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暮起舞
新疆和硕候鸟夕阳下嬉戏

金秋季节，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新
疆博斯腾湖畔的和硕县金沙滩景区，上万只
野生候鸟聚集在金色岸边休憩、嬉戏。图为
近日一场浮尘天气过后，候鸟在夕阳下嬉戏
的情景。

（本报综合）

“新客”到来
海洋环境变化致水母成群出现

据《纽约时报》报道，印尼东加里曼丹省卡
卡班岛以数以百万计水母成群出现闻名，成为
游客必看的新奇景象，但科学家们认为，出现这
种景象的原因是气候变暖导致水质更温暖、更
酸性和更低氧。图为潜水爱好者在湖中与水母
游戏的场景。

我们从小时候起就常会好奇地想：人类是

从哪里来的？人类的起源，的确是科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课题，而中国人的来源和迁徙过程，

更是我们的关注焦点。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

所教授、所长王传超长期从事相关研究，为读

者做科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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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多地区起源学说1

人猿分离之后，地球上出现的人科物种有许多种，
人科这一谱系中已知的最古老物种化石是在非洲发现
的距今大约700万年前南方古猿阶段的撒海尔人乍得
种，之后经过了能人、直立人到智人，而在亚洲和欧洲
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都属于直立人阶段，不超过
200万年，因此学界普遍接受和认同人类起源的最初
地点是在非洲，直立人走出非洲，散布到欧亚大陆上。
而争议最大的是由直立人到现代人的演化是在哪里发
生的。

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第一具
完整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通过当时的技术鉴定，确定
其是距今70万年前的直立人，轰动世界。大家发现北
京猿人颧骨高突、眉骨粗大、前额低平、上下颚突出，有
着介乎于猿和人之间的原始特征，而且北京猿人与现
代中国人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出现在头骨正中央的矢
状隆起、下颌圆枕、铲形门齿等形态特征。

密歇根大学古人类学家米尔福德·沃尔普夫等依
据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考古文化，认为各地区的直立
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在人类骨骼和形态上均表
现出了连续进化的特征，因此他们的进化应该是连续
的，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亚洲直立人中的一支在地理
隔离的情况下独立演化出了早期的智人，中间没有间
断。亚洲蒙古人种是由亚洲的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等
直立人，经过大荔人和马坝人等早期智人阶段，直系演
化发展成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等晚期智人，再发展到现
代的亚洲蒙古人种。推而广之，不同大陆上的古人类
独立、连续地进化成了现代人，即由各地的非洲直立
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东亚直立人各自独立进化
到现代人类的几大人种。这就是现代人的多地区起源
学说。

世间万象

本报讯 通讯员钟美意报道：11月 8
日，崇阳县烟草专卖局（营销部）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会议围绕扶贫工作、终端建设等方面的
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并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解决办法和改进工作的举措。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提高党性修

养，坚定理想信念；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要
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制度化、常态化地抓
下去，以工作实绩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效。

崇阳烟草召开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本报讯 通讯员刘萍报道：11月12日，
嘉鱼县烟草专卖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召开安
全工作会议，部署近期安全工作。

该局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抓好交通安
全工作。强化机动车辆安全管理，定期维保，
每天检查，定点停放；强化驾驶员安全管理，
定期召开例会，定期邀请交警授课；完善机动
车辆和驾驶员的档案管理，按照“一车一档”、

“一人一档”加强管理。
二是抓好消防安全工作。集中清理疏散

通道，加大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保和检查力度，
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的使用管理。四是加强消
防疏散应急演练。

三是抓好用电安全工作。全面清理电气线
路，全面更换不具备“3C”认证的插线板，全面排

查空开，全面加装重点部位缺少漏保设施。
四是抓好相关方安全工作。自查合同中

的安全内容，做到依法合法；履行法定职责，
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做好安全告知，明确场所
内的风险状况及应急处置措施。

五是抓好安全标准化运行工作。落实岗
位安全责任。每位员工要管好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做好“七关三清”工作；落实专业安
全责任。积极联系相关方，做好单位相关设
施设备的专业检测和维保工作。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嘉鱼烟草强化安全管理

近日，赤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开展
2019年农村派出所交管业务培训班。该市
16个乡镇派出所负责交管工作的领导、民
警共计40人参与培训。

培训活动中，要求全体参训人员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牢固掌握、规范执法，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及时与大队沟通交流，共同做好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培训包括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湖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的解读；讲授了农村道路危险路段排查与治
理、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手机
APP应用系统及农村信息系统采集。

通过为期一天的培训，各农村派出所交
管业务民警进一步了解掌握了交通事故处
理的基本技能，有效提升我市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水平，筑牢农村地区道路交通
安全防线。

（彭海社 朱敏 龙晓）

赤壁交警开展农村派出所交管业务培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咸宁市畜牧兽医局委托
武汉华咨同惠科技有限公司对咸宁市畜牧业中长期
（2016-2025）发展规划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将规划相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向公众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ao-
FrBSJOzOzxOeoAqGIxg 提取码：5m80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联系建设单位查阅纸
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统一制定，
可从生态环境部官网下载，网络链接为http://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起止时间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

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

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
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
外的用途。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发布日起往后10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地址：咸宁市畜牧兽医局 联系人：余亚光
电话：0715-8210883 邮箱：694592601@qq.com

咸宁市畜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25年）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信息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
源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湖北嘉隆国际拍
卖有限公司对赤土拍卖P（2019）16号
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
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P（2019）16号;
（二）宗地位置：蒲圻办事处斋公岭

社区迎宾大道东侧;
（三）出让面积：11839.28(合17.76亩)；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888万元；
（九）成交价：98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19年10月23日

至2019年11月13日
（十一）拍卖结果时间：2019年11

月14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银里机动车

检测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4日

赤土拍卖P（2019）16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兹有咸宁市志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泉源小区项目部），由于企业整改期间，
原签发的各种委托书（不含诉讼委托）及
没有履行的合同、协议一律作废，公司负
责咨询。 特此公告

咸宁市志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泉
源小区项目部）

2019年11月15日

声

明

遗失声明
湖北兴达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桥梁工程分

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双鹤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0841401，
账号：42001698609059066688，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通达电器维修部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西湖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 J5362000254201， 账 号 ：
1818050609200026329，特声明作废。

跨越三十年的学术争论——

我们的祖先是谁

现代人的非洲起源示意图

早期现代人的迁徙路线示意图

现代人类晚近走出非洲学说2

后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可
以直接通过比较DNA数据来探究世界上不同人群之
间的关系。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阿
兰·威尔逊带领的研究小组提取了来自亚洲、欧洲、
非洲、新几内亚以及澳洲土著群体的共147名妇女的
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进行研究。人类的线粒体
DNA只能从母亲传给子女，可忠实地反映母系的历
史。阿兰·威尔逊等绘制了线粒体DNA的系统树，
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个系统树的根部出现在非洲，时
间约距今20万年。也就是说从线粒体DNA来看，我
们的祖先最早只能追溯到20万年前的非洲，而不是
多地区起源说里认为的200万年前的非洲。阿兰·威
尔逊诙谐地说：“我们可以将这位幸运女性称为夏
娃，她的世系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是著名的“线粒体
夏娃”学说。

按照这个学说，我们的祖先来自晚近时期的非洲，
在大约10多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并取代了当
地的土著直立人和可能存在的早期智人。古人类学家
认为阿兰·威尔逊的研究取样覆盖面和代表性不够，且
仅有线粒体DNA证据不足以说明问题，毕竟占基因
组大部分的常染色体和父系传递的Y染色体还没有研
究过。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实验室将这一命题进行了转
换，按照多地区起源学说，中国人群里应该有本土直立
人的后代，那能不能找到这些人？金力院士团队对全
亚洲范围内的不同族群的12127例男性样本进行Y染
色体分型，发现全部样本都带有走出非洲的遗传突变，
并没有找到亚洲本土直立人的后代，这是支持中国人
群晚近走出非洲学说的强力证据。

现代人祖先与其他古人类曾有基因交流3

与我们的晚期智人祖先长时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还有
其他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是一种在大约
12万到3万年前生活在欧洲及西亚的古人类，而在3万年前
左右却突然灭绝了。化石证据显示尼安德特人与我们的祖
先早期现代人极可能共存了2万年。如此长时间的共存，尼
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栖居地在中东和欧洲甚至还有重叠，这
就极大增加了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直接发生基因交流的可
能性。

自从2008年有了二代测序技术以来，科学家可以用极
低的价格测得海量的DNA数据，古DNA研究迎来了蓬勃
发展阶段。2010年，德国马普研究所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
组对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发现，非洲现代

人中没有发现任何尼安德特人的遗传成分，但是在非洲之外
的现代人群中都有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成分，很有
可能是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后走到了近东地区，碰到了尼安
德特人，并发生了基因交流。

其后，4万年前生活在北亚的另一种已灭绝古人类丹尼
索瓦人的全基因组也被成功解析，在亚洲大陆上的现代人群
中只有极低比例（约0.3%）的丹尼索瓦人的遗传成分。反而
在大洋洲的新几内亚土著人群中发现了大约6%的遗传比例，
很有可能新几内亚土著的祖先在迁徙途经中南半岛时接触到
了丹尼索瓦人群体，发生了基因交流。古基因组学的这些研
究成果说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类主体起源于非洲，而
只有极少的遗传成分来自于已灭绝古人类的杂交混血。

人群迁徙和现代族群的形成5

人口增长之后，当地的资源条件无法满
足需求，继而出现人群的迁徙。黄河流域的
祖先开始了长途跋涉的人群迁徙，去开辟更
多的领地，一批人群走上了青藏高原等地，和
那里的土著人群混合，逐渐变成了现在的藏
族、彝族和纳西族等藏缅语人群。

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另外一个分支走向
东边和南边，逐渐变成了汉族人群。汉族按
语言可以分成十大方言，从遗传学角度来看，
各汉族群体也有着地理上的细微差异，但远
没有语言上的差异大，汉族可以长江为界分
为两个遗传亚群，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

同样，长江流域人群的一个分支迁徙到
了中国东南，跨过台湾海峡到达台湾，然后再
由台湾到东南亚，最远可以到达非洲的马达
加斯加，这就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和扩散。另
外一个分支走向了中国西南地区，逐渐演化
成了现在的壮族、侗族和水族等壮侗语人群。

如果按照DNA所追溯的，我们的祖先
是数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人群，那么如何解释
北京猿人与我们在形态特征上的一些相似
点，比如说都有铲形门齿？虽然遗传学家们
对此也给出了可能的解释，但是，经过了三十
多年，关于我们祖先是谁的学术争论仍没有
结束。最近，湖北郧西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
人洞、湖南道县福岩洞、河南许昌灵井、安徽
东至华龙洞等都出土了距今约10万至20多
万年前带有现代人特征的古人类遗骨，10万
至20多万年前是东亚现代人起源和迁徙的
关键时期，那么这些新发现的古人类与我们
有什么关系？是否对我们有遗传贡献？这还
需要等待古人类DNA的研究结果来揭示。

（本报综合）

现代中国人有三位“超级男性祖先”4

我们的祖先和尼安德特人混血之后继续走向亚洲，经过了几万年的
时间，到了距今9000年左右，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独立发展出了农业，
开始了非常稳定的定居生活，出现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

科学家曾对中国的男性进行了大规模父系Y染色体测序分型，测序
的好处在于可以知道所测区域上每个位点的突变情况，据此，科学家根据
一定的突变率可以推算各个支系分化的时间，发现在中国人群里有三个
比较明显的“星状扩张”。

何谓“星状扩张”？我们可以理解为，有三位超级男性祖先，他们娶了
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他们的孩子又生了很多孩子，这样他们的Y染
色体以他们为中心往外快速扩张开来，以致现今中国一半的男人都是他
们这三个超级祖先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这三个星状大扩张发生的时间
分别是在5400年、6500年、6800年前，而中国北方全面转入农业阶段的
时间也正好是在6800年前，这也与黄河中游的6900-4900年前的仰韶
文化，黄河上游6000-49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以及黄河下游7400-
6200年前的北辛文化、6200-46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等的时间相契
合。由此，我们认为这三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快速扩张的支系奠定了东
亚的父系遗传基础，汉族甚至是中国人的传承有着很好的连续性。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农民是本土扩张的，与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是一致
的。这与欧洲的情形不一样，欧洲的农业是由近东的农民扩张而带入的，
同样地，欧洲现有的大部分Y染色体支系也是由近东农民贡献的。

隔“空”观火
宇航员太空拍摄美国野火

据外媒报道，由于持续的低湿度天气和干
燥的植被以及大风，美国南加州近日燃起大火，
方圆745英亩土地被大火烧毁。图为国际空间
站宇航员安德鲁·摩根从太空拍摄的野火照片，
令人瞠目结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