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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化 史 上 的 “ 不 倒 翁 ”
□□ 冯伟民

鲎延续了整整4.5亿年，没有被演化的浪潮抛下地球舞台，并且永保形象，守
旧如初，彰显了演化模式的多元性——

鲎化石与
鲎的对比图

（图片由
作者提供）

自地球生命起源后，生物界呈现从
单细胞到多细胞的演化，最初的生命是
最简单的细胞形式。在经历了前寒武纪
三十多亿年三次起源与演化，即原核生
物、真核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的起源与演
化，生物走向了多姿多彩的演化轨道。

鲎又称马蹄蟹，但它可不是蟹，甚
至不属于甲壳纲动物。生物学家将这种
奇怪的海洋生物划分到螯肢动物亚门。
鲎尽管经历漫长的岁月，至今仍保留着
原始的特征：头胸部是一副包裹身体的
褐色硬质甲壳，长而尖的尾部像一把利
剑。

曾是海洋霸主，头顶“铠
甲”尾部似剑

鲎化石并不常见，少有发现，所以
在长长的化石名录中并不显眼。但是，
近几年来，随着鲎化石在美国、加拿
大，尤其是我国浙江安吉发现了古老的
鲎化石，不仅在生命演化史上彰显了其
意义，被进一步前推到 4.5 亿年前的奥
陶纪时代，而且鲎也曾是志留纪海洋霸
主，威风一时，鲎在演化史上的不倒翁
形象和奇特的形态也吸引了科学界的关
注和公众的好奇。

好奇之一是鲎实际上形态非常特
异，头胸部上顶着一个宽阔的背甲，几
乎罩住了整个身体，背凸腹凹，如马蹄
形。更值得好奇的是，鲎是一类演化十
分漫长、但在形态上却几乎没有多大变
化的生物。虽然，从化石面貌上看，奥
陶纪—志留纪时代鲎呈现长形，但从侏
罗纪以来，就一直保持着与现代鲎马蹄
形几无区别的模样。这与其他大多数与
时俱进的生物演化有着很大区别，也与

我们通常认识到生物进化是从简单到复
杂的观念有着颠覆性的不同。

神奇功效，“侧抑制”有利于
找对象

作为较复杂的生物，鲎的外貌和体
制构造似乎一如既往地保持旧有的特
征，外界环境的变化几乎并没有对它产
生明显的影响。经过几亿年的时光，大
部分生物都为了适应环境，而将自身的
形态逐步改变，或者有些生物已消失灭
绝，但鲎坚持了下来，如果说鲎的变
化，最显现之处是几亿年前鲎的尾巴是
分成两端的，如今的鲎却只有一个尾巴。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鲎不可思
议的是延续了整整 4.5 亿年，而没有被
演化的浪潮抛下地球舞台，并且不改初
心，永保形象，守旧如初。鲎其实有许
多明显的过人之处。科学家们在研究中
曾惊奇地发现鲎的复眼有一种神奇的功
效，即“侧抑制”现象，能使物体的图
像更加清晰，有利于鲎更好地寻找交配
对象。

鲎食性广，以动物为主，经常以底
栖的小型甲壳动物、小型软体动物、环
节动物、星虫、腕足类、海藻等为食，
有时也吃一些有机碎屑。这样有利于鲎
适应变化的环境。另外，鲎终身背覆一
个大大的硬壳，且历经漫长演化过程而
不变化，说明这样的生物构造体制有利
于鲎的生存和演化。

生物演化多元化，形态简单
不起眼却顽强逆袭

但在生物演化的大潮中，我们也发
现有一些生物在适应性的演化过程中，
展现了多元化的演化模式。

模式之一是长期处于简单状态。像
蓝细菌(也称蓝藻)等微生物，其20亿年前
的化石面貌与现生的后裔相比较，形态

上难以分辨；即便如鲎这样具有颇为复
杂的身体结构和奇特的外貌动物，在其
漫长的4.5亿年历史中，也秉持着以不变
应对万变的方式，一直坚持到现在。

模式之二为从复杂到简单的演化。
与生物演化的大趋势大相径庭，尤其像
寄生生物的器官、组织和细胞不断退
化，形态与结构变得简单。病毒甚至演
变得只剩下一个外壳和少量 RNA 和
DNA遗传物质。宏体生物也不乏其列，
如软体动物门的腹足类最初都覆有一枚
贝壳，抵御外敌的侵扰，但演化至今，
有壳螺类仍在继续着繁盛，裸壳类 （海
蛞蝓） 也成为了一支新军，漂浮在汪洋
大海里，更有一支陆栖蜗牛蛞蝓脱壳后
演化成了光溜溜的软体，全身裸露地生
活在陆地阴暗潮湿的环境中。

当我们研究灭绝物种的类型时，常
常发现许多令人大跌眼镜的情况。因为
每次生物大灭绝，并非是那些看起来的

弱者，而是那些原先占尽优势、形态复
杂化和大型的生物率先退出演化舞台，
而那些不起眼、形态和结构简单化的类
型、或小型生物却能顽强逆袭，继续繁
衍。比如头足动物，发育简单缝合线的
鹦鹉螺类经受了五大灭绝考验幸存至
今，而发育复杂缝合线的中生代菊石，
却在白垩纪末与恐龙一起彻底消亡。

因此，尽管生物演化从简单到复杂
是演化上的常态，也是演化上的主流现
象，但演化形式并非那般单一，而是有
着多元化的趋势，这揭示了演化的复杂
性和不可预测。一切都是生物在自然选
择机制的推动下，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
采取的应对策略。显然，为了生存和延
续后代，采用不同的演化模式乃是生物
策略性的反应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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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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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眼里，植物世界是平静温顺的，
仿佛所有的绿色生命，都习惯于默然顺从和逆
来顺受。它们，是我们眼中的弱势群体，一直
处于“失语状态”。然而，当你熟悉了一种植
物，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有多幼稚。

植物，比我们早几百万年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们看星星、看月亮，经风霜、抗雨雪，对这个
世界的认知，比人类要全面、深邃得多。在每一
株看似静默的草木中，都隐藏着人类几乎无法察
觉的智慧、心思、欲望，乃至诱惑……

水桶兰，就是一种让人快要惊掉下巴的
智慧植物。

水桶兰的唇瓣，既像水桶，又像婴儿摇
床，它的智慧是从花瓣打开的那一刻显现
的。随着花瓣的舒展，从花中心腺体部位流
出的“花蜜”，渐渐汇集到水桶状的唇瓣里。

这“花蜜”，从气味到形状，都像是我们
食用的香油。花蜜的味道，在花瓣张开的过
程中，逐渐氤氲在水桶兰周围的空气里，将
四周的植物邻居、小昆虫和水域，全都笼罩
在里面，很是霸道。

甚至，连8公里之外的雄性尤格森蜜蜂，
也吸引过来了。

在“醒目”路标的指引下，雄性尤格森
蜜蜂会火速赶来。这些蜜蜂来这里并不是为
了采蜜，而是为了早一点进入“爱情”。为了
吸引异性，雄性尤格森蜜蜂懂得采集“催情
剂”——水桶兰花朵分泌出的蜜汁。呵呵，
小昆虫这么早就会使用“春药”了。

赶过来的尤格森蜜蜂，先停落在“水桶”
边缘，开始用前腿伸入桶内蘸上蜜汁，一下又
一下仔细地涂抹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为自己做
一个蜜汁 SPA。可水桶边缘太滑了，一不小
心，蜜蜂就滑入到水桶兰的蜜汁里。

蜜蜂终于“上钩”啦，这才是水桶兰不
吝制造如此浓香蜜汁的真正意图！

身陷蜜池的蜜蜂在里面拼命折腾，但水桶的倾斜度和
黏滑的墙壁，都令蜜蜂难以逃脱。这种茫然而绝望的舞
蹈，眼看着就要以蜜蜂的精疲力竭而画上句号。

到这个时候，水桶兰觉得时机已经成熟，这才“协
助”蜜蜂踏上“逃亡之旅”——给它展示唯一的一条活
路，水桶的一侧有一个通向花粉管的喷嘴状开口，这开口
也是为蜜蜂量身定做的！

慌不择路的蜜蜂，一旦进入花粉管，花粉管就会像弹
簧那样不断紧缩，阻碍蜜蜂的快速逃离。花粉管的终端是
头盔兰的花粉囊，雄蕊就藏在里面。在蜜蜂被困在花粉管
内挣扎的大约10分钟的时间里，水桶兰可以从容地分泌出
一种胶水，将花粉牢牢地粘在蜜蜂的背上。

大约10分钟后，背着花粉的蜜蜂终于爬了出来。待蜜
蜂晾干翅膀，它又可以重新飞翔时，蜜蜂似乎已经忘记了
自己刚刚经历的垂死挣扎。它又会在另一朵水桶兰蜜汁的
引诱下，再次跌进另一“桶”花蜜里，重复“表演”滑
入、挣扎、小孔逃生等一系列水桶兰设计的“动作剧”。

不同的是，这朵花会用花粉管顶端的一种特殊“设
备”，获取蜜蜂背上携带的花粉，将它完整“搬运”到雌蕊
柱头上。至此，水桶兰圆满完成了异花授粉。

传粉完成后，水桶兰把绚丽的花瓣，紧缩成一块皱皱
巴巴类似于抹布的黄色组织，关门大吉。此时，雄性尤格
森蜜蜂，在经历了两次全身“春药”SPA后，颠儿颠儿地
约会“情人”去了……

年复一年，水桶兰在属于自己的小小水桶里，对尤格
森蜜蜂实施着这个有惊无险而结局美好的策略，传宗接代。

虽然，水桶兰在最后关头“救助”蜜蜂带有某种功利
性，但如果尤格森蜜蜂无欲无求，也就不会被水桶兰一步
步牵着鼻子走了，还是蜜蜂不懂得“无欲则刚”的道理嘛。

然而，大千世界谁又能真正做到无欲无求呢？自然界
这种奇妙而滑稽的互助协作关系，能够代代传承，或许还
有我们未解的秘密。所以，如果在被人利用、成人之美的
同时，也能惠及自身，也算是一种双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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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
园的消息甫一传出，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我国为什么要建立国家植物园？与一般植
物园相比，具有哪些功能？公众是否能够
参与其中？

针对上述热点问题，1月11日，科普时
报记者在采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
和行业专家时了解到，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
个的原则，将分区域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
系建设，逐步实现我国85%以上野生本土植
物、全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迁地保
护的目标。

储备生物战略资源，建立可持续
利用的植物源头保存库

“亭亭如华盖”。说的就是我国云南局部
地区特有植物华盖木，其树干通直挺拔，树
冠形状奇特，从最初野外仅发现6株，到如
今回归自然1.5万余株，华盖木的新生，堪称
我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例证。

“保护植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重
大使命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中科院华南
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中国办公室主任文香英强调，植物
园作为专门从事野生植物资源收集保存、科
学研究、栽培驯化、发掘利用和种质创新的
研究机构，既是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相关产业发展的植物源头保存库，
也是国家植物资源本底和生物战略储备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在世界各地的濒危植物综合
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次批复在北京设立的国家植物园，规
划总面积575.59公顷，在现有北京植物园的

基础上，通过扩容提升，统筹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国家植物园。依托中国科
学院植物所建设的南园以科研实验为主，侧
重于植物基础科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植物资源利用核心技术研发；依托北京市建
设的北园以迁地收集、科普、展示为主，侧
重植物应用研究、珍稀濒危植物保育、园艺
植物收集展示、园林园艺技术研究及培训等。

与一般植物园相比，中国植物园联盟副
理事长陈进认为，国家植物园在布局上突出体
系完整性、在功能上体现综合性、在管理上体
现其专业性和高水准，进而为全国植物园发展
树立标杆；同时，其物种收集规模、科研能力
和综合影响力，也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维护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与迁
地保护缺一不可

叶片外形酷似梧桐叶、背面分布有白色
小绒毛的漾濞槭，是我国云南特有的珍稀濒
危植物，昆明植物园突破了种子育苗关键技
术，先后繁育出5万余株，彻底改变了漾濞
槭濒临高度灭绝风险的命运。目前，迁地保
护于昆明植物园和大理云龙志本山漕涧林场
的漾濞槭种群已经开花结实。

植物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核
心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作为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我国有高等植物3.6万余种。但是日益增
加的生境丧失、非法采伐和火灾、保护区的
不完全覆盖，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许
多野生植物野外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濒
临灭绝。

“野生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保护主要采取就

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措施。”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介绍
说，相对于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指把生存和
繁衍受到严重威胁的植物一部分（种子、花
粉、营养繁殖体等），或通过人工繁殖的植株
或培养物，在其自然环境以外的人工管护条
件下进行保存。其主要是针对珍稀濒危植物
而采取的重要方法，特别是那些分布于自然
保护地有效保护范围外的受威胁种类、种群
或散生单株。

孙卫邦解释说，在我国，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
要形式，而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
园体系是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的主要举措。
尤其是开展包括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在内珍稀
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不只是保护某个或某
几个物种，而是带动整个植物物种多样性保
护体系的整体提升。

“可以说，拯救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就是保护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生物资源。”
孙卫邦表示，许多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还在生
物演化史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种类
的基因资源犹如潜在的“绿色金矿”，将会被
人类不断发掘利用。

陈进强调，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二者缺
一不可、有机互补，构建我国较为完整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体系。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
是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生物多样性大国的
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创
新性实践，必将对全人类生物多样性保护产
生积极影响。

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国植
物园共迁地保护了18443种植物，其中11616

种为本土植物。

树立示范标杆，国家植物园体系
规划成熟一个设立一个

目前，我国有160多个植物园，隶属于
林业、科技、教育、住建、农业、医学等多
个部门，建立以国家植物园体系为引领的植
物迁地保护网络，可与就地保护体系有机衔
接、相互补充，有效实现中国植物多样性保
护全覆盖和可持续利用。

针对公众关心的国家植物园建设，孙卫
邦表示，国家植物园并非只建一个，按照北
京国家植物园建设标准，今后或将根据我国
植物区系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我国
不同地理区域建立国家植物园，形成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覆盖面广的中国国家植物园
体系。

另外，国家植物园会对外开放，让公众

参与其中。科学传播也是建设植物园的使命
之一，尤其是作为“自然课堂”，不仅针对社
会大众开展专业科普教育培训，也是科学传
播和人才培养的“摇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
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将综合考虑我国气候带与
典型植被区划特点、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现有植物园综合实力等因素，采取整合与新
建相结合的方式，稳步构建以代表国家形象
的国家植物园为核心，以代表典型气候带和
典型植被特征的区域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
家植物园体系，逐步实现我国85%以上野生
本土植物、全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
迁地保护的目标。

该负责人透露，国家林草局已牵头启动
国家植物园体系规划，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
个的原则，分区域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
建设。

图为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华盖木的
花朵。

孙卫邦 摄

以迁地保护为主以迁地保护为主，，国家植物园成熟一个设立一个国家植物园成熟一个设立一个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胡利娟

近期，一群迁徙的白天鹅飞抵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境内湟水河汇入
黄河处越冬，它们休憩、觅食、嬉戏，为冬日的黄河之滨带来勃勃生机。近年
来，兰州市着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通过人工投喂、加强监

测等措施保护迁徙候鸟。
图为1月6日在达川镇境内湟水河汇入黄河处拍摄的白天鹅。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黄 河 之 滨 天 鹅 舞黄 河 之 滨 天 鹅 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