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历程
啊，恐鸟

新西兰借助 DNA 还
原古代巨型恐鸟模样

啊，
恐鸟

无 方

还记得小时候在《一千零一夜》的 ＂ 辛巴达

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为基础，而神话则经常

航海记 ＂ 中读过的捕捉大象喂养雏鸟的大鸟

包含着创造它们的民族群体记忆。很多研究者

吗？

都相信，巨鸟的原型是曾经生活在马达加斯加

＂ 当时正是夏天，我以为是空中有了乌云，

岛上的象鸟。象鸟是鸵鸟和鸸鹋的近亲，高可达

才会如此，我又惊又怕，再抬头细看，只见天空

３ 米多，重可达 ４００ 多公斤，是迄今为止在地球

中出现一只身躯庞大，被称为神鹰的野鸟。这种

上出现过的最大鸟类之一。象鸟的腿部粗壮，颈

鸟常常捕捉大象喂养雏鸟，我刚才看见的那幢

部长而有力，体表覆盖竖立的羽毛，喙部则像宽

白色圆顶建筑，原来是个神鹰蛋。我不由得惊叹

头长矛。

安拉造物之奇。这时，那只神鹰慢慢地落了下

象鸟生存的时代可谓大型鸟类的盛世，除

来，两脚向后伸直，缩起翅膀，安然孵在蛋上。＂

了它们之外，在大洋的另一侧还生活着另外一

这是多么神奇的世界，又比电影《阿凡达》
瑰丽的想象差多少？
也许你会问，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大的鸟吗？
要知道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必然是以作者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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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巨鸟，它们就是新西兰的恐鸟（ｍ ｏ ａ ）。看到恐
鸟的名字，你也许会在头脑中浮现出恐龙的身
影，它们的确都是曾经一度在地球上称王称霸
的家伙。

象鸟的庞大体型令现代鸵鸟相形见绌

恐鸟是一类曾经生活在新西兰的无翼大

称为迪诺尼斯恐鸟（Ｄｉｎ ｏ ｒｎ ｉｓ）。新西兰坎特伯

鸟，其中最大的种类高可达 ３．５ 米，重达 ２５０ 公

雷大学的生物学家尼尔·吉梅尔领导的研究小

斤，是当地最具优势的动物，毛利人把这块土地

组从这种恐鸟骨头中提取了 ＤＮＡ，通过分析

叫做 ＂ 奥蒂罗亚 ＂，也就是现在的新西兰。大约

ＤＮＡ 序列，来研究它们的进化历程，并且还可

７００ 多年前，玻利尼西亚人乘着独木舟首次到

以推断出这个种群的数量。

了这里，他们惊奇地发现恐鸟很易于猎杀，并且

研究结果显示，
１０００ 年前，新西兰岛上的

是营养丰富的美食。几个世纪之内，毛利人就把

迪诺尼斯恐鸟有数百万之多。如果再加上其它

这些长有羽毛的庞然大物捕杀光了。类似毛里

９ 种恐鸟，在 １０００ 年至 ６０００ 年前，新西兰岛

求斯岛上渡渡鸟和马达加斯加岛上象鸟的悲

上生活着大约 ３００ 万至 １２００ 万只恐鸟。然

剧，恐鸟的消失再次佐证人类的贪婪。

而，在人类约于 １２８０ 年首次到达那里时，恐鸟
的数量已经不足 １５．９ 万只了。

灭绝的真相

在人类到来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恐
鸟的数量下降得如此厉害呢？吉梅尔提出了几

人们总是孜孜以求地希望弄清楚生命演化

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是火山爆发。在

历史上很多事件的真相。然而，事实却总是争

新西兰北岛中心的陶波湖周围，经常爆发火山，

来辩去，犹如罗生门。

毁坏了当地恐鸟的生活区；另一种则认为是疾

虽然，很多人相信恐鸟的消失与人类的贪

病流行所致，比如禽流感、沙门氏菌或者肺结核

欲有着莫大的干系。但是，最近的研究结果显

等病的传播，这些疾病是由候鸟从澳大利亚和

示，在人类到达新西兰之前，恐鸟的数量就已经

其他地方带到那里的。但是，尽管有火山爆发

开始急剧下降，成为当地一个弱势群体并危在

或者疾病的打击，但如果人类没有到来，恐鸟也

旦夕。恐鸟有 １０ 个种类，个体最大的一种被

许不至于灭绝，正是人类对其生活环境的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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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以及对它们的屠杀，才让它们走向了万劫

可达 １．３７ 米，体重可达 ４１ 公斤，是恐鸟家族

不复。

的 ＂ 中号 ＂ 成员。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它们的骨
骼进行 Ｃ Ｔ扫描，然后运用生物力学的方法，将
之与现生鸟类进行比较，获得它们的行为模式。

庐山真面

Ｃ Ｔ扫描结果显示，安达加拉恐鸟的头骨上
科学家虽然通过对比保存下来的骨骼，分

下前后均非常坚硬，但两侧却相对脆弱。这意味

辨出了 １０ 种恐鸟，但依然不清楚它们到底长

着它们在面对善于从侧面进攻的猎物时，要面

什么样。最近，澳大利亚阿得雷德大学古 ＤＮＡ

临喙破裂的风险。但由于上下头骨都较为坚硬，

中心的研究生尼古拉斯·拉维伦斯表示，他们利

再加上出色的灵活性和速度，这种鸟能够像拳

用远古 ＤＮＡ，已经能够把 ４ 种不同恐鸟的羽毛

王阿里一样对付猎物。安达加拉恐鸟可能采

区分开来。

用 ＂ 有进有退的策略 ＂，连续用类似短柄斧的喙

最初，新西兰科学家利用岩洞里发现的恐
鸟羽毛，＂ 重建 ＂ 了第一只以 ＤＮＡ 为基础的巨
型恐鸟。接着，研究者把从沉积物里发现的其

向下猛刺，当突破口扩大后，又会小心翼翼地展
开外科手术式的攻击。
另外，通过综合分析以上信息，研究者发现

他羽毛跟现在仍然存在的红额鹦鹉的羽毛进行

安达加拉恐鸟的咬力稍稍低于人们的预计，同

对比，确定它们的羽毛颜色有没有发生变化。

时也低于很多与之体型相当的肉食哺乳动物的

然后利用研究数据恢复了硕腿恐鸟、
重足象鸟、

咬力。因此，它们可能利用强大的颈部肌肉将坚

高地恐鸟和南岛巨型恐鸟的外貌。

硬的头部刺入猎物体内，就像斧子一样，用以弥

令人吃惊的是，很多种恐鸟拥有非常类似、

补咬力较小的这种缺陷。

相对普通的棕色羽毛，有些则拥有带白尖的羽

在安达加拉恐鸟处于兴盛时期，南美洲成

毛，这使得它们的整体羽毛带有白斑。这种土

为众多独特而令人惊异的生物的家园，其中包

褐色的羽毛可能是为了避免已经灭绝的哈斯特

括巨型地懒、坦克般的雕齿兽以及怪异的类似

鹰（Ｈａ ａ ｓｔ＇ｓ ｅ ａ ｇ ｌｅ ）捕猎，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

马的 ｌｉｐ ｔｏ ｔｅ ｒｎ ｓ 等。袋剑虎是安达加拉恐鸟的

结果。

拳击高手
人们通过化石遗骸，对
恐鸟有了相当多的认识，但
毕竟我们没有机会与它们来
个亲密接触，无法了解它们
的行为习性。安达加拉恐鸟
（Ａｎ ｄ ａ ｌｇ ａ ｌｏ ｒｎ ｉｓ）生 活 于 南
美，是恐鸟家族的一员，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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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南岛发现的恐鸟蛋壳，研究人员利用它们提取遗传物质

科学家认为这是很
有可能的，因为恐鸟灭
绝的时间还不长，有可
能找到保存完好的
ＤＮＡ，地球上还生活着
它们的近亲生物，通过
基因组的整合能够实现
这个愿望。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
科学家利用绿色荧光染料锁定蛋壳中的 ＤＮＡ＂ 热区 ＂

激动人心的工作，首先
在新西兰的洞穴中收集
保存完好的骨骼和鸟
蛋，以获得恐鸟的 ＤＮＡ
序列。其中鸟类蛋壳具
有良好的遗传物质恢复
性，可以有效承受氧气
和水的侵蚀。经过不懈
的努力，澳大利亚科学
家终于通过先进的激光
技术，利用绿色荧光染
料在显微镜下锁定恐鸟

古代恐鸟 Andalgalornis 体重可达到 41 公斤

蛋壳中保留的 ＤＮＡ＂ 热
区 ＂。研究显示，遗传物

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在与对手展开肉搏时，恐鸟

质保存于蛋壳母体中，科学家们利用显微镜技

的 ＂ 阿里步法 ＂ 可能赋予它们一种优势，成为

术成功拍下 ＤＮＡ 照片。

杀手锏。袋剑虎与恐鸟相比，前者力量更为强

除了恐鸟之外，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生物

大，但后者更为灵活敏捷，二者都处在食物链的

学家夏洛特 － 奥斯卡姆（Ｃ ｈ ａ ｒｌｏ ｔｔｅ Ｏ ｓｋａ ｍ ）和

顶端。

同事还成功从马达加斯加岛和澳大利亚发现的
远古鸟类蛋壳中提取出 ＤＮＡ 样本，样本保存

恐鸟归来

极为完好。
鸟类蛋壳化石中成功提取出 ＤＮＡ 样本，

这样的庞然大物永远的消失了，我们能否

为复原象鸟、恐鸟等已经灭绝的巨鸟奠定了基

像《侏罗纪公园》里讲的那样通过分子生物学的

础，距离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所描述的场景

技术，利用鸟类的 ＤＮＡ 复原它们呢？

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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