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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杂谈

生物礁是海洋中最为复杂多样性的生
态系统，如同水中的“热带雨林”，是海
洋中生物多样性和丰富度最高的海区。与
生物礁相伴而生的动植物成千上万，难以
计数。所以，一直以来是人类研究海洋生
物的重点海区。

在地质历史中，从太古宙的微生物
藻礁到现代的珊瑚和珊瑚藻礁，生物礁
生态系统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发展历史，
可以说，生物礁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活
动与沉积作用的产物，其后在各个地质
历史时期生物礁生态系统所经历的环境

控制因素与现代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有着
显著的不同。

生物礁的生长、发育和消失，与海洋
水化学环境和其他重大变化有着密切关
系。以藻类、微生物为主体的藻礁、叠层
石礁生态系统，与以后生动物为主体的生
物礁生态系统，在生物组成、重要造架生
物、食物网结构，乃至生存环境和时代分
布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此
消彼长的关系。前者主要发育和繁盛于漫
长的前寒武纪和显生宙历次大灭绝中。前
寒武纪是以微生物为主的生命世界，因而
大量发育以叠层石为代表的微生物岩，而
微生物岩在显生宙大灭绝中多次兴起，则
是由于海洋动物的灭绝或急剧减少，导致
海洋后生动物对微生物群落的扰动和啃食
作用大为减少所致。另外，海水碳酸钙饱
和度的升高有利于微生物钙化作用增强和
碳酸盐岩沉积。

后生动物礁最早出现在前寒武纪末的
埃迪卡拉纪晚期，但在显生宙获得极大的
繁盛。由于寒武纪大爆发，生物界开启了
演化新模式，竞争和协同成为了演化的主
流现象，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多。尤其寒武
纪以来不时上演生物的辐射和灭绝，如寒
武纪大爆发、奥陶纪最大的辐射事件、鱼
类大辐射等，又经历了五次全球性的生物
大灭绝，由此引发了生物类群的频繁更
替，促使后生动物礁也不断地更替与发展。

在志留纪到泥盆纪时期，主要的造礁生
物仍为藻类、层孔虫和珊瑚，但在组分和发
育程度上已有很大变化。志留纪床板珊瑚是
主要的造礁生物，但自泥盆纪开始已被群体
四射珊瑚所取代，同时，层孔虫的发育达到
了鼎盛时期，成为泥盆纪重要的造礁生物。
志留纪-泥盆纪生物礁是显生宙最大的后生
动物礁生态系统，构筑了许多巨大的生物
礁，其覆盖面积约为当今生物礁的10倍，也
是我国生物礁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

石炭纪-二叠纪主要出现钙藻-苔藓
虫-海绵礁生态系统。在中国，四射珊
瑚、床板珊瑚和分枝状苔藓虫等造礁生物
在早石炭世韦宪期和晚石炭世格舍尔期都
构建了典型的骨架礁生态系统，显示了该
时期造礁群落独特的演化特征。

我国二叠纪发育海绵礁生态系统，主
要造礁生物为钙质海绵，而藻类、床板珊
瑚及苔藓虫等为次要造礁生物。二叠纪是
我国生物礁发育的第二次鼎盛时期，尤其
是海绵礁极其发育，演化一直延续到二叠
纪末期。

经历二叠纪末地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灭绝事件之后，早三叠世全世界生物礁普
遍不发育。然而，近来苏黎世大学等古生
物学家对美国西南部早三叠世化石群所做
的研究表明，在大灭绝后短短的150万年
后，海洋中就出现了大量如海绵、龙介动
物等后生动物为主的造礁生物。这表明，

在大灭绝前后，造礁生物经历了崩溃、恢
复和繁盛的过程，而非珊瑚类的其他后生
造礁生物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显著的
提速作用。

我国三叠纪生物礁以中、晚三叠世为
主。在中三叠世造礁期主要发育丛状生长
的红藻类、海绵及六射珊瑚等造礁生物，
晚三叠世则以珊瑚-海绵-藻类造礁生态系
统为主。从晚三叠世开始出现到现代，六
射珊瑚是最为繁盛的礁生态系统，但也经
历了几次兴衰，其中尤以三叠纪末的一次
大灭绝影响最大。晚白垩世盛极一时的双
壳类固着蛤礁，在白垩纪末的生物大灭绝
中消亡，为现代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繁荣腾
出了生态空间。

地质历史表明，珊瑚礁只是现代生物
礁形成的一种方式，在各个不同的地质历
史时期，生物礁中的造礁生物不仅仅是珊
瑚虫一种，还有藻类、苔藓虫、钙质海
绵、层孔虫以及古杯类动物等多种生物，
它们在各个地质时期的生物礁建设中作出
了特殊贡献，为不同地质时期生态系统的
构建和繁盛，缔造生物多样性王国显示了
其独特的作用，也为当今人类必不可少的
化石资源——油气形成提供了巨大储备空
间和潜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
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地 质 历 史 上 的 生 物 礁
□□ 冯伟民

图为寒武纪生物礁。

我行我诉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到北欧旅
游，但大多数前往传统的斯堪的纳维
亚半岛北欧四国，而我们足够幸运，
又去了更北边的北欧第五国——冰
岛。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乘飞机，三
个小时才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

冰岛是一个靠近北极圈的岛
国，位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
处，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千米，1/8
被冰川覆盖，人口只有35万，是欧
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也是最接
近大自然，拥有新鲜空气和纯净水
的国家。

导游告诉我们，冰岛是地球上
最年轻的陆地，很晚才从海底升出
来，而且是由海底火山爆发的熔岩
形成，整个冰岛就是建在火山熔岩
之上。

沿途可以看到火山熔岩形成的
荒漠像戈壁，与我国新疆的戈壁相
比，这里显得更加粗粝。

冰岛的大部分土地不能被开
垦，那么这个国家怎么生存呢？原
来，冰岛因为独特的地质构造而拥有
丰富的火山地貌、冰川、瀑布和地热
温泉，是世界上地热资源最丰富的国
家。冰岛85%的地区利用地热取暖，
首都雷克雅未克则是全部利用地热。
而罕见的地貌又使冰岛成为活的地理
教室，适合开展旅游。目前，旅游业
已成冰岛的第一大产业，仅 2017
年，就有220万人到访冰岛。

冰岛地理位置特殊，它位于大
西洋中脊的大洋裂谷，那里是全球
海底火山最活跃的地带。冰岛有200
多座火山，被称为火山岛，其中活

火山30余座。
由于火山活动频繁，冰岛的地

下积聚了大量的热量，这些热量压
抑不住，时不时就会冒出来透透
气，又形成了众多的地热喷泉。冰
岛约有 250 个碱性温泉，数量是全
世界之冠，全岛最大的温泉每秒可
产生200升的泉水。

我们的冰岛之行，首先就是去
看这里的地热喷泉，看看地底下的巨
大热能是怎样在寒冷地带大爆发的。

听说冰岛的地热喷泉不像美国
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可按时
按点喷发，它是随性而为，能不能
看到，全凭自己的运气。

随着地热喷泉的热气越来越
浓。喷了，喷了！我们的运气不
错，这个冰岛最大的地热喷泉居然

给面子，在我们面前喷发了！
之后，我们来到冰岛首都雷克

雅未克的黄金圈——辛格维利尔国
家公园游览，其建在一片开阔地
上，面积很大，除了地热温泉还有

“黄金大瀑布”，冰川融化后顺高原
河流从天而降，气势磅礴，吼声震
天，让人领略到大自然的野性。

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又名“议
会旧址国家公园”，除自然景观外，
还有一个距今一千多年的世界最古
老的民主议会会址和一座小教堂，
这两处均为冰岛著名古迹，就在瀑
布下面的山谷里。

说到冰岛的议会制，还要介绍
一下冰岛的历史。冰岛原是一个无人
居住的岛屿，由于气候寒冷，又孤立
于欧洲大陆之外，很少被人发现。最

初，大家来到冰岛只是过冬，直到公
元874年，维京人殷格·亚纳逊一行
在此扎根，成为冰岛最早的永久定居
者。至10世纪，冰岛的沿海移民已
达4000多户，主要以畜牧业和渔业
为生。他们为了与冰天雪地的自然环
境作斗争，过着民主生活，各地行政
事务均由民选领导人管理。公元930
年，冰岛人选出人民议会阿尔庭，这
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还颁布了第一
部冰岛宪法。其后的几个世纪，斯堪
的纳维亚 （北欧） 人在冰岛定居，
1262年—1918年冰岛成为了挪威的
一部分，之后属丹麦王室统治下。
1918年冰岛宣布独立，1944年成立
冰岛共和国。

沿途风景优美，天空蔚蓝，一
条条小溪就像银链环绕着山谷，两

旁的山是火山石构成，怪石嶙峋。
蜿蜒曲折中坚定地前行着，终于看
到了一处连体的小木屋，这就是千
年前的议事厅。另外一处独立的小
木屋则为著名的古老教堂，夕阳
下，安静、祥和、温暖的它，犹如
一千年来持之以恒给冰岛人心灵带
来的慰藉。

返回路上，我们走出山谷，看
到一片陌生的荒原植物在这里顽强
地生长。可正是这些绿色生命给冰
岛带来了勃勃生机。

（作者系北京市科普创作协会原
秘书长）

冰 岛 的 冷 与 热
□□ 赵 萌

盛夏，途经植物园水生区时，那
一池或红或蓝的睡莲，那些“睡着”
又“醒来”的花儿，都能牢牢牵住我
的视线，千娇百媚，却又清丽雅洁。
只恨自己没有画家莫奈那样的手艺，
好让眼前的一池睡莲，永恒在缱绻婉
约、深邃悠远的画卷里。

其实，睡莲的色彩与芳香，并不
是要展示给人类，更不是为了装扮水
面。美与芳香被睡莲制造出来，只是
用来吸引和挽留“爱情”的使者——
蜜蜂或是叫不出名字的小昆虫。这些
红娘，会为睡莲花朵捎来虽则几步之
遥，却永远隔水相望的情人之“吻”。

只是，大部分睡莲对待红娘的做
法，并不如它们的外表那样娴静淑
惠。在开花的第一天，睡莲会在花心
部位设计出一汪“水牢”，一些贪嘴或
者粗心大意的红娘，会在此命丧黄
泉。瞧，自然界处处有陷阱，睡美人
也有“蛇蝎心肠”，它们会“谋杀”小
昆虫！

睡莲为一朵花设计了大概3到4天
的寿命，通常情况下，睡莲让雌蕊比
雄蕊先熟。开花第一天，雌蕊成熟，
花瓣与雄蕊像酒杯那样张开，杯底盛
着“美酒”——柱头液，柱头就隐在
这一汪美酒里。第二天、第三天，雄
蕊成熟，花瓣舒展，花药开裂，而柱
头液干枯，露出液底的海绵状柱头。
第四天，花朵关闭，花梗卷曲，将花
朵拖入水下结籽。

在一年中最美的这几天里，一朵
睡莲每日间开合一次，有些是朝展暮
合，有些则选择了暮展昼合——睡觉
和起床很有规律，所谓睡莲、睡美人
之名的来历吧。

睡莲开花的第一天，轮状着生的
雌蕊即成熟。在雌蕊围成的杯状花心
里，蓄满了大约 4~5 毫升的柱头液。
这一汪透明如水的液体，可不是花
蜜，更不是睡莲交给访花者的报酬，
它是睡莲设计的一个对自己的传粉有
利，而对小昆虫来说恐怖异常的小

“水牢”。睡莲让“水牢”散发出小昆
虫喜爱的气味，但它的口感却不敢恭
维，不仅不甜，还有些苦涩，成分主
要是糖、酚类化合物和氨基酸等。

受气味之邀，附近的小昆虫会赶
来“赴宴”。它们或许刚在另一朵睡莲
的雄蕊上就餐完毕，身上还带着那朵花的花粉。可眼
下，这朵花既没有花蜜，花粉也没成熟，但是明明闻
到了非常撩人的“饭菜”香味啊，它们藏在哪里？小
昆虫不甘心空着肚子飞走，于是在水牢上方和蜡质栅
栏般的雄蕊间来回穿梭寻找，一不留神就失足掉进水
牢里。

柱头液中还含有界面活性剂，会降低液体的表面
张力，即使再小的昆虫掉进水牢也会沉入底部。小昆
虫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它背上的花粉粒，随之沉入杯
底，完成了与这朵花柱头的“相吻”。一旦授粉成
功，柱头液立马消失。这就是为何在谢了的睡莲花
内，常会发现昆虫尸体的原因。

也有科学家认为，柱头液可能与花粉的发育有
关，花粉降落在柱头液里，可以吸取养分供花粉管发
育；柱头液或许还会对外来的花粉进行筛选和控制，
以确保后代的纯粹。

对于访花的小昆虫来说，还存在一种可能：一些
赴宴的小吃货比较幸运，并没有滑入水牢，但却被朝
开暮合的睡莲花朵关进了闭合的花瓣里。第二天早
上，这朵花的雄蕊成熟了，大约90枚雄蕊上都挂满
了好吃的花粉，活像是棒棒糖的森林。“蹲了一夜禁
闭”的可怜“犯人”，苦尽甜来，迫不及待地开始在
雄蕊间大肆吞咽。填饱肚皮后，身上也沾满了这朵花
的花粉。

它从这朵睡莲花里心情不错地飞了出去，不久又
闻到了一阵“诱人”的芳香，于是，循着香味便飞进
一朵刚刚开放的睡莲花里。它身上背负的花粉，在没
成熟的雄蕊间徘徊时，被抖落进柱头液内，睡莲因此
也实现了异花受粉……

当年，住在塞纳河畔吉维尼花园里的莫奈，如果
知晓了睡莲的生存计谋，大画家笔下的系列 《睡
莲》，还会绽放出那么炫目的光彩吗？

我无法想象大画家的笔触，但睡莲的“阴谋诡
计”一点儿也没影响我对它的好感，反而让我生出一
丝崇敬：多么美丽睿智的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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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皇冠”

拍摄时间：2018 年 4 月 26
日

拍摄地点：陕西汉中市青
木川镇玉泉坝。

使用器材：佳能7D+60mm
微距

照片说明：寄生于鳞翅目
幼虫上的寄生蜂，在其体内成熟
之后，会在其体表背部化茧。

2.舟蛾

拍摄时间：2019 年 8 月 12
日

拍摄地点：西藏普兰县
使用器材：佳能7D+60mm

微距
照片说明：受了外界惊扰

的舟蛾幼虫，尾突伸出红色尾
须，卷缩活动，对敌人进行恐吓
驱赶。

3.狼蛛

拍摄时间：2019 年 5 月 20
日

拍摄地点：内蒙古鄂托克
前旗敖镇

使用器材：佳能7D+60mm
微距

照片说明：狼蛛母亲喜欢
将孵化后的小狼蛛背负在腹部进

行保护，肉眼看到的是它的腹部
不平整凹凹凸凸的，实际上就是
图片中那些抱在一起的小蜘蛛
们。

4.竹节虫

拍摄时间：2018 年 8 月 16
日

拍摄地点：陕西青木川
拍摄器材：佳能7D+60mm

微距
照片说明：这是夜晚灯诱

时候遇到的竹节虫，碰触之后，
它开始分泌体液并进行假死。

5.蠼螋

拍摄时间：2019 年 5 月 20
日

拍摄地点：内蒙古鄂托克
前旗敖镇

使用器材：佳能7D+60mm
微距

照片说明：等待捕食的蠼
螋，发现照相机对准它之后，感
受到了外界威胁，举起尾夹对我
示威。

2020年度全国昆虫大赛特约摄影师姜春燕，
用镜头拍摄了舟蛾、狼蛛、蠼螋等昆虫的日常生
活瞬间，在此与读者分享。2020年度全国昆虫大
赛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承办，关注大赛一起发
现昆虫之美吧。

7月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称，7月
7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执行局第209次会议，中国推荐申报的湖
南湘西、甘肃张掖两处地质公园正式获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称号。至
此，我国世界地质公园数量升至 41 处，

占全球 161 处的四分之一，稳居世界首
位。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武陵山脉腹地，拥有
160 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见证了人类文明历史。这里是土家族和苗

族主要聚居地，这些民族是湘西自治州最
早的原著民，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
独特的民俗。该地区的地质记录了扬子地
台的形成以及这一前陆盆地所经历的多期
次的构造演化。在地质公园中，寒武纪地
层尤为突出，有两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金
钉子”（国际地层对比界线层型剖面）。该
地区还以红石林、德夯大峡谷、坐龙峡和
众多壮观的瀑布而闻名。

张掖世界地质公园位于丝路重镇甘肃
省张掖市，拥有包括裕固族在内的众多少
数民族和577处文化景点。该地质公园最
显著的特征是由色彩斑斓的褶皱泥岩和砂
岩组成的彩色丘陵，同时还拥有自然侵蚀
在山体上形成的“窗棂状”“宫殿式”丹
霞地貌和古代洋壳残余“九个泉”蛇绿岩
套，其国际地质意义被众多地质学家所研
究。

世界地质公园是对具有国际意义的地
质遗迹等自然资源进行科学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进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区
域。2004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
下，中国的8个地质公园与欧洲地质公园
网络的 17 个成员共同创建了世界地质公
园网络（GGN）。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38 届大会批准“国际地球科学与
地质公园计划”，世界地质公园与世界遗
产、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共同构成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三大品牌，为世界自然、文化和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支撑。

我国是世界地质公园的创始国之一，
自 2003 年起，为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倡议，我国开始创建世界地质公园。
经过多年实践与探索，我国世界地质公园
高效高质发展，在地质遗迹与生态环境保
护、地方经济发展与解决群众就业、科学
研究与知识普及、展示国家形象与促进国
际交流等方面显现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为
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文化传承作出了重大
贡献。

新增两个 我国世界地质公园升至 41 处
□□ 王继宏

左图为湘西世界地质公园的吕洞山，右图为张掖世界地质公园中的冰沟丹霞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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