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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工作的张以春

银北羌塘 2.95 亿年前
的 Sphaeroschwagerina虫筳类

使用网络交友软件可要小心，尤其在你想要
弄清楚上面某个人的信息是否可信的时候。你怎
么知道来自伦敦的 Ben 是不是真的 25 岁？他的
资料照片是最近拍摄的吗？他真的养了一只小狗
吗？他的名字到底是不是 Ben？

这些信息都可以造假，但人们发现有一件事
你是无法造假的，那就是你的基因。最近，一家名
为 Pheramor 的美国创业公司就将基因信息列入
交友软件中，并以 DNA 的兼容度为基础计算人
们配对成功的几率。

Pheramor 交友软件要求所有用户用特制棉
签采集口腔内膜样本并提交，然后公司的科学家
团队会对用户体内与吸引力相关的特定基因进行
排序，算出哪些用户可能会相处愉快。这些基因是
与信息素相关的 11 种基因，信息素被认为是触发
性别吸引力的化学信号。

“Pheramor 交友软件既运用了生物技术，也
运用了社交技术。我们首先通过口腔内膜样本
收集 用户的 基因数 据， 然后通 过 Facebook、
Twitter 等社交媒体资料来获取他们的喜好、兴
趣等信息。”该公司网站上表示，“所有这些信息
将被用于我们独有的算法中，计算得出用户的

择偶偏好。”
Pheramor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休斯顿。该公司

的联合创始人 Brittany Barreto 拥有基因学博士学
位。“当我们闻到信息素时，我们闻到的其实是对
方的免疫系统与自己的不同之处。进化是非常强
大的，我们有时会通过闻彼此的味道来寻找与自
己最合适的另一半。”Barreto 说，相较于传统交友
软件，Pheramor 软件不仅能挖掘更多用户的基本
信息，还能使得用户几乎不可能用欺骗的方式获
得约会机会。那些惯常在网络上自夸的情场骗子，
在这个软件上操作就难了。

美国交友软件用基因配对

西洋镜

2016 年，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
以春的一篇论文引起世界关注———他通过观察
2.95 亿年前的虫筳类有孔虫，为一直困扰学术界
的关于南北羌塘板块到底是否属于同一板块的
问题找到了答案。

这并非张以春第一次从几毫米大小的虫筳类
有孔虫中找到羌塘地区地块运动的证据，也不
是他第一次为世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答
案。在世界上研究虫筳类屈指可数的科学家中，张
以春又是目前少数通过虫筳类有孔虫推断古地理
演变过程的研究者。“这是因为虫筳类有孔虫已经
被研究多年，系统古生物学研究空间不大，但古
生态学和古生物地理学则存在问题颇多。”张以
春解释说。

就在这有限的研究空间内，张以春的研究
却屡次受到世界的关注。

虫筳类动物群给出答案

虫筳类有孔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在石炭二叠
纪的地层中非常普遍，是划分对比此时地层的
重要化石。张以春研究的时间段是距今 3 亿年
前到 2.5 亿年前，属于二叠纪阶段。

二叠纪是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成煤
的主要时期。因为当时地壳运动比较活跃，古板
块间的相对运动加剧，并逐渐拼接形成联合古
大陆。随后，陆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海洋范围
的缩小，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促进了生物界的
重要演化，预示着生物发展史上一个新时期的
到来。

“在这个时间段，虫筳类有孔虫比较喜欢暖
水，也就是说需要水温达到一定温度才能生
存。”张以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解
释说，“所以我用有孔虫研究西藏地块。”

张以春选择有孔虫作为标准，判断二叠纪
时现在位于西藏北部的羌塘板块的古地理变
化。彼时，地球远不是现在的样子，澳大利亚在
更接近南极的南纬四五十度的范围，我国的华
南地区则在赤道附近。2.9 亿年前左右南方大陆
发生裂解，西藏不同板块逐渐分裂，向北移动。
张以春利用西藏不同板块上发现的有孔虫化
石，判断这些板块在当时处于什么位置。因为温
度不同，动物种类也会发生变化。

晚古生代时期最宽广的古特提斯大洋曾经

从西藏北部通过，但关于洋盆具体是西藏哪个
缝合带，国际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止。之前科学家
提供的证据具有多解性，大家各说各的，无法达
成共识。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这条高
压变质带是南羌塘地块和北羌塘地块在古特提
斯洋闭合时高压碰撞所致，位于南北羌塘之间
的龙木错—双湖缝合带是古特提斯洋的主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南北羌塘属于同一地块，这
个变质带来源于金沙江带低角度俯冲于羌塘盆
地之下并出露于羌塘盆地中部，金沙江缝合带
是古特提斯洋的主支。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便在于证实南羌塘
地块和北羌塘地块是否属于同一地块。

2015 年 11 月，张以春在双湖热觉茶卡一
带发现 了早二 叠世 Asselian 期的 球希瓦 格

（Sphaeroschwagerina）虫筳类动物群。这个证据非常
重要，它显示了在 2.95 亿年前，南方大陆处于冰
期兴盛时期，此时温度最低，不应该出现暖水动
物群。“但虫筳类却是暖水动物群。这意味着，北羌
塘在低纬度地区，也就是距离赤道比较近的地
方。而当时南羌塘却在冈瓦纳北缘。”张以春说。

冈瓦纳大陆又称南方大陆，其中心在南极
洲东部和非洲南部。北羌塘在接近赤道的位置，
南羌塘却更靠近南极。虫筳类动物群的发现让张
以春意识到，南北羌塘板块之间还有个大洋。虽
然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在当

地最寒冷的时期出现暖水生物的证据却是无法
被反驳的。

划分时代的重要证据

由虫筳类研究古生物地理演化是张以春坚守
的方向，而我国虫筳类的系统研究源自著名地质
学家李四光。上世纪 20 年代，李四光开始了对
虫筳类有孔虫的研究，当时世界上在这个领域已
经研究已久，但在国内，李四光的研究却犹如开
山鼻祖，甚至“虫筳”这个字，都是由他造出来的。

“以前没有虫筳字，是因为看到这种有孔虫的外形
像纺纱用的纺锤，即筳，才造出了虫筳字。”张以春
介绍说。

当年物质匮乏，研究设备极其有限，李四光
对于虫筳类的研究难上加难。一般有孔虫的体积
只有几厘米甚至几毫米大小，想找切面，就只能
从一个地方进行切割才能得到理想的切片，而
当时能进行切片的人都少之又少。面对困难，李
四光毫不退缩，甚至创建了一套体系，让现在的
研究人员在野外通过放大镜就可以识别有孔虫
的形态，进而判断年代。

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盛金章院士、张
遴信研究员等人都曾经从事虫筳类的研究。但如
今，算上张以春在内，国内也只有三四个人依
然从事这一研究，即便是国际，研究虫筳类的人

也是凤毛麟角。“也有人通过古生物化石判定
古地理位置，但是大部分人都从腕足动物入
手，从虫筳类角度做的研究者很少。”张以春说。

2014 年，张以春在西藏勘探休息时，随手
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当时我还开玩笑说，
可以看到石头上有化石的痕迹，要带回去研
究”。没想到这个无心之举，竟让张以春真的从
中发现了在该地区从未有人发现的化石———柯
兰尼氏虫（Colaniella）。“它是划分时代的重要证
据。”张以春解释道。

为了寻找这类化石，张以春带领研究生于
2016 年再次前去，沿着产状从底往上测了 300
多米，寻找柯兰尼氏虫的遗迹。“开始我们一直
没有找到，直到还剩下最后一两米就要结束的
时候，我跟研究生开玩笑说，这可真是一锤子买
卖了。”幸运的是，就在最后一两米里，果然发现
了柯兰尼氏虫的化石。

柯兰尼氏虫化石的发现打破了科学家之前
认为的拉萨地块在晚二叠时已经变成陆地的结
论。“我们发现，晚二叠时期拉萨地块全部都在
海里，还没有形成陆地，也无法向其他地块提供
物源。”张以春说。

探寻未解之谜

虫筳类有孔动物让张以春得出几个重大结论
后，他的研究并没有停滞，因为还有很多未解之
谜等待他继续探寻。

张以春现在以南羌塘板块研究为主。他发
现在二叠纪大陆裂解时期，最大的裂解处应该
出现很多玄武岩，也就是说南羌塘南部应该出
现大量玄武岩，但实际上大量的基性岩墙群都
出现在南羌塘板块北边。“我一直在思考，是地
块发生了旋转还是南羌塘北面原来有个微板块
被俯冲掉了。这需要作大量的剖面研究才能建
立南羌塘的空间格局模型。”张以春说。

不仅如此，南羌塘板块东部和西部的地
层也不一样，东部出现了很多海山，西部却都
是地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都让
张以春无法停止探索的脚步。目前他正在写
的一篇论文是关于西藏板块与缅甸和东南亚
关系的。

“守着西藏，我要发现更多有意思的历史。”
张以春说。

契诃夫通过这篇文
学的遗嘱向这个世界告
别，这使他做到了不朽，
对于今天的观众和读者
来说，契诃夫究竟意味
着什么呢？

“
剧场

著 名 导
演李六乙执
导 的 话 剧

《樱桃园》近
日在首都剧
场上演。《樱
桃园》 是契
诃夫的最后
一 部 剧 作 ，
相当于 《暴
风雨》 之于
莎 士 比 亚 ，

《无病呻吟》
之 于 莫 里
哀，《当死人
醒 来 时》之
于 易 卜 生 ，
它们都是作
者对这个世界最后想说的话，可
以视作一种文学形式的遗嘱。在

《樱桃园》上演整整半年之后，44
岁的契诃夫去世。

很难说《樱桃园》是喜剧还是
悲剧，或许两者都有，或许这才是
生活最原本的状态，契诃夫饱含
着对于所谓旧俄时代深深的眷恋
写就了这样一部剧作。柳鲍芙和
加耶夫兄妹俩作为樱桃园的主
人，每天过着爱慕虚荣、挥金似土
的生活，终于荡尽家产，不得不变
卖掉樱桃园，而买主竟是樱桃园
昔日农奴的儿子罗巴辛，随之而
去的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即
贵族时代的记忆。契诃夫在批评
兄妹俩的同时，笔下却对其充满
了同情，即使对方明显是假乞丐，
柳鲍芙依然会慷慨施舍，即使只
会“打红球进中袋”，加耶夫依然
不失真诚善良。与此同时，即使罗
巴辛这个一字不识、挨着巴掌长
大的樱桃园的新主人，在今天看
来是个成功的逆袭者，一个充满
着正能量的励志典型，他最后为
了盖别墅，把樱桃树一棵棵砍倒

（伐树的行为在契诃夫的作品中
形同犯罪），在字里行间作者都对
他充满了不屑一顾。我喜欢《樱桃
园》 里面没有一个坏人———这或
许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共性，在看
过之后你只会感叹，是时代而不
是某个人把像柳鲍芙和加耶夫这
样的人抛弃掉，而将罗巴辛这种
唯利是图的人抬了出来。

正像拉斐尔在创作 《雅典学
派》时会把自己画进去一样，契诃
夫也在剧中给自己选了一个角
色———老管家菲尔斯，一位把樱
桃园的后代视如己出，见证过樱
桃园的座上客是达官显贵、政府
要员，最后在樱桃树被砍伐的“咔
咔”声中安静死去的老人。从这个
意义上讲，无论是剧中的菲尔斯，
还是现实中的契诃夫，都是旧俄
时代的殉葬者。契诃夫耗尽一生
的时间写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年
岁以及生活其间的人的阴暗面，
可最后当他预感到这个曾经让他
百般痛苦的时代行将结束时，契
诃夫会含着热泪目送它一去不
返，并且对即将到来的所谓新时
代产生深深的质疑甚至些许畏
惧。而这种微妙的情感，几乎全被
他写进了《樱桃园》之中，作为百
年之后的中国观众，是不难体悟
到这一点的。

因为病痛的关系，《樱桃园》
是契诃夫写得最慢的一部作品，
每天只能前进四五行，可这同时
也成就了作品中完美到极致的语
言，正是通过这些精确到毫厘的
话语，契诃夫让剧中人物乖乖就
范，他的文字正像莫扎特笔下的
音符一样不可替代。

契诃夫通过这篇文学的遗嘱
向这个世界告别，这使他做到了
不朽，对于今天的观众和读者来
说，契诃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
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契
诃夫对自己曾经的恋人米奇诺娃
说过的那句自信满满的话———

“我依旧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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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近在眼前，但“吃瓜
群众”的目光却被 2020 年日本东京夏季奥运会
和残奥会吸引了。因为最近有报道称，东京奥运
会将采用“刷脸”技术来增强安保力度。

日本媒体透露，经有关消息人士确认，东京
奥运会期间人脸识别技术将被用来“简化运动
员、官员和记者的入场过程”，接受人脸识别安
检的人数预计会达到 30 万～40 万。这部分人
员的面部识别信息会被录入到身份识别卡上。
普通观众则是不需要“刷脸”进场的。

其实，早在 2016 年巴西里约奥运会期间，

东京奥组委就曾在日本代表团驻地对人脸识别
技术进行了检测。

虽然有人抱怨等待的时间太长，但总体效
果还不错。日本希望在未来两年半的时间内，也
就是在 2020 年 7 月底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解
决等待时间过长等问题。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期间，研发这一技术的
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巴西两个机场对人脸
识别设备进行了测试。该公司还为其他类似项目提
供技术支持，比如芝加哥警方使用的软件等。

如今，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已经越来越普
遍。除了奥运会将其作为重要的安保措施外，中
国的机器人警察、美国纽约在桥梁和隧道中抓
捕嫌疑犯和恐怖分子、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应用
等，都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实施或列入实施
计划之中。

人脸识别技术还能让你通过“刷脸”打开手
机，更快地点餐，甚至更合理地使用厕纸。比如，
北京的天坛公园就启用了六台高科技出纸机，
使用者在进行人脸识别之后才能取纸，解决有
人故意从公园卫生间大量抽取厕纸的问题。

（艾林整理）

东京奥运会进场须“刷脸”

打开标本馆

主笔

李六乙导演的话剧《樱桃园》

小小有孔虫 揭开大秘密

蒋志海制图

第九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申报启事
主办单位：吴大猷学术基金会
合办单位：Openbook 阅读志、中国科学

报社（负责大陆申报和初评、复评工作）
赞助单位：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一）奖励对象：以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少
年为对象的中文自然科学普及著作 （包括科
学史，不包括科幻），分原创及译作两类。

（二）奖项：
原创及译作分别取金签奖及银签奖各 1

名、佳作奖多名，另设青少年科普著作特别推
荐奖（含原创及译作 1～3 名，适合 10 岁以上
青少年阅读）。决选结果于 2018 年 7 月初公
布，奖金赠予著作者及译者。

（三）参选办法：
由出版社报名：每家出版社报名数量最

多不超过 8 种。
由作者自行报名。
由复选或决选评审委员推荐。

参选过的书籍勿再报名。
（申请参选者需附参选著作 3 册，进入复

选者再提供同一著作 4 册。）
（四）参选资格：
2014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以版权页

为凭）出版的科普著作，皆可参选。
（五）报名参选截止日期：即日起接受报名，

2018 年 3 月 30 日截止收件（以邮戳为凭）。
（六）评选方式：
分初选、复选及决选三阶段，各阶段评审

将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界知名学者担任。初
选及复选阶段由台湾地区及大陆分别评选。

（七）评选标准：
以启发性、信（内容丰富正确）、达（表达

清楚）、趣（吸引读者、可读性高）为标准，其中
“内容正确”为入选必要条件。

（八）颁奖典礼：
邀请得奖人出席、向大众推荐及向媒体

宣传；本会注册之金签及银签标记，由获奖出
版社复制后，加印于得奖著作上。

（九）报名方式：
请按范例以 A4 纸尺寸大小自行制作报

名表（每本书填写一份），于报名截止日期前
发至 zhoumoban@stimes.cn，图书 3 本于报名

截止日期前，寄至中国科学报社。
收件地址：100190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

一条乙三号中国科学报社 509 室
联系人：李 芸 张文静
联系电话：（010）62580723
E-mail：zhoumoban@stimes.cn

第九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报名表

书名

出版社

基本信息注

联系人

电话及 E-mail

注 作 / 译者、定价、出版年月及内容介绍（300 字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