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遥远的5亿多年前，地球上存在
过哪些生物？曾令达尔文感到困惑
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到底蕴藏着
哪些奥秘？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该如
何看待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地质时代？

近日，中国科学家在全球知名的
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华南
早寒武世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
——清江生物群》，再次引发了圈内
圈外对研究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和动
物门类起源话题的广泛关注。

中国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环境
创新研究团队张兴亮、傅东静等首次
公布了他们在湖北宜昌长阳地区发
现的距今5.18亿年的寒武纪特异埋
藏软躯体化石库——“清江生物群”。

《科学》杂志在给媒体的简介中
说“揭示寒武纪之秘的新宝藏出
土了。”

英国《自然》杂志在报道中称：
“清江生物群打开了观察壮观寒武纪
的又一个窗口，各种新的生物类群前
所未见。”

“清江生物群是令人震惊的科学
发现！”瑞士洛桑大学古生物学家艾
莉森·戴利在《科学》同期刊发的评论
文章中说。

这个引发国际科学界不吝赞美
之辞评价的突破性发现，到底打开了
怎样的“新宝藏”？中国科学家又是
如何打开并探究这个宝藏的？

ZHENGZHOU DAILY 3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 朱文 校对 宋利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 国际国内新闻

5.18亿年与12年：寒武纪
“化石宝库”渐露真容

2007年的暑假，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
授张兴亮带着傅东静等几名研究生在湖北
宜昌长阳地区进行野外踏勘。

这里，群山环抱，清江在山里静静流淌
着。一天傍晚，当他们沿着河边行走时，一
块石头引起了张兴亮的注意。于是他们便
拿出地质锤开始敲了起来，没想到竟然在
石头中发现了拇指长的半只虫化石。这个

“虾”状节肢动物正是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
库很有代表性的林乔利虫。紧接着，他们
又在这个位置找到了寒武纪早期的无脊椎
动物纳罗虫化石。

尽管是一个重大发现，但从事早期生
命研究的科学家似乎都特别冷静，发现有
数亿年久远历史的化石似乎并没让他们一
味欢呼雀跃。在与蕴藏着5亿多年前生命
信息的林乔利虫化石“邂逅”之后，他们在
这片区域的研究延续了12年。

发现清江生物群的宜昌长阳地处鄂西
南山区，寒武纪地层分布广泛。2007 年
后，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环境创新研究团
队的研究人员经过记不清多少次野外发掘
和大量的研究工作，逐渐揭开了这个寒武

纪“化石宝库”的神秘面纱。
“刚开始每年去清江两三次，只要听说

水位下降，河床露出来了，我们就去开采化
石，不论刮风下雨，即使下雪也不例外。”论
文第一作者傅东静副教授回忆道。

采集化石的过程异常艰辛。工人要用
撬杠撬出来1立方米大小的石块，科研人员
用地质锤顺着页岩的层面劈，一边劈一边
看，直到找到化石，然后是整理、编号、打包
……再把挖掘的化石背出山，带回实验室。

在实验室里，每一块标本都要在显微
镜下进行前期修复，使用扫描电镜揭示化
石的超微结构以及元素组成，再对化石进
行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

就这样，他们在湖北大山的“石海”中
搜寻，找出了两万多枚化石标本。

科研上的突破是在 2014年取得的重
要进展。那时，团队已经采获了上万块化
石。经过无数次分析、比较、研究，团队终
于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能够揭示
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动物门类多样性及其演
化进程的重要化石宝库。

谈到对“清江生物群”的命名，傅东静
说，一方面是因为化石埋藏地是在清江与
丹水河的交汇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希望清江生物群与云南澄江生物群日后能
够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两江生物群’。”

90％对1％：科学家对“寒武
纪生命大爆发”的探索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被称为古生物学
和地质学上的一大“悬案”。

在距今 5.4 亿年的早寒武世，地球生
命演化史上出现了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
深远的生物创新事件。在不到地球生命发
展史1％的时间里迅速创生出了90％以上
的动物门类。寒武纪地层突然出现了门类
众多的无脊椎动物和最古老的脊椎动物
——“天下第一鱼”昆明鱼目化石。但是，
在更为古老的地层中，长期以来没有找到

其明显的祖先化石，这一现象被称作“寒武
纪生命大爆发”，简称寒武纪大爆发。

该如何解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然涌
现出如此之多的动物门类？一直困扰着学
术界。于是，寒武纪大爆发与生命起源、智
能起源等一起被列为“六大自然科学难
题”。

“要破解寒武纪大爆发的奥秘，需要找
到可靠的化石实证。而布尔吉斯页岩型化
石库则是探索寒武纪大爆发的最佳窗口。”
傅东静说。

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最早在1909
年发现于加拿大落基山脉寒武纪中期的布
尔吉斯页岩中，并因此命名。百余年来，这
类化石库在全球各地已发现50余个，其中
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和 1984年发
现的我国云南澄江生物群最为著名，成为

“理想的顶级研究目的地”。
“清江生物群正是顶级的布尔吉斯页

岩型化石库。后续挖掘、研究与保护将有
可能为探索寒武纪大爆发这一重大科学难
题提供多方面科学依据。”傅东静说。

据介绍，对清江生物群已经采集到的大
量珍贵化石标本中的4351件进行初步研究
后，已分类鉴定出109个属，其中53％为此
前从未有过记录的全新属种。而且，清江生
物群中软躯体生物居多，已发现的后生动物
属中，85％不具有矿化骨骼，绝大多数为水
母、海葵等没有骨骼的“基础动物”。

更令科学家惊喜的是，清江生物群的
化石形态保真度很高，各类群动物保存栩
栩如生，动物的眼睛、神经、内脏等软体组
织和器官的形态结构清晰可见。

生物统计学的“稀疏度曲线”分析显
示，清江生物群的物种多样性将有望超过
已知所有寒武纪软躯体化石库。

“清江生物群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
在新属种比例最高、后生动物相对多样性
最大、软躯体生物类群最多、化石形态保真
度最优、原生有机质的埋藏保存最好，具有

难以估量的研究潜力。”傅东静说。
国外的专家也非常认同中国科学家的

研究成果。“（清江生物群）化石丰富度、多
样性和保真度世界一流，科学价值巨大。
后续研究将有望填补我们对于寒武纪大爆
发的认知空白并解决动物门类起源演化方
面一系列科学问题。”艾莉森·戴利说。

已知和未知：“三幕式寒武纪
大爆发假说”和更多的奥秘

近年来，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环境创
新研究团队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的带
领下，对澄江生物群及寒武纪大爆发进行
了长期探索，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成果。

团队在达尔文提出的地球生命呈“树
形演化”猜想基础上，通过数十年的研究与
实证，提出了“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假说”，
勾勒出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分三阶段依次
创生了基础动物、原口动物、后口动物三大
枝系的“动物大树”的基本轮廓，进而首次
构建了完整的早期动物谱系树框架图。

“随着日后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清
江生物群将为‘早期动物谱系树’到底在哪
里分叉，在哪里开枝散叶，找到更多生物进
化的直接证据。”舒德干院士说。

清江生物群距离澄江生物群化石产地
1050公里。“生物地层学研究显示，清江生
物群和澄江生物群是同时代的、位于不同
古地理位置的生物群。二者都距今约5.18
亿年，处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动物门
类爆发式出现的鼎盛时期。两者的科学研
究价值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论文通讯作者
张兴亮教授说。

与澄江生物群相比，清江生物群生活
于远离海岸的较深水环境，代表了不同生
态环境下的全新生物群落。“这一点从其超
过半数以上的新属种可以证实。因此，清
江生物群后续的大规模发掘，将为发现和
探索新的躯体构型和新的动物门类提供第
一手材料。”张兴亮说。

更令中国科学家感到“幸运”的是：目
前全球两个保真度最高的布尔吉斯页岩型
化石库——布尔吉斯和澄江，在埋藏之后
分别经历了高温变质、风化作用等严重的
地质改造，其样本已无法用于深入开展埋
藏学研究。而在清江生物群发现的软躯体
化石，奇迹般地以原生碳质薄膜形式保存
了原始的有机质。

因此，不仅在古生物学研究领域，清
江生物群的发现，对于进化生物学、系统
发生学以及埋藏学、古生态学、地球化学
等交叉学科前沿研究方向，也具有非常
特殊的价值。

“清江生物群将为开展埋藏学和地球
化学研究，进而开展深入的古环境研究提
供理想素材。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动物软体
结构特殊埋藏机制问题，或将在清江生物
群得到破解。”张兴亮说。

可以期待，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推进，
中国的清江生物群会带给我们更多：生发
更多的问题，破解更多的奥秘……

新华社西安4月14日电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要加快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进一步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中
国特色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基础支撑。

《意见》明确了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主要任务，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开展
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强化
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用；推动自然
生态空间系统修复和合理补偿；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系；完
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系。

《意见》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集约利用，市场配置、政府监
管，物权法定、平等保护，依法改革、试点先行的基本原则，到
2020年，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保
护力度明显提升，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和资源安全、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提供有力支撑。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一湾水，两地情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

上世纪70年代，天津城市生活和工农
业用水不足现象日益突出。由于超量
抽取地下水，造成大面积漏斗区，地面
平均每年以80毫米的惊人速度沉降。

用水最紧张时，市民只能喝苦咸
水。据介绍，当时天津甚至制定了万
不得已情况下，工业分批停产和疏散
城市人口的应急预案。

1981 年 8 月召开的京津用水紧
急会议上，国务院决定引黄济津。豫
鲁冀三省人民顾全大局，立即响应。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
有可靠的地表水源才是最好的出路，

“引滦入津”工程雏形应运而生。
按工程规划，川流不息的滦河水，

自河北穿燕山余脉，循黎河水道，自潘
家口—大黑汀水库流向于桥水库，跨
越两百余公里流入天津。

1982年 5月 11日，引滦入津工程
开工。

子弟兵，爱人民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已经

90多岁的原铁道兵第八师师长刘敏
在接受采访时说。

1982年 1月，刘敏所在的原铁八
师正式接到命令，参加引滦入津工

程。在寒冷的冬季，部队仅用了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开了进入各个斜
井口的通道，抢盖了临时住房五万余
平方米，比预计准备工期快了1个月。

施工期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铁
八师编制撤销。30多年过去，刘敏对
于部队“最后”一次任务，记忆犹新。

施工中，原计划通过10余个隧洞
增大工作面来加快工程进度，谁料地
下情况复杂，时常塌方，还牺牲了不少
战士，废弃两个隧洞后重凿新洞才能
赶上进度。

铁八师正是负责其中引水隧洞的
关键部分，而部队撤销的消息突如其
来，基层战士们一时难以接受，工程进
度大受影响。

部队和官兵将来怎么办？询问的
信件将刘敏的办公桌堆得满满当当。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传来了好
消息：天津市同意相关部队战士都在
天津落户转业，并得到天津社会各界
的广泛支持。

原本不知如何是好的战士们，一
下子有了底气：有天津人民做后盾，什
么工程都不在话下。

1983年 9月 11日，甘甜的滦河水

流入天津。“吃水不忘挖井人”——许
多参与工程的战士就此留下，成为天
津人。

绿山水，真金银
进入21世纪后，黎河沿岸出现了

大批的采矿企业，当地山体植被遭到
不同程度破坏；滦河沿线养殖业悄然
兴起。水体，开始遭受污染。

为此，河北省加大引滦入津沿线
污染治理力度，加快实施上游潘家口—
大黑汀水库库区网箱养鱼清理工作。

2017年 6月，天津市正式与河北
省签订了《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
生态补偿的协议》。根据《协议》内容，
2016年至 2018年，河北省、天津市各
出资 3亿元共同设立引滦入津上下游
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引滦入津
水污染防治工作。此后，津冀两地还将
持续探索流域治理的区域协同新模式。

30多年过去了，随着南水北调等
多重引水工程的实施，滦河水已不再
是天津唯一的用水来源，但引滦精神
及其区域协同的治理经验，在津冀人
民心中，是一笔珍贵而永久的财富。

据新华社天津4月14日电

我国学者新技术可让
红外图像“清晰显形”

新华社合肥4月14日电（记者 徐海涛）利用红外线可实现
夜视、遥感等强大功能，但红外线图像探测器普遍存在灵敏度差、
效率低、价格贵等缺点。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史保森、副
教授周志远等学者研究出一种新技术，可显著“点亮”被红外线照
射物体的轮廓，使其图像“显形”更清晰，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
值。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应用物理评论》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为解决传统红外线图像探测器的缺点，人们通常通过频率
转换的方法，将红外图像信息转换到可见光波段，再使用性能强、
价格低的可见光探测器进行图像采集。史保森、周志远等学者长
期从事图像的非线性频率变换相关研究，近期他们在频率上转换
成像探测的过程中引入“涡旋光”替代传统的高斯泵浦光，借助一
种非线性晶体作为频率变换介质，成功实现了物体的红外图像到
可见波段的转移探测，同时获得了“轮廓增强”效果。相比传统红
外图像的模糊混沌，新技术拍摄的红外图像轮廓更加清晰，易于
特征识别，还具有最大2.1倍的视野调节范围。

“万物都会向外发射红外线，这项技术增强了红外图像的特
征识别，当技术指标和性能进一步成熟后，将具备在黑夜里拍摄
并辨识出动物、植物、飞机等物体的能力。”周志远说。

据了解，这项新技术相比传统红外探测器还具有成本低廉
的优点，在生物成像、模式识别以及红外遥感等领域具有重要的
潜在应用价值。

特朗普称与金正恩
个人关系“非常好”

新华社华盛顿4月13日电（记者 刘品然 朱东阳）美国总统
特朗普13日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的个人关系“非常好”，并表示美朝了解彼此立场对举行第三次
领导人会晤有益。

特朗普说，他同意金正恩关于他们之间仍保持良好个人关系
的表述，并称用“非常好”来描述他们的个人关系或许更为准确。

特朗普还表示，朝鲜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具备实现经济增长
和国家富裕的巨大潜力，“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无核化并且
被解除制裁的朝鲜将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金正恩12日在朝鲜第 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
表施政演说时表示，他和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不像两国关系那样
是敌对关系。金正恩还表示，尽管朝鲜重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问题，但对美国执着于己方条件、只想单方面把自己的要求强加
于他人的美式对话方法不感兴趣。

特朗普11日在白宫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表示，可以考虑
第三次美朝领导人会晤。他同时强调，尽管美国当下不会考虑
继续追加制裁，但也不考虑放松对朝制裁。

委内瑞拉总统表示：

委民兵人数年内
将增至300万人

新华社加拉加斯4月13日电（记者 高春雨 徐烨）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13日在首都加拉加斯表示，将于年内把委国家民兵队
伍规模扩充到至少300万人，并致力于从法律上强调民兵的地位。

马杜罗当天在出席活动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有 219.9 万名
民兵，他们的使命是保卫国家和平、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委制
宪大会强调民兵作为国家武装力量“补充部分”的地位，从而打
造“专业、科学、朝着21世纪现代化前进”的国家武装力量。

马杜罗当天还动员民兵为提高生产贡献力量，从而促进委
内瑞拉经济恢复。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机。委议会主席、反对派领
导人瓜伊多拒绝接受马杜罗连任总统，并于1月 23日自行宣布
就任“临时总统”，得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个国家承认。委政府
随即宣布与美国断交。为逼迫马杜罗下台，美方不断通过经济
制裁和外交手段施压。

美国航天企业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13日发布公报
说，由该公司开发的世界最大飞机当天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顺利完成了首次试飞。据介绍，这架名为“斯特拉
托”的双体飞机采用双机身设计，拥有6台发动机，总重近
230吨，翼展约117米。

新华社／路透

探寻5亿年前“生命大爆发”之奥秘
——中国科学家发现寒武纪“化石宝库”清江生物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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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滦入津”：一座流动的丰碑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有一

尊10余米高的白色纪念碑，一
名战士形象巍然而立，望着前
方。他注视的，正是引滦入津工
程的起点。

西流的滦水，就是一座流动
的丰碑。

“引滦入津”工程重要水源地潘家口水库一景。 新华社发

王尚德：陕西早期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王尚德，1891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临
渭区）。1918年，他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以及寻求救国
救民之道的满腔热情，奔赴辛亥革命发祥地武汉，考入武
昌中华大学。入学后，他加入了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的
利群书社，1922年7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 8月，受董必武指派，王尚德等回到陕西，
在渭南赤水镇建立了陕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王尚
德等人在家乡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并在此基础上
集资创办赤水职业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为党培养干
部。从1922年下半年起，他逐步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范围扩大到华县、三原、西安等地。

1925年 10月，在王尚德指导下，陕西最早的农民
协会渭南东张村农民协会成立。同年12月，他转为中
共党员，任中共赤水特别支部书记。

1926年，王尚德赴黄埔军校，在政治部宣传科工
作。1927年春，他到达西安，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
行委员兼农民部长，负责筹备建立陕西省农民协会。

大革命失败后，王尚德受到匪特严密监视，处境险
恶，他按照组织指示转入地下斗争，先后在崇凝、高塘
地区创建苏维埃，开展兵运工作。1928年春，他参加
渭华起义，起义部队在河南邓县被打散后，在当地坚持
秘密斗争。同年当选为中共豫西南特委委员，不久因
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1933年冬，王尚德返回家乡继续办学，从事革命
活动，发展党的组织。西安事变期间，被任命为陕西省
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后，他把子女和大批学生送往延安。

1941年 5月，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了王尚德。在
国民党秘密设置的特别监狱里，王尚德经受了皮鞭、老
虎凳等各种酷刑的折磨，但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
的威逼利诱。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各方压力下，
王尚德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王尚德不顾个人安危，不惧敌特威胁，毅
然留在渭南坚持斗争。1946年 8月 13日，国民党军统
特务以卑劣的手段，将王尚德暗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王尚德为革命所做的杰
出贡献，当地党委和政府修建了王尚德烈士陵园。在
陵园里，展示着王尚德在任赤水团支部书记和赤水特
支书时与团中央来往的书信。这些书信穿越历史的尘
埃，向无数前来瞻仰的干部群众诉说着革命的初心。

·

2018年，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师生在湖北省宜昌市
丹水河进行“清江生物群”化石挖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