泥盆纪晚期生物大灭

绝导致珊瑚、层孔虫等后生动物礁崩溃，原本被

挤压到角落里的微生物乘机占据浅海地盘，发展

壮大自己的队伍，形成大量微生物礁。过了 2300

万年，地球气候变暖，后生动物再次繁盛，那些微

生物成为珊瑚虫的“盘中餐”，于是局面逆转变得

对后生动物有利。

珊瑚礁大量灭亡预示地
球气候环境出现大问题

生物礁不仅是地球生命演化最为重要的基

因宝库，也是地球气候环境变化的“警示灯”。

或许有人会说，我不去大堡礁潜水，珊瑚灭

亡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通过地质古生物的研究我们知道，珊瑚礁

是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它对气候环境的变化非

常敏感。”要乐告诉记者，珊瑚礁一旦大量灭亡，

意味着海洋甚至地球气候环境出了大问题。

3 亿 多 年 前 ，珊 瑚 礁 的 再 次 繁 盛 主 要 原

因 来 自 地 球 升 温 ，那 时 的 气 温 比 今 天 的 气 温

还 要 高 ，南 极 地 区 甚 至 没 有 冰 盖 。 那 么 ，是

否 意 味 着 我 们 无 需 担 心 全 球 变 暖 呢 ？ 答 案

是否定的。

据要乐介绍，经过数亿年的进化，今天的珊

瑚虫已经与祖辈们不太一样，它们体内有许多藻

类，双方互利共生。一旦全球变暖，将导致藻类

大量死亡，这对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被拆散后，珊

瑚礁也将面临崩溃厄运。同时，全球变暖会导致

海水酸化，这将给敏感的珊瑚虫致命一击。

“我们这个研究发现，生物礁恢复生机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整整用了 2300 万年，而生物礁是

海洋中重要的生态系统。”要乐打比方说，生物礁

突出于海底，非常坚硬，可以抵御海浪冲击，为各

类海洋生物提供栖息之所，“就像是建造在地面

上的高楼大厦，一旦发生地震，楼房都倒了，我们

人类去哪住呢？”

3亿年前的标本警告你
珊瑚礁崩溃后恢复生机需要2300万年

新解

日前，中国与尼泊尔两国向全世界正式宣

布，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程为 8848.86米。

珠穆朗玛峰以及与之相邻的青藏高原的崛

起并非一蹴而就。长期以来，青藏高原地表抬

升历史，是新生代以来众多地质事件和气候环

境事件的边界条件，也是青藏高原研究的热点

和难点。在漫长的抬升过程中，有大量的谜

题：在青藏高原隆起到现有高度之前，那里到底

是什么样的？在“高冷”的青藏高原，数千万年

前真的曾藏着一个温热的“香格里拉”？

12 月 7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首次发

布了我国科学家关于 4700 万年前青藏高原中

部的一项重要“探秘”成果，弥补了此前认知和

研究的大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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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汉斌

青藏高原中部，平均海拔 4600 米以上，是

一片广袤的高寒荒芜之地，却是认识青藏高原

形成过程的关键地区，长期以来备受地球科学

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关注。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

调查，青藏高原的地貌演化细节仍不清楚。

“为什么要研究青藏高原？因为青藏高原的

形成，是新生代全球最重要的地质事件，改变了

我们亚洲的地形地貌，也塑造了亚洲的季风气

候，以及现在的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苏涛研究员开门见山地

说，青藏高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区域，不仅

对地质学、生物学等各个学科都非常重要，人们

关注的高原隆升时间跟隆升方式，也是青藏高原

研究的焦点。

“作为地球上最年轻、最高的山脉，喜马拉

雅山脉是由印度次大陆与欧亚板块碰撞形成

的。然而对于喜马拉雅山的隆升历史及机制，

仍存在争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车静

研究员说。

目前，关于喜马拉雅山脉隆升历史的主要

假说有两个：一是近期隆升假说，该假说得到了

水文学和热学证据的支持，认为喜马拉雅山直

到上新世中期才达到现有高度；二是渐进式隆

升假说，该假说认为喜马拉雅山在古新世晚期

就已经开始隆升，但前期抬升较为缓慢，直到中

新世才开始快速隆升继而达到现在的高度。

而化石是生物与环境在漫长地质时期协同

演化的产物，是探讨高原生物多样性演变历史

以及高原形成过程的关键证据。通过研究化

石，科学家可以认识地质时期的生物多样性历

史，及其环境变化过程。

近 10年来，中国科学家通过大量的青藏高

原野外工作，发现了棕榈、攀鲈、水黾等化石类

群，种类非常丰富，这些类群在现在的青藏高原

中部不复存在。

近期，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古生态组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共同组织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古生物科考队，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院

所，在旷野的风霜中，在强烈的高原紫外线条件

下，开展了大量野外工作及相关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前，在青藏高原中部

的那曲市班戈盆地一个叫蒋浪的地点进行科考

时，科考队在一套灰色泥岩中有了重大发现。“经

过我们对整套出露地层的踏勘，发现产化石的层

位共有5层，种类非常丰富。这是迄今为止高原

上发现的物种最丰富的新生代化石植物群。”苏

涛说，这一发现，意味着青藏高原古近纪具有丰

富的、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植物多样性。

发现古近纪最丰富植物化石群

长期以来，人们对青藏高原地形地貌以及亚

洲季风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知之甚少。

除了关注古植物本身，苏涛他们还把目光

锁定在青藏高原地质时期的环境变化上，而“会

说话的化石”，不仅记录了地质时期青藏高原生

物区系的多种成分，还可量化当时的温度、降雨

量等气候指标，为 4000多万年前隐藏在青藏高

原中部的“香格里拉”生态系统的古气候面貌提

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通过叶片的形态特征与气候的相关性，并

结合热力学原理，我们定量计算出 4700万年前

青藏高原中部的古环境：在季风气候下，东西向

中央谷地森林的生长海拔约为 1500 米。”周浙

昆说，他们利用气候—叶片多变量分析程序，对

化石植物群的古气候定量进行重建，结果表明，

中始新世青藏高原中部存在温暖湿润的季风气

候，该地区既低又湿，年均温度约为 19摄氏度。

周浙昆、苏涛团队还利用热力学原理，重建

了植物群的古海拔，表明当时青藏高原中部存

在海拔不超过 1500米的东西向中央谷地，南北

两侧分别是冈底斯山和羌塘山脉，这也得到了

模型模拟结果的支持。结合古生态组前期发表

的棕榈化石证据，中央谷地在经历了 2000余万

年之后，由于北向挤压和剥蚀填充，到了中新世

才逐渐形成现在的高原。

苏涛介绍，青藏高原本身结构很复杂，它是

由不同的板块拼接而成的；而不同板块形成的

历史不尽相同。这个山谷及其所占据的生态系

统，一直持续到中新世才逐渐结束。

“这项研究也为探讨高原的形成过程提供

了重要的古生物学依据。”周浙昆提示说，今后

研究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演变历史与古环境变

化过程，需要考虑青藏高原形成过程的差异性

和复杂性。

古气候重建表明这里曾温暖湿润

苏涛他们此次发现的蒋浪植物群，属于古

新统至始新统牛堡组，位于现海拔 4850 米，地

处青藏高原中部“班公湖—怒江缝合带”。

“在这套地层的多个层位中，我们发现了大

量植物化石，包括叶片、果实、种子、花、地下块

茎等，共划分为 70 余个形态类型，这是迄今青

藏高原发现的物种最为丰富的新生代植物群。”

苏涛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通过铀-铅法放射

性同位素测定，蒋浪植物群的绝对地质年代约

为 4700万年。

“蒋浪植物群的很多植物种类是青藏高原

乃至亚洲最早的化石记录，和北半球同时期

的植物群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周浙昆研究员告诉记者，

这个植物群的不少种类，如兔耳果属、椿榆

属、金鱼藻属、臭椿属等，都是这些类群在青

藏高原乃至亚洲最早的化石记录；一些种类，

如翼核果族，甚至是该类群目前已知的全球

最早化石记录。

“这些化石类群的发现，表明青藏高原是周

边地区植物多样性的重要源头之一。”苏涛说，

其生物多样性对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例如东

南亚、甚至对整个亚洲的生物多样性的贡献是

非常大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蒋浪植物群中，有很多

类群在如今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居然能

找到，一些种子及果实都能与古老的化石对

应起来。“比如有一种萝藦亚科的种子，当时

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分类学位置，有一次非常

偶然的机会，在我们去西双版纳植物园上班

的路上，居然发现了与其现生对应的种子，形

态非常匹配。这表明，在 4700 多万年前，青藏

高 原 中 部 应 该 是 偏 热 带 、亚 热 带 的 气 候 类

型。”苏涛说。

与同时期的植物群比较发现，青藏高原在

中始新世与北半球其他地区具有相似的植物区

系组成，也就是说植物种类具有较高的相似

性。其中，和美国绿河生物群的物种相似度最

高，其次是德国麦瑟尔生物群，例如兔耳果属、

臭椿属、椿榆属在三个植物群中同时出现，说明

当时青藏高原与北半球的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

区系交流。

与北半球植物区系有过密切交流

本报记者 张 晔

高冷的青藏高原中部高冷的青藏高原中部
47004700万年前是一片亚热带森林万年前是一片亚热带森林？？

青藏高原中部班戈县中始新世种类丰富的
化石植物类群。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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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海拔 4600 米以

上的青藏高原中部，现在

是一片高寒荒芜之地。

青藏高原如何抬升到现

有高度，许多演化细节仍

不清楚。我科学家最近

发现的蒋浪植物化石群，

刷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

的认知——
如果你身在野外，没有 GPS、地图或指南针，你会如何判断方

位？对于习惯于使用工具的人类而言，根据大自然的线索认路是一

件困难的事情。许多动物在这一点上完胜人类，包括头朝下倒退着

推粪球的屎壳郎。近日，《昆虫学年鉴》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综合论述

了蜣螂（俗称屎壳郎）如何借助日光、风向、银河和月亮偏振光判断方

位，以便高效将粪球滚走。

该研究由来自瑞典和南非的科学家合作完成。研究第一作者、

瑞典隆德大学生物学家玛利·达克长期研究屎壳郎导航问题，曾因此

获得 2013 年搞笑诺贝尔奖生物学和天文学奖项。

“参照太阳方位推动粪球”不是埃及传说

全世界已知的蜣螂大约有 8000 多种，大部分蜣螂会挖地道将粪

便运走，只有约 600 种蜣螂有滚粪球的习性。它们把粪球当作食物或

求偶的礼物，雌性也会将卵产在粪球中，确保后代一出生就能吃上新

鲜的粪。

因为同类之间经常发生抢劫事件，快速把粪球推到安全的地方

很重要。“在南非，屎壳郎简直能让大象粪便活起来，一个粪堆里就能

有成百上千只屎壳郎，而且它们还会互相冲撞，试图抢走粪球。”研究

共同作者、隆德大学神经行为学家埃里克·沃伦特说，“所以它们一定

不希望绕了一圈又回到闹哄哄的粪堆去。它们会朝着任意方向沿直

线走，尽快离开现场。”这段路程的时间相对固定，大约是 6 分钟。

走直线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2009 年的一项研究曾经让人

类在德国的森林中和撒哈拉沙漠里行走，发现在看不到太阳的时候，

人们就会原地绕圈。如果蒙上眼睛，人们甚至会围绕一个直径 20 米

左右的圈子打转。在其它动物身上也能观察到相似现象，这是因为

步态不对称等原因导致的。那么，蜣螂是怎么走直线的呢？

屎壳郎在古埃及被称为圣甲虫。古埃及人相信，太阳被屎壳郎

推动着滚过天空，便有了日升日落。赫拉波罗还提出，屎壳郎会参照

太阳方位将粪球从西推向东。但直到 2003 年，科学研究才证实了这

个结论。

达克和南非金山大学的研究者们研究了 5 种蜣螂，发现它们在自

然环境下通常朝着太阳的方向滚粪球。而如果他们用镜子反射太

阳，同时遮挡真正的太阳，实验场地中的蜣螂就会朝着镜中太阳的方

向跑。还有研究使用 LED 作为“人造太阳”，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最新研究发现，如果用纸板做一顶宽边太阳帽，戴在蜣螂头上遮

挡光线，它们的路线就会变得弯弯曲曲。

可借助风向和夜间天象判断方向

如果在中午，太阳处于高点，蜣螂要怎么判断方位呢？2019 年的

一项研究发现，南非的一种蜣螂可以根据风向判断方位。这种蜣螂

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这里每到正午就会刮起强风，这是因为上午太

阳将地面烤热后热空气上升导致的。达克推测它们可能利用触角感

知风向。

实验表明，如果将两台桌面风扇面对面放置，开启其中一台，实

验场地上的蜣螂就会选定一个方向滚粪球。而如果中途关掉这台风

扇，开启对面的风扇，蜣螂就会掉头朝反方向走去。换言之，它们并

不在意风具体朝哪个方向吹，而是只将风向作为判断方向的参考，并

且假定风向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而且一旦过了正午，太阳不再

处在正上方，它们就会无视风向，重新将太阳作为主要的参考线索。

除了借助阳光和风向判断方位，蜣螂还掌握着更酷炫的技能：夜

观天象。研究团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天文馆，利用模拟星空观察

蜣螂的行为，证实银河的方向能够影响蜣螂的行走路径。

蜣螂还是第一个被发现使用月亮偏振光导航的动物。在遇到大

气层中的微粒时，太阳光或月光会发生散射，产生偏振光，也就是光

的波动方向一致，这会在天空中形成一种固定的、类似指南针的纹

样。此前科学家已知蜜蜂、蚂蚁等昆虫会利用太阳偏振光导航，而月

光偏振光的亮度只有太阳光的百万分之一。

达克等人注意到，一种夜行性的蜣螂只有在月明之夜才能走直

线。为了确认蜣螂确实使用月亮偏振光进行导航，他们使用一块板

子遮挡，让蜣螂无法直接看到月亮，并使用偏光镜将月光扭转 90 度。

蜣螂一个急转弯，验证了研究者的猜想。

其他研究还表明，蜣螂不会依靠地面上其他物体判断方位。研

究共同作者、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埃米利·贝尔德说，这可能是因

为蜣螂没有固定的巢穴，而是不断从一个粪堆流浪到另一个粪堆，记

住地面环境对它们来说没什么帮助。

研究者们希望最终能够理解蜣螂导航的神经机制。他们正在把

蜣螂和借助地面环境线索导航的金龟子进行对比，并试图理解蜣螂

导航过程中的神经电活动，这需要为它们佩戴一个迷你“脑电帽”。

他们还发现，在搓好粪球之后蜣螂不会马上出发，而是会爬上粪球停

留数秒钟，四处张望。他们推测这个行为可能是为了快速掌握环境

线索。 （编译 戚译引 据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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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壳郎推粪球时靠什么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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