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奇翼龙化石照片。

◁图 奇翼龙的艺术复原图。

（新华社发）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徐星和临沂大学教授郑晓
廷带领的科研团队，在研究这一小型恐
龙化石时发现，该恐龙的翅膀像蝙蝠那
样由翼膜构成，而不是像鸟类那样主要
由羽毛构成，并将其命名为“奇翼龙”。
4 月 30 日在线出版的英国 《自然》 杂志
上报道了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
恐龙形态差异性和鸟类飞行起源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学者在鸟类起源研
究方向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腕部棒骨引发的突破

这种被命名为奇翼龙的小型恐龙生
活于约 1.6 亿年前，属于一个名叫擅攀
鸟龙类的恐龙类群。该类群与鸟类亲缘
关系非常近，但长相奇特，有着短粗的
头，手部外侧手指极长，尤其是其僵硬
的羽毛呈丝状，更接近原始羽毛，而不
像其他似鸟恐龙和鸟类拥有的片状羽
毛。最奇特的是奇翼龙腕部的一个棒状
长骨结构，类似结构从来没有在其他恐
龙当中发现过，但却在一些会飞的四足
动物的腕部、肘部，或者踝部附近存
在，这些动物包括蝙蝠、翼龙和鼯鼠
等。奇翼龙腕部的棒状结构和日本鼯鼠
腕部长着的棒状结构尤其相像。在所有
这些动物中，这种棒状结构都支撑着翼
膜，用于飞行或者滑翔。在奇翼龙标本
上，研究者在棒状结构和手指附近发现
了残缺翼膜。这意味着奇翼龙有着和鸟
类及其恐龙近亲完全不同的翅膀，它的
翅膀像蝙蝠和其他会飞的四足动物一

样，主要由翼膜构成，而不是像鸟类及
其近亲那样主要由羽毛构成。

徐星研究员介绍说，由于这件标本
太过奇特，保存也不够精美，研究者花
费了很长时间才确认了这一结构。参与
奇翼龙研究的古脊椎所加拿大籍副研究
员舒克文博士介绍说：“开始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棒状骨结构是什
么，我因为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查
阅有关飞翔和滑翔脊椎动物的科学文
献，碰巧在一篇文献中看到这样的章
节，说鼯鼠具有一个棒状的软骨结构，

与腕部或肘部关联，支撑翼膜用以滑
翔，随后我在网络上发现的一个日本鼯
鼠腕部棒状结构的照片，显示出和奇翼
龙腕部棒状结构惊人地相似，我立即告
诉了徐星教授。”

为了揭示这一标本保存的重要信
息，尤其是确认这个棒状结构的性质，
徐星等采用了 CT 和扫描电镜等多种仪
器对化石进行分析，获取了包括软体组
织上保存的黑色素体在内的宏观和微观
信息，还分析了化石围岩和化石上的化
学组分，最终确认了奇翼龙腕部的棒状

结构是翼膜翅膀的关键组成部分。

进化之路充满创新尝试

郑晓廷教授说：“有着翼膜翅膀的奇
翼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期，因此它算是在
鸟类支系飞翔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先锋。
它提醒我们，在飞翔演化的早期历史
中，充满了创新尝试，许多支系成为了
演化的死胡同，只有现生鸟类的这种飞
行模式延续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奇翼龙”是已知最
短的恐龙名字。不仅如此，这个名字还
凸显了在恐龙向鸟类演化的过程中，这
一物种演化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翅膀，
完全不同于其他似鸟恐龙和鸟类的翅
膀。奇翼龙的发现，为翼膜状飞行器官
的趋同演化提供了一个绝佳实证，表明
即便是在以羽翼为特征的鸟类支系上，
也曾出现过翼膜翅膀。

尽管通过形态特征的分析和飞行能
力的计算，研究者相信奇翼龙的翅膀具
有空气动力学功能，但奇翼龙并不是一
个具有竞争力的飞翔者，它的空中生活
似乎只限于在树木之间作短距离的飞
翔，或者从高处飞翔到地面。研究者还
无法确定奇翼龙是采用扑翼飞行，滑
翔，还是二者兼具。最后一个方式极具
可能性，但以前一直被从事鸟类飞行起
源的研究者忽视，徐星认为这是未来探
索的一个重要方向，奇翼龙可能以滑翔
为主，辅助以扑翼飞行。

徐星教授介绍说，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中国似鸟恐龙和早期鸟类化石的大量
发现，鸟类起源研究方向近年来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进展，和人造探测器首次登
陆彗星等一起，入选美国 《科学》 杂志
评选的 2014 年度世界 10 大科学突破。
尽管如此，这一方向依然存在许多需要
解答的问题，依然是目前古生物学和演
化生物学的热点研究方向。近年来，采
用整合手段研究演化问题成为了学科新
趋势，许多学者从现生动物解剖学、生
理学、发育生物学，乃至基因组学角度
开始对鸟类起源问题展开了探讨，取得
了一批成果。我国需要加强各个学科交
流，采用整合手段在鸟类起源方向展开
更深入的研究，保持这一研究方向的领
先优势，推动更多相关问题的解决。

新 知 2015年5月7日 星期四 15

我国发现长有类蝙蝠翅膀的小型恐龙——

飞翔演化历史有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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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

航天医学可破解太空失重谜题
本报记者 陈 颐

鸟类及其恐龙近亲的翅膀

拥有一个共同特点：片状飞羽。

但一件来自我国河北青龙县侏

罗系地层的小型恐龙化石挑战

了这一认知，该化石珍藏于山东

天宇自然博物馆。

奇翼龙腕部的棒状长骨结构
和日本鼯鼠腕部长着的棒状结构
尤其相像。在这些会飞的四足动
物中，这种棒状结构都支撑着翼
膜，用于飞行或者滑翔。这意味
着奇翼龙有着和鸟类及其恐龙近
亲完全不同的翅膀。

奇翼龙的发现，为翼膜状飞
行器官的趋同演化提供了一个绝
佳实证，表明即便是在以羽翼为
特征的鸟类支系上，也曾出现过
翼膜翅膀。它提醒我们，在飞翔
演化的早期历史中，充满了创新
尝试，但只有现生鸟类的这种飞
行模式延续至今。

当我们看到宇航员从太空返回地面，
面带微笑接受人们的欢呼时，很少有人会
知道，这些经过千挑万选，身体素质超过
常人的宇航员在空间飞行过程中，骨质和
矿盐每月的丢失量为 1%至 2%。更令人
担忧的是，骨丢失现象不会因为宇航员适
应了太空生活而消失，如果在太空中工作
时间过长，骨骼和肌肉发生的生理变化几
乎是不可逆转的。

如何防止骨丢失已经成为现代医学
和空间科学面临的巨大难题。这正是中
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为
之努力破解的谜题。她对记者说：“如果
一直在太空中生活，宇航员根本不需要理
会骨丢失。我们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要让宇航员返回地面后还能正
常生活，并且，这一研究对更多人的健康
都有价值。我们面向航天开展前沿研究，
最终还是为了造福全人类。”

从细胞层面实现突破

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骨丢失可能是
人类宇航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50 年
前，美国航空航天局就将一种拉力强劲的
橡皮绳装置列为宇航员的重要训练装备；
几年后，脚踏车、拉力器这些在地面上十
分常见的健身器材也先后进入了“太空健
身室”。这些装置都有一项共同而重要的
用途：帮助宇航员克服因失重导致的骨丢
失和肌萎缩。2008 年，在中国航天员实
现太空行走之后，李英贤团队破解失重谜
题的征程随之正式起步。她的思路是，先
弄清楚失重是通过哪些分子来影响人体
骨骼，然后分析这些分子与骨丢失之间的
关系，最后利用这种因果关系，加速骨形

成或抑制骨流失，让宇航员的身体免受失
重的影响。她率领的团队用了一年多时
间，从 300 多个候选分子中，在全球首次
找到了会影响成骨细胞（也就是负责骨生
成的细胞）的小核酸分子，这就确定了失
重在人体内的作用目标，使得针对小核酸
分子干预的药物和手段，能够真正预防和
治疗失重对宇航员的伤害。李英贤在揭
示失重生理学效应分子机制上的重要发
现，对开展有针对性的失重防护奠定了基
础。因此，当这一成果在 2012 年公开发
表时，立即在医学界和空间科学界引起了
强烈关注。

李英贤告诉记者，这项研究之所以备
受瞩目，不仅在于其对太空医学的重要贡
献，更因其有望惠及更为广大的人群。人
类在衰老过程中，同样面临着骨量下降的

问题。仅在我国，就有 7000 万以上的骨
质疏松症患者，有较高几率患上骨质疏松
症者更高达 2.1 亿，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
老年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因此骨折，
而遭遇种种不便。

用科技创新为大众造福

她向记者强调说：“在失重性骨流失
基础研究方面，中国是比较领先的。我
们这个成果出来后，包括欧洲航空航天
局都要和我们合作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基础应用方面，
不仅面向航天，而且服务地面，让老百
姓也享受到科技的贡献。我们想把这个
成果更多地转化于为老百姓服务。如
今，骨丢失、心肌功能紊乱、肌肉萎缩
都是国际医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包括

免疫功能的调控和节律，都是我们航天
医学所面对的挑战课题。”

李英贤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
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在她心中，国家为
航天医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员
支持，这也让自己的事业始终萦绕着庄严
的社会责任。她说：“科研上总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困难，对未知的探索是从黑暗中开
始摸索。有时，一次次的设想不成功，就
会非常苦恼。特别是没有线索的时候，实
验了很长时间，都无法证实设想的正确，
甚至你的想法是不对的，那就只有从头再
来。”在李英贤眼中，失败与光明从来都相
伴相生。从研读文献，到反复实验，再到
最后的灵感闪现，正是每一次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时刻，让她感受到最大的快乐。

探索未知的道路总是充满崎岖，但正
是追求知识的渴望和逆水行舟的坚持，让
李英贤一次又一次战胜科研之路上的艰
难险阻。细胞养了一批又一批，小鼠繁殖
了一代又一代。她和同事曾在遭遇停电
的酷暑，为了保障小鼠安然无恙而人工降
温、日夜守候。

然而，在科学研究的生涯中，李英贤
又是幸运的。小时候，充满哲学思想的父
亲引导她走上了自然科学道路，并经常作
诗鼓励她继续自己的研究。在生活中，她
的家人更是她坚强的后盾。如今，李英贤
赶上了国家载人航天大发展的年代，优越
的平台建设和保障，使得李英贤在航天医
学的天地里自由翱翔。李英贤对记者说：

“科学从来都不枯燥，相反在其中存在着
真、善、美——小细胞就是大世界，而有了
美，才能有热爱。科学无止境，奋斗无终
点，成功是汗水的结晶。”

“厄尔尼诺”一词，最初用来表示每年圣诞节前后
沿南美洲厄瓜多尔海岸出现的一支微弱且向南移动的
暖性海流。后来，科学界常用此词表示南美洲秘鲁和
厄瓜多尔附近海域发生的“尺度为几千公里的东西赤
道太平洋上水温的异常增暖现象”。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时，水温往往要比正常
年份高出3至6℃，因此，上述海域内的大量浮游生物
或鱼类会因无法适应水温的突变而大批死亡，使得太
平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海洋经济蒙受严重损失。也由于
温度的突变，也使上述地区雨量大增，造成生态系统的
严重破坏。

为什么会发生“厄尔尼诺”现象？这得先从海水水
温变化对气候的影响说起。在正常情况下，赤道南、北
两侧的低纬度地区属“信风带”范围。“信风”带动着海
水从东向西流动，形成了南、北两股流向平行的赤道暖
流。在南半球，海水从赤道东太平洋流出以后，“空出
来”的位置就由下层的“上升流”来补充。由于下部海
水的水温低，就使赤道太平洋的东西两翼海水水温产
生了明显差异。靠着这种热力上的差异维持着赤道上
空大气的东西向环流：太平洋东部海温低，空气下沉，
出现干旱气候；西部海温较高，气流上升，造成湿润多
雨的气候。

但是，有些年份东南信风会减弱，甚至会逆转变成
西风。这样，赤道两侧的东太平洋沿岸的冷海水由底
部向上翻动的势头就会减弱，甚至消失。“赤道逆流”势
力则会明显加强。同时，在较大洋面东西坡度的作用
下，有更多的暖水被赤道逆流裹挟东涌，结果就使得赤
道东太平洋的表层海水温度急速上升并不断向西扩
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海水团。另外，由于秘鲁、厄
瓜多尔沿岸的冷洋流水温上升，大气层的结构也就随
之变得极不稳定，于是就出现了大气层的深厚对流，降
水量猛增。另一方面，在南太平洋西部，由于南赤道暖
流受阻削弱，表层水温相对下降，大气运动也减弱，本
应多雨的气候却变得异常干旱⋯⋯这就是“厄尔尼诺”
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全过程。

此外，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最新报告说：“厄尔尼诺”
现象也可能是由于水下火山熔岩流动引起的。这种熔
岩流动从大洋底地壳断层喷出，将大量炽热能量传给
赤道附近太平洋水体。水体变暖后，会使太平洋表面
大气压力下降，使正常东西方向运行的“信风”变弱，甚
至逆转变成西风，从而抑制了南赤道暖流的西进进而
导致相关区域的底层冷海水停止上翻，造成这一海域
表层水温的持续上升⋯⋯

“厄尔尼诺”现象会给太平洋沿岸乃至全球各地生
态环境及气候带来不利影响，其中包括我国。据专家
们研究，距离最近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导致全球
气候出现异常。南美洲多国遭遇洪涝灾害。其中，巴
西发生了1930年以来最严重旱灾，农业区遭受1965
年以来最大损失。预计在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中，全球
多数地区玉米单产都将有所下降。

厄尔尼诺现象对我国所造成的气候影响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台风减少。厄尔尼诺现象发生后，西北太
平洋热带风暴（台风）的发生个数及在我国沿海登陆个
数均较常年减少。

其次，是我国北方夏季易出现高温、干旱。通常在
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我国的夏季风较弱，季风雨
带偏南，长期滞留在中部或长江以南地区，致使北方地
区夏季往往容易出现干旱、高温。

第三，是我国南方易发生低温、洪涝灾害。厄尔尼
诺对我国各地影响更多的是发生在次年，如1931年、
1954年和1998年，都发生在厄尔尼诺年的次年。其
中，1997-1998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导致了1998年夏
天长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流域性特大洪水。

根据气象水文预测分析，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今
年夏季，我国可能出现“南涝北旱”：江淮流域和江南降
水可能会比常年同期偏多，局部出现洪涝灾害，防汛抗
旱形势不容乐观。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后，我国当年
冬季温度偏高的概率较大，容易出现暖冬现象。2014
年12月至2015年3月的气温就比较高。

（作者系中国气象学会会员）

自今年 3 月起，气象专家发现，赤道中

太平洋海域海水出现明显升温，厄尔尼诺

又有抬头迹象。预计水温还会进一步持续

升高，到今年秋天或更晚的时候，热带太平

洋地区温度将超过厄尔尼诺阈值，进入强

厄尔尼诺状态。

专家教你认识

“厄尔尼诺”
王乃仙

青岛现焰火流云

近日，青岛市浮山一带出现平流雾，被城市灯光照

亮的部分如焰火流云，缓缓飘过城市上空。每年四五

月份是青岛市平流雾出现的高发期，平流雾给这座沿

海城市带来如梦美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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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冰制

郎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