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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恐龙灭绝的元凶

小行星撞击之前
恐龙就衰落了吗

现在，小行星撞击导致恐龙灭绝这一
观点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撞击事件
到底对灭绝有多大的作用仍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在小行星撞击之前的
四千万年前，恐龙已经在衰落了，恐龙的
种类越来越少。造成恐龙衰落的原因有
很多，比如火山喷发（同一时期，位于印度
德干高原的火山在约100万年内喷出5
万多平方公里、2公里厚的火山岩），海平
面震荡，超大陆裂解等。多方面的原因破
坏了原来的生态系统，恐龙逐渐衰落。而
外来的小行星只是最后的一击。

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恐龙直到灭绝
的最后一刻都是非常繁盛的，根本不存在
衰落的问题，大撞击是唯一的原因。之所
以得出恐龙衰落的结论，是因为化石记录
不完整，很多化石没有保存下来。而且直
到最后，仍有恐龙的新物种源源不断地出
现，恐龙家族依旧繁盛。而德干高原的火
山喷发，主要是在大撞击之后，对恐龙灭
绝没有贡献。

学术争议

《美国科学院院刊》最近刊发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埋藏在墨西哥近海海底
巨大撞击坑的岩石“记录”了小行星撞击地球那个地球生命史上“糟糕”的日子，进一
步充实了“小行星撞地球致恐龙灭绝”假说。

那么，“小行星撞地球致恐龙灭绝”的假说是怎么提出来的？目前又有哪些新的
发现？

1 恐龙灭绝的元凶
在19世纪的早期，古生物学家根据化石

确认了恐龙的存在，但也只是认为这一类生
物也像其他灭绝的物种一样，是逐渐消失
的。但是，到了20世纪，随着发现的化石越
来越多，科学家开始觉察到，恐龙居然是突
然消失的，而且消失得很彻底，这让他们非
常不解。

刚开始，科学家认为是恐龙的演化出了
问题，比如体型越来越大，这让它们不能很
好地适应变化的气候而灭绝。有昆虫学家
提出，一段时间内地球上出现了大量的毛毛
虫，它们吃掉了恐龙赖以生存的植物，所以
恐龙被饿死了。也有一种灾变说，认为一颗
超新星爆炸，发出大量射线使恐龙灭绝。种
种假说，众说纷纭，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恐龙
灭绝的原因，直到阿尔瓦雷斯父子提出撞击
假说。

小行星撞击理论是由美国地质学家瓦
尔特·阿尔瓦雷斯和他的父亲路易斯·阿尔
瓦雷斯共同提出的，路易斯是一名粒子物理
学家，曾获得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7年，瓦尔特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工作，着手研究白垩纪末期的生物大灭
绝事件。为此，他来到意大利位于罗马和佛
罗伦萨之间的一个小镇，那里裸露的灰岩
（即石灰岩）完整地记录了这次生物大灭绝
的过程。在这里，瓦尔特发现灰岩中夹有一
层红色的黏土层，恰好分割了白垩纪和随后
的古近纪的地层。在这层黏土沉积物之下
的白垩纪灰岩里，有丰富的有孔虫化石，而
在其上古近纪的灰岩中，有孔虫几乎消失
了。

瓦尔特采样回来后，他的父亲路易斯也
见到了这批样品。这次，作为物理学家的路
易斯突发奇想，打算研究一下有孔虫从衰退
到恢复需要多长时间。所以，他把一部分样
品交给了同样在伯克利工作的两位核化学
家弗兰克·阿萨罗和海伦·米歇尔，他们发明
了一项名为中子活化分析的技术，可以准确
地测定极低浓度的元素含量。让他们吃惊
的是，这层黏土层中铱元素的含量是周围灰
岩的600倍。铱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类似
于铂，它在地壳内的浓度非常低，但是在一
些地外星体，如小行星中，含量却很高。铱
异常，是小行星撞击理论的关键证据。据
此，阿尔瓦雷斯父子在1980年正式提出，恐
龙的灭绝可能是由小行星撞击导致的，黏土
层中过量的铱是由小行星带来的。随后，科
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地方同一时期的地
层中都发现了类似的铱异常，从而印证了这
个假说。

阿尔瓦雷斯父子及其同事提出
的大撞击理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
也伴随着强烈的质疑。

根据他们的计算，这颗撞击地球
的小行星直径大约有10公里，它应该
在地球上留下痕迹，也就是撞击坑，
且直径约为150-200公里。那么这
个撞击坑在哪里呢？要找到它，才能
证明这个假说。

很快，科学家就开始着手在全世
界寻找环状构造，也就是疑似撞击坑
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科学家有点
盲目，甚至有点悲观。因为这次撞击
事件距今已经6500万年了，从那时
起，地表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约有20%的地表形态（包括海洋和
陆地）在各种地质过程中已经永久消

失了。如果这次撞击恰好发生在消
失的地方，那么人们将永远找不到撞
击坑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

科学家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寻
找这个撞击坑。一个是高压冲击形
成的矿物。小行星从太空而来，速度
很快，如果撞到地球上必将产生很大
的压力，就会改变矿物的结构，变成
地表不常见的高压态。比如，受到撞
击时，石英就会变成更为致密的斯石
英，这也是高压冲击的指示矿物。在
1984年，科学家就开始在白垩纪末的
沉积层中寻找斯石英，发现距离美国
西南部某地区越近，斯石英的颗粒越
大，这可能暗示了撞击坑就在附近。
另外一个证据是撞击的溅射物。大
撞击的瞬间，会从中心向外溅射大量

的碎屑物，大致以撞击中心为同心圆
向外散落，离中心越近，溅射物沉积
厚度越大，越远厚度越小。科学家的
调查发现，北美的溅射物沉积厚度从
北向南逐渐增加，在加勒比海的海地
等地区，溅射物的厚度是美国和加拿
大的25倍以上。这也意味着撞击中
心就在北美的南部。第三个线索来
自于地球物理的调查。对墨西哥湾
地区的重力和地磁调查显示，这里存
在一个环形的构造，其直径大约为
200公里，和理论预测相符。

终于，在 1991 年，几名来自美
国的地质学家宣布，位于墨西哥尤
卡坦半岛的希克苏鲁伯撞击坑就是
那次灭绝恐龙的撞击事件发生的地
方。

2 寻找撞击坑

在确定了撞击中心以后，科学家又
进行了大量更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对
大撞击细节的认识也越来越精确。在
2016年，地质学家在撞击坑上打了一
口钻，得到了约130米的岩芯，就是这
些岩芯向我们讲述了大撞击后的一天
内，撞击坑内的变化。这项研究成果最
近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研究认为，开始的时候，一颗直径
约10公里的小行星向地球飞来，速度
可达每秒20公里。随着离地球越来越
近，它的亮度越来越高，甚至超过太阳，
像一个火球。它很快撞到了墨西哥尤
卡坦半岛的浅水里，在不到一分钟的时
间里，就撞出了一个直径约200公里的
大坑，深度有十几公里；大量气化或熔
融的物质、固体岩石等被以极快的速度
抛射出去，也包括这颗飞来的小行星，

此刻它应该已经解体了。
随后，3分钟内，撞击坑的中心快速

隆起，再塌陷下去，最大深度可能达到3
公里。在半个小时后，周围的海水重新
灌进来，诱发海啸。大约一小时，海水
重新填满撞击坑，之后因为海水的震
荡，发生多起海啸，可能持续了一天的
时间。另外，在岩芯里面发现大量的木
炭，这说明大撞击在陆地上诱发了大
火。

以上是地质学家根据岩芯记录推
测的一天之内撞击坑内的变化。我们
也可以结合其他地方的地层记录，推测
这次撞击之后地球的变化。

在小行星撞击的瞬间，会造成巨大
的地震，地震波将在一个小时内传到地
球每一个角落，效果可能相当于过去
160年内地球上发生的地震在瞬间同
时爆发。小行星带来的大风速度可达
将近每小时1000公里，伴随着巨大的
响声，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撞击形成
的溅射物，将会以极高的速度向外抛
射，在距离撞击中心500-1000公里的

范围内，溅射沉积物厚度仍在数厘米到
数米之间。而高速运动的岩块温度很
高，会引燃森林，造成更大的危害。可
以说，在上千公里的范围内，大部分生
物会在数小时内死亡。而更细小的颗
粒，飘得更远，在接下来的数月至数年
内，将会沉积到世界各地，形成一个全
球规模的黏土层，记录着这次大撞击事
件的信息，在6500万年以后告诉人类
地球上曾经发生的故事。

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撞击区
的原始地层主要是灰岩和石膏等，撞击
的高温使灰岩和石膏分解成为数千亿
吨的二氧化碳和硫，释放到大气中。硫
化物混在扬起的沙尘中，会更有效地遮
蔽太阳光，且让大气酸化，导致地球降
温达20℃，光合作用近于停滞，动植物
大都处于饥饿状态，也许这才是这次大
灭绝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撞击。而沙尘
沉下之后，大气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造
成了长期的温室效应，使地球温度飙
升。以上多种原因，致使地球上75%的
物种灭绝，其中就包括恐龙。

3 撞击带来的巨大灾变

科技 察观
◢

咸宁职教集团学校刘鹤鸣老师

荣获湖北省“荆楚工匠”称号
本报讯 通讯员刘泉水报道：近日，湖北新产业技师学院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刘鹤鸣老师从省城载誉归来，全校
师生欢欣鼓舞，共同祝贺他荣获湖北省“荆楚工匠”称号。

据了解，刘鹤鸣系湖北新产业技师学院咸宁职业教育（集
团）学校高级实习指导教师，武汉工学院汽车工程系内燃机制
造专业大专学历。刘鹤鸣始终把教书育人视为崇高的事业，
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德技兼备、企业欢迎、社会赞许的合格人
才。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先后获评全省技工学校“金牌
教师”和全省技工院校“十大技能名师”，经省人社厅批准设立
的刘鹤鸣大师工作室；2014-2015年获国务院高技能人才政
府津贴；2016年首次带领学生参加中国技能大赛湖北职业技
能状元大赛暨湖北技工院校第二届技能大赛，就获得3D项目
三等奖，并荣获优秀指导教师；2017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授
予“湖北省首席技师”称号。

赤壁市举行

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为进一步锤炼基本技能，夯实

学科素养，9月29日—30日，赤壁市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
大赛在该市第二实验小学隆重举行。该市各中小学70余名
音乐教师现场观摩了本次大赛。

本次大赛设置了声乐、键盘、自弹自唱、才艺展示四个单
项。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蒲纺二小教师宋智勇、市第五初级
中学教师宋锋分别荣获四项全能奖小学组、中学组第一名。

此次基本功大赛不仅仅是一次竞技比赛，更是一次相互
展示，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每一位选手都以积极的心态、昂扬
的风貌和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彰显个人魅力。赤壁市全体
音乐教师也借此契机，交流技艺，智慧碰撞。这将推动和引领
该市音乐教师们在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更上一个新台阶，并
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发扬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努力提
升自己，挑战自我。

横沟高中举行

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徐卓报道：“在学习之中不

断完善自我，充实自我，成为更加优秀的共青团员，为建设
社会添砖加瓦做好准备。”近日，咸安区横沟高中举行“我与
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中，优秀
团员青年代表林涛发表激昂的演讲，向团员们发出了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号召。

此次主题团日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升旗仪式，
全校团员代表齐唱国歌，祝福伟大祖国，感受新时代的中国力
量和中国梦想。第二阶段由优秀团员青年代表作国旗下的演
讲。演讲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
合个人学习实际，集中展现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和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第三个阶段重温入团誓词，并由青年讲师团成
员讲授微团课。

团员代表重温入团誓词，用饱满的激情抒发了对祖国、对
学校的崇敬和热爱之情，表达了新学期要发奋学习，锤炼品质
的决心。

此次主题团日活动也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宣
传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通过此次活动激发青少年爱国
之情、强化爱国之志，展现青少年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奋
进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筑牢“网络墙” 争做“网络达人”

市第二小学网络安全常抓不懈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孙勇光报道：每年9月的第

三周是国家网络安全教育宣传周，为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市第
二小学开展了系列网络安全教育课。通过主题班会、网络安
全专题讲座等形式，增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

据了解，该校将网络安全知识以视频和班队课结合，向学
生宣讲网络安全知识，让学生知晓不良上网行为的危害。班
会课上，班主任以真实的网络安全案例，教导学生安全上网，
并引导学生联系自身实际，分享上网对视力、学习等方面的影
响，从而提高了学生对网络这把双刃剑的认识。孩子们了解
到不健康网站给学习和生活带来的危害，尤其不能沉迷网络
游戏。

与此同时，该校还组织孩子们观看网络安全专项教育视
频，通过大量数据了解网络犯罪问题，以此告诫孩子们远离不
安全网络。

“此次主题队会活动，旨在让青少年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
要性，合法、合理地使用网络资源，提升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
和基本技能，增强学生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该校负责人说。

咸安开展新学期

“平安校车”集中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葛利利、通讯员孟润民、程昱报道：为进一

步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从9月10日起，咸安永安街道办
事处协同咸安区教育局、咸安公安分局、咸安交通局、咸安应
急管理等多部门，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校车安全
大检查工作。

据介绍，联合检查组按照行动要求，对各校校车安全管理制
度、日常检查维护及交通安全文明教育等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并
督促各学校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加强校车安全内部管理
和维护，并完善各项工作台账，切实落实好交通安全责任。

此次校车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将持
续至10月20日。期间，检查组会不定时在重点路段设点检
查，由交警部门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厉打击不符合标准的车
辆从事集中接送中小学生幼儿的违法行为，重点检查行驶线
路、驾驶员资质、是否存在超员超载和不规范驾驶现象，全力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为广大学生上、放学安全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