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后春笋”常被用来形容新生事物的大量和快

速涌现，这种比喻并非人为夸张。事实上，毛竹的幼

嫩茎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笋，一天生长可达 1米，可

谓是生长最快的植物，比其他木本树木快数百倍。

竹子的生长速度和个头，令其他禾本科植物“望

尘莫及”。在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广泛栽培的毛竹可

高达 20米，而另一些物种，如云南热带地区的巨龙竹

高超过30米，可与热带雨林的“高个子”树木争夺阳光

雨露，是世界上最高大的禾草。是什么赋予了木本竹

子这种快速生长、从而适应森林环境的能力？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

德铢团队、章成君团队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龙

漫 远 合 作 ，开 展 了 竹 子 新 基 因 功 能 演 化 的 研 究 。

研究团队对毛竹基因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鉴定

到 1622 个竹子特有的孤儿基因，也由此揭示了竹

子茎秆快速生长过程中，新基因与全基因组重复

相互作用的奥秘。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著名国际

演化生物学期刊《分子生物学与进化》。

◎本报记者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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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稻、小麦、玉米、高粱和多种

牧草，以及芦苇、芒、甘蔗和竹子等有重要价值的物

种，都属于禾本科。

“禾本科是被子植物的第五大科，约有 770 属

12000 种，是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最

具经济价值的大科。”李德铢介绍，禾本科同时还

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表现出广泛的生态适应性，

从森林到草原，沼泽到荒漠，高山到北极都可见其

身影。

竹子是禾本科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多样化的竹亚

科植物的总称，全世界共有超过 1600 个物种。竹类

植物多数种类植株高大、生长迅速，营养生长周期长

达几十年，最长可达 120年，且开花后即成片死亡。

李德铢团队多年来致力于竹子的分类学、系统

发育和基因组学研究。最近，团队解析了二倍体草

本竹子和六倍体木本竹子基因组。

论文第一作者之一、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马朋飞博士向记者介绍，竹亚科是唯一一个

具有森林习性的禾本植物，竹子包括染色体基数为

12、不同倍性的四个分支，草本竹类为二倍体，而像

巨型龙竹等木本竹类均为异源四倍体或六倍体，这

些“多余的”染色体是遗传变异的物质基础，可能促

进了木本竹类独特性状的形成。

马朋飞说，木本竹相对于其禾本科近缘物种，具

有较多的演化创新性状，如快速生长和木质化的茎

秆，分生扩繁能力强大的地下茎等。结合团队此前

的研究，研究人员认为木本竹普遍经历了基因组复

制事件，而基因复制是新基因起源最主要的方式之

一，使竹子成为研究新基因和演化创新的一个重要

模式系统。

竹子的“多余”染色体让它成为好“模特”

演化创新贯穿于整个生命之树。被子植物的

花、哺乳动物的肺、鸟类的羽毛，分别为它们开拓和

适应新的生态位提供了重要前提。但这一切是如何

产生的？

“新性状如何起源，已成为进化生物学中的一个

基本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创新的外部

环境诱导上。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新基

因是演化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李德铢说，几乎

所有的物种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特有新基因，被称为

孤儿基因。而孤儿基因有多种起源方式，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从头起源，因为从头起源基因是驱动演

化创新的关键角色。而研究也证实了与竹子同属于

禾本植物的水稻从头起源基因的真实存在。

合作研究团队发现，他们所鉴定的4600万年来出

现的 1622 个竹子特有孤儿基因中，有 19 个是从非编

码的祖先序列进化而来，并重建了整个从头开始的过

程。其中4个基因还得到了蛋白质证据的支持。

“这些新基因，无论是否从头起源，都主要表达

在快速生长的笋中，使笋的转录组在各种竹子组织

中显得最年轻，而不是像其他植物中那样，是生殖组

织的转录组最年轻。”李德铢说。

以往的研究表明，新基因主要是在繁殖器官

中高表达，如被子植物的花粉。但有趣的是，在

竹子中，不管是孤儿基因还是从头起源基因都在

快速生长的竹笋中高表达，尤其是在其快速生长

的转折点表达量达到最高，快速生长的竹笋可能

是竹子新基因产生的“孵化器”。

除了从头起源，论文第一作者之一的金桂花博士

介绍，孤儿基因的起源方式还主要包括基因“重复—

分化”、转座子扩张等。而其与非孤儿基因相比最大

的区别在于基因编码序列短、内含子数目少、演化速

率快、功能未知和更倾向于组织特异性表达等。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孤儿基因都能推动

演化创新。”金桂花说，大多数孤儿基因起源后，很可能

并不具有功能，甚至没有转录和翻译成蛋白的能力，很

多孤儿基因甚至在起源后就面临着丢失的命运。

2012年《自然》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提出

过一种名叫原基因的假设：这些基因最初可能是DNA

上的一部分，其对应的 RNA 和蛋白质产物起初不具

备任何功能。但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这些原基因可

以为生物体带来一些优势，从此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

开始演化，从而形成一个推动演化创新的新基因。

不是所有的孤儿基因都能推动演化创新

“此前，我们对表型新颖性出现的遗传基础知之

甚少，尽管创新和基因组新颖性与新基因之间的联

系早已被假设。而最近的研究将表型创新归因于新

基因的进化，为这一假设提供了直接证据。”

为了追踪木本竹子基因的系统发育起源，研究

团队选择了一种草本竹子和 3 种已测序基因组的木

本竹子，以及生命树上其他 65 个代表性基因组进行

地层学的系统分析。三个木本物种代表了竹亚科

木本竹子的所有三个主要谱系。根据梯形系统发

育树，研究者定义了 12 个系统层等级，从最古老的

细胞生物到最年轻的物种特异性，共有 50936 个基

因被分配到这 12 个层级中，每个层级的基因数量与

基因年龄呈正相关。

研究还发现，正是因为经历了全基因组重复事

件，重复基因也在竹笋中“偏好性”地特异高表达，而

且大多数重复基因的形成时间，与木本竹子基因组

的重复时间吻合。“新研究发现木本竹特有的孤儿基

因在快速生长的茎秆中高表达。而基因组重复事件

产生的一个基因拷贝发生了表达特异性分化，也在

快速生长的茎秆中高表达。”马朋飞说，这些孤儿基

因和表达分化的重复基因可能通过共同作用重塑了

茎秆生长的表达网络，从而驱动了竹子茎秆快速生

长这一创新性状的形成。

“这项研究，为解析竹子快速生长这一独特性

状起源演化的遗传基础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新基因

如何作用新性状起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例证。”李

德铢说。

新基因与重复序列基因互作让竹子快速生长

科技日报讯 （岑盼 记者王春）生物固氮作为潜在的新型氮肥来源，

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豆科植物生物固氮中，豆血红蛋

白的含量和组分直接影响根瘤内固氮酶的活性，发挥关键作用。中国科

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杰里米·戴尔·默里研究组及合作团队首

次发现转录因子 NLP 家族调控根瘤中豆血红蛋白基因表达的分子机

制。10月底，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

豆科植物大多能与固氮根瘤菌建立共生关系，形成高效的“固氮工

厂”——根瘤，根瘤中含有大量的类菌体。类菌体内的固氮酶能够将空气

中的氮气转变成植物可利用的氨，同时植物可提供根瘤菌需要的碳水化

合物，从而互惠互利。然而固氮反应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不仅如

此，固氮酶对氧气高度敏感，需要在低氧环境中才能工作，宿主细胞和根

瘤菌本身的呼吸作用又需要大量氧气。为了同时满足固氮酶、宿主细胞

与根瘤菌的不同需求，根瘤细胞通过合成大量的豆血红蛋白来调节氧气

浓度。迄今为止有关根瘤内豆血红蛋白基因表达调控机制还尚无报道。

NLP 家族是植物特有的一类转录因子，它能够结合靶基因启动子中

的硝酸盐响应元件，并激活下游基因的表达，参与调节植物氮代谢过程。

杰里米研究团队发现，NLP 家族中的两个成员 NLP2 和 NIN 在根瘤中具

有“高人一等”的表达量，在对 NLP2突变体根瘤进行分析时，团队意外发

现，当植物缺少了 NLP2 后，豆血红蛋白基因的表达也受到了影响，同时

根瘤的固氮能力下降。

基于此，团队进一步研究揭示了 NLP 家族成员 NIN 和 NLP2 通过直

接结合豆科植物保守的双重硝酸盐响应元件来激活根瘤中豆血红蛋白基

因的表达，平衡固氮所必需的氧气微环境。系统发育分析表明，dNRE和

NLP2仅在豆科植物中高度保守，暗示着其进化有助于提高根瘤中豆血红

蛋白的表达水平。而非共生血红蛋白的携氧特性有助于植物在低氧环境

中生存。研究团队发现，其他 NLP能够通过植物中普遍存在的硝酸盐响

应元件激活非共生血红蛋白基因的表达。这表明 NLP-血红蛋白模块与

缺氧生存的作用在根瘤中得以延续，同时研究还挖掘出该调控机制的进

化和起源。

豆科植物根瘤固氮能力

与转录因子NLP家族有关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 11月 8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及第一附属医院熊伟教授课题组，研究揭示了耳

蜗核—脑桥尾侧网状核—脊髓运动神经元这条神经环路在调控惊跳反射

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该研究成果 11月 4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来说，突然的声音或触觉刺激可

以在毫秒时间内诱发机体产生下意识的惊跳反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吓一跳”。

惊跳反射存在于哺乳动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它的产生可以将机体多

处肌肉收缩反应紧急调动起来，保护容易受伤的部位，如眼睛与后颈部，

也为后续进一步的防御反应，如原地冻结、逃跑、躲避等做好准备。惊跳

反射的程度可以指征机体的焦虑状态，其异常更是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恐慌症等精神类疾病密切相关。尽管惊跳反射是一种重要的本能防御行

为，但是控制惊跳反射的基本神经环路尚不清楚。

课题组首先通过 c-fos染色、在体电生理记录及在体光纤记录，发现

声音诱发惊跳反射时，位于脑干的脑桥尾侧网状核的谷氨酸能神经元被

大量激活。随后，研究人员使用光遗传及化学遗传手段，发现特异性激活

RtTg谷氨酸能神经元可以观察到小鼠出现弹跳表现，颈部及后肢肌肉也

能同步记录到肌电活动，这是典型的惊跳反射行为。而特异性抑制 RtTg

谷氨酸能神经元则可以抑制小鼠产生惊跳反射，并且不会影响运动协调、

步态、感知觉等其他行为。

随后，课题组对 RtTg核团的上下游进行了病毒示踪，发现 RtTg内的

谷氨酸能神经元直接接受来自耳蜗核的兴奋性投射。更进一步的追踪实

验结果表明，RtTg 谷氨酸能神经元在接受 CN 的输入后，直接投射到脊

髓运动神经元，最终完成对颈部及四肢肌肉的控制。

科学家鉴定的这条神经环路

让你受到刺激“吓一跳”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个“史”不仅仅

是人类文明演化历史，更是漫长的地球自然变

化史。

“利用复杂气候模型，我们对过去三四万年

的气候瞬变进行模拟实验，首次证实地球轨道的

变化可以直接触发气候突变，系统论证了地球轨

道变化对气候突变的双重调节控制。”11月 4日，

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地球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兰州大学教授

张旭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项研究为理解更新世气候突变事件的触

发机理提供了全新的动力模型。相关研究成果

在线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杂志。

能够直接触发大西洋经
向翻转环流突变

约 270万年前，随着北半球大陆冰盖的逐渐

发育，气候系统开始经历以万年尺度为周期的冷

暖交替，即我们熟知的冰期—间冰期气候旋回。

在冰期气候背景下，全球气候频繁出现千年尺度

的气候突变事件。20世纪 80年代，有学者指出，

气候突变的主要原因与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

变化有关。

“这一观点在 30 多年的持续研究中得到普

遍认可，但对其触发机理存在多种推测。有学者

提出，其可能与海洋环流的内部变率有关，或是

由冰盖或者海冰的消融所致。还有学者指出大

气二氧化碳浓度和南半球西风带也起到积极的

作用。但这些推测主要集中在地球系统的内部

因素。”张旭介绍。

以往的大量研究已证明，地球轨道变化可通

过气候内部因素的变化（例如冰量变化）调节控

制气候突变事件的发生，即轨道对气候突变存在

间接调节控制。

那么，地球轨道变化是否可以直接触发千年

气候突变事件呢？

为此，研究人员首先开展了过去 4 万年至

3.2 万年的气候瞬变模拟实验。在实验中，研究

人员仅将地球轨道参数作为变化量，而如冰量、

温室气体等其他所有的环境变量均保持恒定，以

此检验地球轨道变化是否可以直接触发大西洋

经向翻转环流的突变。

实验结果显示，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出现了

类似于气候记录中的千年尺度震荡，相应的温度

和降水变化也与气候记录有较好的一致性。“中

国黄土、石笋、湖泊清晰记录了千年尺度的突变

事件。这些突变事件对我国自然环境产生了重

大影响。我们在复杂气候模型中首次证实了地

球轨道变化可直接驱动气候突变。”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强调。

可以帮助人类建立对
“后天”的科学认识

随后，研究人员又进行了轨道参数的单一强

迫实验，即仅改变地轴倾角、离心率和岁差，进一

步定性不同轨道参数变化对气候突变的影响。

研究发现，岁差的变化可通过影响北半球低

纬地区的夏季太阳辐射，调节大气水汽从大西洋

向太平洋的输送强度，进而调控北大西洋的海表

盐度，引起大西洋经向反转流的突变。

同时，地轴倾角可通过影响北半球高纬地区

的年平均太阳辐射的变化，调控北大西洋深层水

生成区的海水温度以及海冰面积，进而影响表层

海水垂直混合的强度，引起突变。“这组数值实验

证实了单一轨道参数的变化也可直接触发北大

西洋海洋环流的突变，即轨道变化对气候突变的

直接调节控制。”张旭解释。

为了系统地厘清地球轨道变化调制千年气

候事件的规律，研究人员又通过大量的数值实

验，总结出了解释更新世不同时期千年气候事件

的动力概念模型。“我们的模型被证实不仅适用

于晚更新世，也适用于中早更新世。”张旭说。

陈发虎表示，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确定，

更新世以来冰期中的千年尺度气候事件很可能

一直受到极地冰盖变化和地球轨道参数变化的

双重调节控制。但是，轨道尺度气候变化和千年

尺度气候突变如何协同影响更新世以来的气候

演变，还需通过含冰盖动力过程的地球系统模型

做进一步研究。

“科学家们通过对古气候现象背后机理的研

究，尝实揭示不同时空尺度气候过程的协同作用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努力掌握气候演变的规律。

这不仅对于人类预测和应对未来气候突变有巨

大而深远的意义，也可以帮助人类建立起对于

‘后天’更加科学和理性的认识。”陈发虎说道。

地球轨道变化可触发气候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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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当地时间 11月 8日，美国《细胞》出版集团

子刊《当代生物学》在线发表了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张喜光、杨杰研究

团队的研究论文。这一研究首次证实鳃曳动物的寄居行为，也是此行为

模式迄今已知最早的化石记录，拓展了人们对寒武纪群落生态系的认知。

寄居行为，是指占据并生活于其他生物外壳的习性，可出现在不同动

物类群中，包括广为人知的寄居蟹、原足目甲壳动物、福氏虫属环节动物

和倭革囊星虫。其中大多偏向寄居腹足类贝壳，有的也会住在多毛类或

有孔虫建造的管子或掘足类贝壳中。

距今约 5.3亿年的“寒武纪大爆发”，标志着主要动物类群的迅速多样

化。随之增加的生态系统复杂性，被认为加速了这种演化辐射。但即使

是在特异埋藏的布尔吉斯页岩型生物群中，有关寒武纪类群生态模式的

直接证据仍然极稀少。

在昆明禄劝寒武系第 4 阶兴隆村剖面的地层序列上部，研究团队采

集到了关山生物群大古油栉虫带的 4 枚鳃曳类蠕虫，每一个体的后部均

掩藏在一软舌螺体壳中，且虫体直径略小于软舌螺体管，表明这种蠕虫曾

挑选软舌螺空管并“隐居”其中，以躲避捕食者。

“寄居行为在现代生态系中广泛存在，但最早的化石记录以往仅追溯

到大约近 2亿年前早侏罗世，与‘中生代海洋革命’的时间一致，而后者以

高强度捕食为特征。”张喜光介绍，寄居生活习性在大约 5 亿年前寒武纪

早期的出现，连同近年报道的寒武纪早中期生物如偏利共生、窃食寄生和

内共生等各种依存关系，表明早期复杂的生态系统可能比过去认为的更

具现代性，即“寒武纪大爆发”可能以急速复杂化、捕食强度递增的生态系

统为一鲜明特征。

早在寒武纪

鳃曳蠕虫就开始借壳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