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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有上下颌的嘴巴是人进食、呼吸、交流的
重要器官，也是从鱼到人全部有颌脊椎动物的共
同特征。人的上下颌骨构造并不复杂，但它们却
经过了曲折复杂的演化历程。

人类颌骨的起源问题是个谜团。11年前，
《科学》杂志就将“翼、鳍与面孔如何发育演
化”定为125个最具挑战性问题之一。日前，《科
学》杂志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朱敏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阿尔伯格
联合团队的一项最新成果，科学家在一条4.23亿
年前的小鱼身上发现了新的秘密。这一成果为描
绘面孔如何发育演化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寻找古鱼
大约 4.19 亿至 3.59 亿年前的泥盆纪被称为

“鱼类时代”。随着鱼类时代的落幕，邓氏鱼和其
他盾皮鱼类在泥盆纪末期突然绝灭，成为演化的
“死胡同”，它们留下的生存空间被更进步的硬骨
鱼类和软骨鱼类瓜分。

古生物学家一直在试图弄清这些类群之间的

演化关系，进而理清人类远祖的谱系，但却
只有一鳞半爪的零碎材料。找到完整保存的
古鱼，是全球古生物学家梦寐以求的“圣
杯”。

志留纪到泥盆纪时的中国南方是漂泊在
赤道附近的孤洲，云南处于孤洲南部。云南
曲靖志留纪晚期的潇湘动物群堪称失落的古
鱼“王国”。这让科学家燃起了新希望。

●怪鱼“麒麟”
朱敏等人发现这个古鱼“王国”主要组成是

全颌盾皮鱼类。“它们长着硬骨鱼模式的上下
颌，身体其他地方却保持着典型盾皮鱼的样子，
显示硬骨鱼类由盾皮鱼类直接演化而来。”朱敏
说，“这颠覆了对鱼类时代各大类群间演化关系
的认识。”

随着发掘的深入，朱敏等人在潇湘动物群中
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全颌盾皮鱼——长吻麒麟鱼。
麒麟鱼的名字一语双关：既以发现地曲靖市麒麟
区命名；也寓意它像传说中龙头、鹿角、麋身、牛尾
的神兽麒麟一样，集多个类群的特征于一身。
“它的头既有点像海豚，又有点像鲟鱼，前

端有前伸的扁平吻突，之后是隆起的‘额头’，
口和鼻孔都位于腹面。它的躯体呈长长的箱形，
底部平坦。”朱敏说，“在志留纪曲靖的海湾中，
它们大概聚集成群，在水底缓慢游动，用吻部翻
起泥沙，寻找蠕虫和有机碎屑为食。”麒麟鱼体
型不大，活体长约20厘米，外表也不太起眼，但
朱敏等人却在这条小鱼身上找到了一条关键的演
化线索。

●拨开迷雾
典型的盾皮鱼有三对简单的膜质颌骨，称为

“原颌状态”，而硬骨鱼有内外两个系列的复杂膜
质颌骨，称为“全颌状态”。此前研究表明，人
类的主要颌骨可追溯到全颌状态中。两种状态间
存在着宽阔的演化鸿沟，据推测其间可能产生过
大的重组。

朱敏等人发现麒麟鱼具有一副“不完全的全
颌”，其颌骨处于全颌鱼和其他更原始盾皮鱼类之
间的过渡状态。“这表明从原颌到全颌的演化是渐
进过程，而非过去认为的产生过巨大重组。”朱敏
认为，麒麟鱼为还原颌的早期演化历程提供了重
要证据。他们提出了从原颌状态到全颌状态的演
化新理论：盾皮鱼类的三对内侧颌部骨骼向外位
移，变成了全颌状态中的三对外侧边缘颌骨。因
此，人类颌骨可向前一直追溯到更古老的远祖
——原颌盾皮鱼类中。

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主席、澳大利亚弗林德
斯大学教授约翰?朗评论称，这一关键突破“扫除
了人们在脊椎动物颌演化认识上一个大的盲区”。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盾皮鱼类并非原始、笨
拙、早已绝灭的演化“死胡同”。正是盾皮鱼类
奠定了后来脊椎动物的演化蓝图，它们中的一支
——全颌盾皮鱼类——成为包括人类在内征服了
今日地球水域和陆地的硬骨脊椎动物的直系祖
先。而潇湘动物群这个4亿多年前失落的“古鱼
王国”，还将持续为盾皮鱼类乃至整个脊椎动物
的早期演化史补上更多的断章。

（据《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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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名中国游客在国外贪小便宜，顺走了

酒店的马桶盖，对方索要，便寄还回去，并且道歉取得了谅

解。这件并不复杂的事掀起舆论风波，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讨

论的焦点，显然是被放大了。

很多人习惯于把个体的不文明放在“国民素质”的放大镜下去观

察，把一些孤立的事件不自觉地归纳到“国人素质不济”的认识框架中，

以此表达自己作为一个“爱国者”的深切忧虑。

中国人口众多，少数人的不

文明并不足以说明国人素质的整

体情况。很多时候，人们的素质

受家庭熏陶、学校教育以及自身境

遇的影响。一个人的不堪也不能

说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不堪。

厘清个体和整体的关系，就不必

对少数人的劣迹太过忧虑。

人们为什么对一些人在国外旅游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异常敏感？为什么总

是习惯于把一些事情拿来认真讨论？归根到底，是因为富起来的中国人，

与世界打交道越来越多，内心深处渴望给世界留下良好印象，少数国

人的不文明则构成一种现实阻碍，令人非常着急。这种着急折射

的，是一种文明的饥渴，人们渴望自己的同胞能够摒除不

堪、彰显文明，整体上提升中国人的群体形象，而

不是给人一种暴发户的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对少数中国游客在海外的不文明行为

猛加批判，可以对文明养成起到一定的舆论倒逼作用。但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以为，除批判外，眼下中国最

需要的是构建一套新的文明准则。

中国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明，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

邦”。既然是礼仪之邦，就需要内在的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要

求，与中华传统道德伦理一

脉相承，尊老敬贤、仪尚适

宜、礼貌待人、容仪有整、修

身正行等伦理要求需要加强培

养。同时，我们也应注重外在

的礼节培养。《琅琊榜》等电

视剧里的拱手礼，每每让人

感觉良好；从中国流传过去的鞠躬礼，让日本成为世界公认的“有礼貌的国

度”……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中汲取积极的养分，形成中国人内外兼修的文明

呢？

一个人的不文明抹黑不了整个国家的形象，但国家形象的塑造需

要每一个人的努力。“马桶盖事件”折射出：文明有赖于每个人自

觉地践行文明，也离不开提升国家形象的整体考量。

（据《光明日报》）

新 闻 点 击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时装周上，模特在T台上展示时装。本次发

布以千年商都广州为主要设计元素，结合岭南传统工艺“三雕一彩

一绣”，并联手岭南知名画家邓小玲和蒙复旦，共同创作出一幅美轮

美奂的画卷。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摄

深秋的羌塘草原，已经寒气逼人。皑皑雪山下
的湖畔，成群的藏野驴、藏羚羊，正尽情地享用入
冬前的最后一片青草。
“这两年，在公路边就可以看到成群的野牦牛、藏

野驴、藏羚羊，甚至还可以看到棕熊，这在六七年前是
难以想象的。”西藏自治区双湖县林业局干部次仁达
吉说，近年来政府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科学合理利用
草地生态资源，不但让羌塘草原重新成为野生动植物
自由生存的家园，也实现了保护生态和增加农牧民收
入的“双赢”目标。

建立自然保护区

羌塘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北方高地”，平均海拔
5000米以上，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在申扎县境
内查藏湖的鸟岛上，栖息了上万只黑颈鹤、斑头

雁、赤麻鸭等鸟类，它们完全不理会站在湖畔的人。
“我们这里的动物不怕人。”如此的和谐状态，

正是精心保护的结果。
曾经，随着贯穿西藏自治区北部公路的修建，

进入草原的商业性盗猎者越来越多，以前遍布羌塘
高原的野牛种群甚至被猎杀到了绝迹的边缘。上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羌塘草原上的盗猎现象尤其
猖獗。“太残忍了，整片草原都要被染红了。”那曲
林业局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起当年近400只藏羚羊被猎
杀的惨烈情景，仍义愤填膺。

为了保护这片高原净土和栖居于此的生灵，
1993年，西藏自治区建立了羌塘自然保护区。2000
年，羌塘自然保护区被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同时，那曲地区还在保护
区内推行野生动物保护行政领导责任制，建立以乡
村为基础，自下而上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系，先
后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成了那曲管理局和多
个管理站，加强反盗猎工作。

那曲还整合各种资源，加强与阿里地区和青海、
新疆有关方面的合作，开展了“候鸟行动”“藏羚羊保
护专项行动”等一系列集中整治行动。随着保护力度
不断加大，现在草原上大规模盗猎现象基本绝迹。

野生动物数量增长

“在野保员和广大农牧民参与下，羌塘草原的野
生动物保护取得明显效果。”那曲地区林业局局长米
玛次仁说，那曲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增
长。初步统计显示，目前在那曲地区生活的藏羚羊
种群数量达到15万多只，藏野驴8万多头，野牦牛1
万多头，黑颈鹤6000多只。

如今，在藏北能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是
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许多牧民争着抢着给乡里打报

告，申请当野保员。
双湖县雅曲乡牧民嘉聂从2008年就开始担任这

个在他看来很神圣的职位。整个雅曲乡像嘉聂一样
的野保员有十几个。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自己负
责的区域内，对野生动物进行巡护，保护它们不受
伤害，并监测它们的种群数量和生活习性。除此之
外，他们还负责向村民们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而在整个那曲地区，从本地农牧民群众中选聘的野
保员有400多名。

不过，随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增加，雪豹、
棕熊等野生动物不时进入人们的视野，甚至偶尔袭
击家畜、伤人。对此，西藏于2006年启动了野生动
物肇事损失补偿工作，对受害农牧民予以补偿。近
年来，仅那曲地区落实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政策，就
累计向农牧区民众兑现补偿资金达1亿多元。与此同
时，林业部门还开展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商业保险
试点工作。

生态补偿帮助农民

由于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羌塘的植被极其
脆弱，一旦受到破坏就极难恢复。为了给野生动物
腾空间，保护草原植被，近年来，那曲地区积极落
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先后共减畜157万绵
羊单位。

截至2015年底，已经兑现补奖资金25亿元，仅
2015年就有45万群众从中受益，人均增收1300元。
补奖工作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那曲畜牧业发展方
式的转变，实现了牧民收入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双
丰收。从今年开始，西藏自治区还将投入4800多万
元，在申扎县等地试点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政策特别好，既保护生态又富裕了我

们的生活。”班戈县青龙乡居民边杰说。

羌塘

农牧民争当动物保护员
本报记者 扎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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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与越南建口岸应急机制
本报电 日前，在越南岘港举行的昆明海关与越

南老街省、奠边省、河江省、海防市海关局第十次会
谈上，中越双方主要负责人就在中越署局级海关合作
框架下，建立对应口岸海关间应急处置联络机制达成
一致。应急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双方企业在进出
口环节遇到的实际问题、应对中越边境口岸突发事
件，更好开展便利通关务实合作。昆明海关关长康川
表示，所属河口、天保、金水河海关将指定联络员并
对社会公布，负责收集企业通关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以便及时协商越方解决，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会议还就双方口岸开放程序及管理规定、边民互
市管理、海关企业管理等事项进行交流介绍，共同商
讨开展边境缉私联合行动等事宜，同时在通关便利化
措施、监管合作、边境海关能力建设等领域进行讨论
磋商。 （李 楠）

深圳：
自动拉链潮汐车道现身
据新华社电（白瑜、孙飞）记者日前从深圳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局获悉，深圳治理拥堵再出新招，可全
自动机械化地“吞吐”道路隔离带的潮汐车道“拉链
车”上岗，国内首条快速路自动化潮汐车道正式启用。

参照美国金门大桥潮汐车道的设置经验，深圳交
警部门订制并使用了全国首台快速路自动化潮汐车道
作业车，潮汐车道“拉链车”的变道作业速度可达5公
里-10公里/小时，可像调整“拉链”一般按照车流量
随时“吞吐”为潮汐车道专门研制的水马组合体，动
态调整车道宽度。不到20分钟就可完成作业，不影响
其他车辆通行。

据介绍，目前潮汐车道适用于中型及以下机动车
行驶，潮汐车道入口前均设置了三级提示，潮汐车道
起、终点均设有电子显示屏，司机可根据屏幕显示的
车道开启或关闭状态，选择是否进入潮汐车道。

南京：
通关使用“掌上物流”

日前，南京海关推出以手机二维码为载体的“掌

上物流”卡口验放新模式。在新模式下，物流企业车

辆在场停留时间缩短80%以上，报关和非报关货车通

关时间分别仅需3分钟、1分钟。

图为司机正在使用“掌上物流”通关。

朱 丰摄影

走进岭南画卷科学家揭秘人类面孔发育演化——

颌骨源自古鱼类
丁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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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需内外兼修
李思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