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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演化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
发现。

他们不是早期现代人、不是尼安德特
人、不是海德堡人，也不是直立人。他们是
一种新的古老型人类，目前还无法将其归
入任何已知的古老型类群之中。

他们是谁？
许昌人！
3月3日，《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

河南“许昌人”头骨化石的研究论文——
《在中国许昌发现的更新世晚期古老型人
类头骨》。这篇论文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美国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合作完成。

这几家机构的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在
距今10.5万年至12.5万年前，中国境内生
存着一群体质特征非常特殊的古老型人类
——“许昌人”，其头骨呈现出更新世晚期
人类、东亚中更新世直立人以及欧洲尼安
德特人的混合特征。“许昌人”特殊的体质
特征，反映出东亚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特
点既具有一般性的趋势，同时还呈现出一
定程度的地区连续性和人群间交流。

这项研究以翔实的化石形态特征和精
细的地层年代数据，提供了华北地区晚更
新世早期人类形态变异及演化模式的化石
证据，标志着我国学者在人类演化研究领
域取得了又一项突破性成果。

10万年前古人类头骨

“许昌人”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
野，它曾是重大的考古发现，在 2007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榜单上位居
榜首。

“许昌人”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是在河南
省许昌市的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

灵井遗址最早在1965年被发现，但当
时还未发现人类头盖骨化石。1965年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周国兴在位于河南省许昌市西北约 15 公
里的灵井镇西侧一个村民挖井挖出的堆积
物中，采集到一批“中石器时代”的动物化
石和打制石器。

2005 年至 2016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李占扬领导的考古队对灵井
遗址展开了连续 12 年的挖掘，发现了 45
件人类头骨碎片化石，还发现了古人类制
作使用的石器以及2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

其中，2007 年年底出土的 23 块古人
类头骨断块，因处在现代人起源敏感时段
的 10 万年前，从而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
之后，该头骨被命名为“许昌人”，并被评为
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2014 年 4 月份，“许昌人”遗址考古发
掘又有重大发现——出土了 22 块人类头
骨碎片，包括完整的枕骨、部分顶骨、眉脊
和颅底骨等，骨骼多数可拼接复原。其中，
有3块可以与2007年的头骨拼接在一起，
被命名为“许昌人”1号。16块碎片属于另
外一个个体，这是第二颗10万年前的古人
类头骨化石，被称作“许昌人”2 号。此外，
还有 3 块游离的不能拼接的头骨碎片，分
别命名为“许昌人”3号、4号和5号个体。

“许昌人”化石地点沉积物的测年研究
由北京大学教育部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重
点实验室周力平教授负责，他的研究组应
用最新的光释光测年技术，从沉积物中分
离出石英和钾长石两种矿物，尝试了多种

测量方法，最终获得了精度很高的光释光
年龄数据。

通过地层对比、动物群组成分析及
光释光测年等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这
些人类化石的年代被确定为 10.5 万年至
12.5 万年前。

“许昌人”拼图很混搭

2014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领导的研究
小组对“许昌人”头骨化石开展了修复、拼
接、复原和研究工作。

“许昌人”头骨化石出土时已经破裂成
碎片,共计 45 块。经过鉴定，确认这些头
骨碎片代表5个个体，其中1号和2号个体
相对较为完整。

“许昌人”1号由26块游离的头骨碎片
组成，复原后的头骨保留有脑颅的大部分
及部分底部,代表一个年轻的男性个体；

“许昌人”2号头骨由16块游离的碎片拼接
而成，复原后的头骨保存有脑颅的后部，为
一较年轻的成年个体。

研究小组采用形态观测、高清晰度
CT 扫描、手工及三维虚拟复原等手段，对

“许昌人”头骨做了拼接和复原，分别制作
了 1 号和 2 号人头骨虚拟及实体的复原头
骨及颅内膜。在此基础上，对“许昌人”头

骨形态特征、测量数据、脑形态、脑量、颅骨
内部结构等特征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并与
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化石及数据作了对比。

他们研究发现：“许昌人”头骨呈现复
杂的混合及镶嵌性形态特征。

首先是脑颅的扩大和纤细化。1 号头
骨的颅容量约为 1800cc，2 号头骨虽然小
于 1 号，但也位于晚更新世人类的平均值
附近，骨壁变薄，颅形圆隆，枕圆枕弱化，眉
脊厚度中等。从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早
期，人类脑量具有增大及纤细化的演化趋
势，“许昌人”头骨明显扩大的脑量符合这
一演化特点，进一步证实这一时期的人类
具有相似的演化模式。

“许昌人”还具有东亚中更新世早期人
类（如周口店直立人、和县直立人等）的原
始及共同特征：包括低矮的头骨穹隆、扁平
的脑颅中矢状面、最大颅宽的位置靠下、短
小并向内侧倾斜的乳突。许昌人头骨具有
东亚古人类一些原始特征及若干共同的形
态特征，提示从更新世中、晚期，东亚古人
类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演化模式。

“许昌人”还具有与典型的尼安德特人
相似的两个独特性状。一个性状表现在项
区,包括不发达的枕圆枕、不明显的枕外隆
突伴随其上面的凹陷。另一个性状是内耳
迷路的模式，前、后半规管相对较小，外半
规管相对于后半规管的位置较为靠上。这

两个独特性状，第一个特征枕圆枕上凹以
前在东亚古人类化石中没有出现过；另外
一个特征（内耳迷路比例）过去在东亚古人
类化石中只出现了 1 例。“许昌人”头骨在
枕圆枕上凹和颞骨内耳迷路半规管的形态
上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相似，暗示了两个
人群之间基因交流的可能性。

“许昌人”头骨具有的这种混合性，尤
其是镶嵌性头骨形态特征，反映了东亚更
新世人类演化特点：既具有一般性的趋势，
同时还呈现一定程度的地区连续性，以及
存在与其他地区古人类之间的交流。

中国人的祖先来自哪儿

“许昌人”头骨为何广受关注？
因为这涉及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
应该区分开的是，现代人起源不等于

人类起源。人类起源是指古猿怎样演变成
人，是从猿到人。现代人的起源是指早期
人类怎样演变成现在生活在世界各地的
人，是从人到人，是人类演化过程中最近的
一段。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
种说法。

“非洲起源说”认为，世界各地的现代
人都是非洲早期人类的后裔。

“多地区进化说”认为，中国现代人是
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进化而来的，但这
个进化体系缺失距今 5 万至 10 万年间的
人类化石。

这两种观点长期对峙，“非洲起源说”
占据上风。因为在“许昌人”发现以前，已
知最早的两块现代人化石都出自南部非
洲，被认为早于 10 万年前，被“非洲起源
说”的拥护者们用以作为主要证据支持。

“许昌人”恰好被断代为距今 10 万年
左右，弥补了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最重
要“缺环”，对“非洲起源说”构成了不可回
避的冲击。

据主持“许昌人”化石研究的文章通
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介绍，课题组先后在
湖北郧西黄龙洞、湖南道县福岩洞等地发
现了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在现代人起源领
域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先后完成了对广西
崇左智人洞、马坝等中更新世晚期及晚更
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形态、病理等研究，
提出很多新观点，比如早期现代人至少
10 万年前在华南地区出现、部分中国更
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具有欧洲尼安德特人形
态特征等。

同时，他们在研究中注意到东亚地区
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不同步，在化石形态
方面呈现明显区域性差别。但这一地区早
期现代人直接祖先的地区分布及化石特征
还不清楚，尤其缺乏可靠的化石证据。

“‘许昌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为探讨
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化石证据。”吴秀杰研
究员认为，“许昌人”很可能代表着华北地
区早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

“‘许昌人’头骨化石呈现的复杂及镶
嵌性形态特征，为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地区
连续性以及与欧洲古人类之间的交流提供
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吴秀杰说。

但吴秀杰也指出，东亚更新世晚期人
类演化比以往研究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东
亚古人类演化并非单纯的“线性进化”或者

“取代”的简约模式，在晚更新世早期，东亚
地区可能并存多种古人类群体，不同群体
之间有杂交或基因交流。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远古人类版的“贵
圈真乱”嘛！

《科学》杂志报道中国古人类重要研究成果

中国发现新的古老型人类许昌人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小龙虾被誉为“夜宵界的网红”。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 3 万亿元的餐饮市
场中，小龙虾的市场规模已超千亿元。

然而，伴随小龙虾市场的火爆，关于小
龙虾的负面新闻从未间断——臭河沟里长
大、专吃垃圾腐烂之物、基因改造、重金属
超标等，这让不少消费者“谈虾色变”。

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该如何吃？《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江苏淡水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唐剑青。

小龙虾学名为克氏原螯虾。因形态与
海水龙虾相似，但个头较小，所以常被人们
称为淡水龙虾。小龙虾原产于墨西哥北部
和美国南部，现已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性常见品种。

小龙虾于 1918 年进入亚洲，作为观赏
性动物由美国引入日本本州。20 世纪 30
年代，小龙虾由日本传入我国南京生存繁
衍。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初，南京人已开始
食用小龙虾，小龙虾开始向周边扩散。进
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经济发展，广大
消费者对小龙虾的认识逐渐提高，加之国
民流动增加，小龙虾迅速向全国各地扩散。

很多人说，小龙虾很脏，是在臭水沟里

长大的，其实不然。唐剑青说，“因为小龙
虾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在一些其他
鱼虾不能生存的富营养化水体中存活，所
以人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城郊接合部的排水
沟渠中发现小龙虾的身影。但小龙虾在这
些水体中仅是存活时间比其他鱼虾长一
点，一般不能繁育后代”。

记者了解到，小龙虾属于杂食动物，比
较喜欢吃泥、植物、小鱼、小虾、浮游生物、
藻类等。小龙虾在食用微藻类植物后会产
生虾青素，并在体内不断积累产生超强抗
氧化能力，机体内虾青素含量越高，其抵御
外界恶劣环境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虾青
素是小龙虾顽强生命力的强有力保障。这
就带给人们认识上的错觉：小龙虾必须生
活在肮脏的环境中。

据唐剑青回忆，2000 年前我国还没有
大量食用小龙虾时，其遍布于南京郊区，主
要生活在较好的水体中。一下雨，小龙虾
就会顺着水流进入排水沟渠，后因爬行能
力较弱难以离开，只能在这种环境中生活，
并能存活较长一段时间。

事实上，当前我国食用小龙虾数量巨
大，自然水域中的小龙虾资源大量减少，城

郊接合部的排水沟渠更是很难找到小龙虾
的身影。目前，人们大部分食用的小龙虾
均为规模化饲养。

关于小龙虾吸附重金属的问题，唐剑
青表示，小龙虾可以在多种环境下生存，包
括一些污染的水体，并从环境中富集污染
物，体内重金属污染物浓度可以高出周围
环境数倍。这些污染物通过鳃交换或者摄
食过程进入体内，在肝脏、鳃和外骨骼中富
集。因此，小龙虾在重金属超标的环境下，
生物富集作用十分明显，但只要小龙虾生
活的产地环境重金属不超标，食用小龙虾
就是安全的。小龙虾在发育和生长过程中
经历若干次脱皮，每次脱皮之前都将几丁
质外骨骼脱去，然后重新分泌形成新的几
丁质外骨骼，通过脱皮活动不断地将重金
属弃置于体外，这也是小龙虾的排毒机制。

从江苏省小龙虾的检测情况来看，到
目前为止，全省抽样小龙虾重金属检测合
格率达100%，尚未发现重金属超标虾。

我国小龙虾主产区是长江和淮河流
域，每年都有洪涝雨季，发水后总有一些养
殖虾从养殖区逃逸，进入一些污染的水体，
存在的安全隐患十分严重。因此，唐剑青

建议，在这一时期购买小龙虾要特别注意，
尽量食用养殖虾，一些所谓的野生虾因水
体情况不明，虾的质量安全没有保障，特别
是城郊接合地区污染源较多，捕捞的野生
虾最好不要食用。

此外，专家表示，人们要买刚刚长大
的小龙虾，选购时要会看皮色：老龙虾的
颜色红得发黑或红中带铁青色，青壮龙虾
则有一种自然健康的光泽。再用手碰碰
虾壳，铁硬的是老的，像指甲一样有弹性
的才是刚长大换壳的，要尽量购买软壳的
小龙虾。

大多数餐馆的小龙虾都是做好端上餐
桌的。在吃小龙虾之前，最好看一下小龙
虾躯体：如果尾部蜷曲，说明入锅之前是活
的。如果尾部是直的，说明入锅之前就已
经死了。入锅前死的小龙虾是不能吃的，
可能会引起铅中毒。此外，龙虾头部易吸
附重金属和细菌，食用时最好去头。

关于寄生虫的问题，专家介绍，小龙虾
与河蟹、青虾等淡水甲壳动物基本一样，只
要高温煮食就是安全的，寄生虫和卵在
100℃以上 6 分钟就会全部死亡。在我国
都是食用煮熟的小龙虾，因此是安全的。

小 龙 虾 该 怎 么 吃 ？
本报记者 常 理

在近日闭幕的“共促心理健康服务发展——
第三届全国心理服务机构发展模式研讨会”上，一
套基于 VR（虚拟现实）技术的心理治疗解决方案
对外亮相，为心理治疗领域提供了全新视角。

心理健康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正常生
活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
者已超过1亿人。在VR技术出现之前，心理学家
们处理各类心理创伤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类是
暴露冲击疗法，一类是系统脱敏疗法。研究结果
显示，VR 心理治疗的疗效在一定程度上优于上
述两种疗法。因为传统方法是让患者回想经历过
的创伤或灾难，这至少会出现3个不可控因素：一
是有人根本不愿意去回忆；二是有些人会选择性
忘记，回忆不起来；三是有些人回忆起的仅为片
段，这会大幅降低治疗效果。

VR 技术心理疾病治疗则充分借鉴了传统疗
法的长处：用现代 3D 建模和计算机交互分析技
术，在心理学家的指导下，把常见导致心理创伤的
情景预先设立好，在心理治疗时，只需根据患者实
际状态调节阈值。然后，心理咨询师通过 VR 设
备对患者实行交互分析与干预，就可起到有效治
疗的作用。

以车祸后的 VR 心理治疗为例，让患者带上
可以监测身心状态的 VR 眼罩，进入正在开车的
虚拟场景，重温车祸历程。伴随着恐惧、焦虑等情
绪上升到最高点，当患者无法面对车祸虚拟场景
时，经过VR设备音效和各种阈值的调整，患者重
获平静，最终克服了恐惧。

国际 VR/AR 治疗协会秘书长晁水表示，“大
部分焦虑、创伤和恐惧症，在经过 8 次到 12 次的
VR 治疗后，会有很大康复甚至痊愈的可能”。

（广 原）

精神疾病患者获福音

VR技术增翼心理治疗

据新华社电 动物细胞中的线粒体是机体的
能量“加油站”，但它在提供能量时会生成对自身
有破坏作用的活性氧。研究中，俄罗斯科研人员
发现一种专门针对线粒体起作用的靶向抗氧化
剂，不但能保护线粒体，还能显著延缓衰老。

线粒体是大多数细胞的重要细胞器，营养物
质会在线粒体内发生氧化并释放出供细胞完成各
种生命活动的能量。在这一过程中，线粒体内还
会生成正常代谢的副产物——活性氧类物质，但
当后者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对包裹着线粒体
的包膜产生破坏作用，引发细胞衰亡。

俄科学院院士斯库拉乔夫和同事在新一期美
国学术期刊《衰老》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一种治疗
干眼症的眼药水所含的人造分子SkQ1是一种以
细胞线粒体为靶向的抗氧化剂。它能专门潜入线
粒体内部，抵消活性氧过多所带来的危害。

研究人员培育出一种线粒体DNA（脱氧核糖
核酸）容易突变的小鼠，它们最多能活大约 290
天，远低于正常小鼠近 3 年的寿命。研究人员将
这些小鼠分成 AB 两组，给 A 组小鼠提供普通饮
食，B组小鼠的饮食中则加入SkQ1抗氧化剂。

在这些小鼠生长到240天时，A组小鼠已明显
出现脊椎弯曲、行动不灵便等衰老表现。此时，B
组小鼠却没有明显衰老迹象，它们会活到280天后
才会衰老。最终，B组小鼠平均寿命为335天。

分析显示，小鼠线粒体DNA频繁突变会导致
过度生成活性氧，引发细胞大量死亡和机体早衰，
而 SkQ1 抗氧化剂可清除小鼠线粒体内的活性
氧，帮助心脏和肝脏细胞的线粒体在一段时间内
保持正常细微结构。

斯库拉乔夫认为，上述发现可能有助治疗人
体细胞线粒体的某些病症，延缓人体细胞衰老。
研究人员还需要深入分析SkQ1分子的抗氧化机
制，并适时开展临床试验。

科学家发现一种靶向抗氧化剂

延缓衰老或将成真

两名工作人员在做VR技术试验。
（资料图片）

图 ③ “ 许 昌
人”头骨顶面观及
其与直立人、早期
现代人对比。

图 ④ 河 南 灵
井遗址发现的“许
昌人”1号(右侧)和2
号(左侧)头骨化石。

（吴秀杰供图）

图 ① “ 许 昌
人”2 号头骨化石
碎片及头骨化石的
3D虚拟复原。

图 ② “ 许 昌
人”1 号头骨化石
碎片及头骨化石的
3D虚拟复原。

（吴秀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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