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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地质历史过程的产物，走过了 30 多亿年的演化征程。大自然创
造出数以千万计的物种，之后又将其销毁，终而复始，生生不息。对进化
这样涉及数以千万计的物种、覆盖整个地球表面以及跨越数十亿年的历史
过程来说，即便汇集全人类的所有经验，也不过是沧海之粟。何谓生命？
何谓物种？何谓进化？何谓变异？物种如何进化？物种为何进化……这些
似乎易于感知或想象，却十分难以准确作答。
人类对进化的认知与其自身的生物学演化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从
古代的哲学猜想延续到现代的科学论证。关于进化，可谓众说纷纭，但每
一种学说都只映射了一个或少数侧面。本书旨在构建一种多维的进化视角，
对达尔文主义、拉马克主义、孟德尔遗传学、群体遗传学、表观遗传学、
中性进化论、直生论、古生物学、生态学、行为学、发育生物学以及哲学
等进行了跨越范式的整合，并借助希腊古贤关于事物存在的哲学范式，提
出了进化“四因说”。从本质上来说，有机体也是质料、形式、动因和目的
的统一，进化是种族承载于无数个体的一种生命运动，是多层次运动的复合，
承受遗传•生理•生态等诸多动因的联合驱动。
进化论，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巨链”扬帆启航，搭载
19 世纪的拉马克和达尔文学说，在 20 世纪“现代综合”的喧闹声中，又重
新驶回了亚氏的理性港湾——“四因说”，这在表象上看似回归，而在本质
上却是重塑！
本书绝非进化理论及其历史的简单罗列，而是批判性地审读与革新式
的重构。本书兼顾专业性和科普性，可供进化生物学、基础生物学、分子
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动物生理学、动植物分类
学、生态学、生物哲学、微生物学、生命科学史、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
领域的科研人员、师生及感兴趣的社会公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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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并无永恒，一切都摇曳于过程的链条之中，生命更是如此——没有生
灵不是凡尘中的匆匆过客，无论个体，还是种族。生命是地质历史过程的产物，
走过了 30 多亿年的演化（进化）征程——从混沌到秩序，从简单到复杂，从共性
到个性……物质世界因此而获得了学习、适应、组织、竞争、创造与超越的神奇
力量。大自然将奥秘或法则隐匿于密码之中，借此创造出数以千万计的物种，之
后又将其销毁，终而复始，生生不息。但是，何谓生命？何谓物种？何谓进化？
何谓变异？物种如何进化？物种为何进化……这些似乎易于感知或想象，却十分
难以准确作答。
巴顿等（2010）指出，
“对于发生过的历史的追溯以及探讨历史为什么会这样，
比起对现存机制的解释更为困难。实际上，许多这类问题也许是无法回答的……
科学家常常提出可能但不能验证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或那种特征进化”。
Rolston（2003）认为，“趋势是历史解释所必需，却绝不能直接观察到，也难以
在有限的时间间隔或观察范围内检测出来”。但是，困难并未能阻挡人类对进化奥
秘的探寻（因为这关乎人类自身从何而来）
，从古希腊一直延绵至今，而我也是这
沧海一粟。在达尔文点燃熊熊圣火之后，进化论是否已从璀璨绚丽步入日暮黄昏？
1．一滴露珠——倾听自身滴落的声音
我主要研究淡水生态学，但生态学在现代进化论中却难有一席之地，在达尔
文时代也仅停留于描述性的博物学阶段。我在过去 20 多年的专业研究生涯中，其
实与进化论毫无关系，只因一次偶然而“误入”了进化论的“歧途”：在写作《从
生态学透视生命系统的设计、运作与演化——生态、遗传和进化通过生殖的融合》
（谢平，2013）一书时对有性生殖介导的进化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那本书对
进化只是轻描淡写而已。之后，我在《生命的起源-进化理论之扬弃与革新——哲
学中的生命，生命中的哲学》（谢平，2014）一书中对进化论花费了相当的笔墨。
但是，当我将与进化相关的内容转载于科学网时，一些读者批评我未涉及较为近
期的进化理论（如中性假说、表观遗传学等）。因此，我决意写作本书，力图对进
化理论进行更为全面、深入而系统的审读与梳理。有人或许会质疑为何像我这样
背景的人居然去写进化之作。这又有何奇怪呢？现代遗传学的基本理论不也是由
一个奥地利牧师（孟德尔）在 1866 年所创建的吗（虽然被埋没了 30 多年）？我
告诫自己应该心无旁骛，不要在意尘土般的功名，不必畏惧时代的“骄儿”，更要
坦然面对辛辣苦涩之言！要坚信，“真容”总有一天会从乌云的帷幔中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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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憧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人类对进化的认知与其自身的生物学演化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从古代的
哲学猜想延续到现代的科学论证。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试图铭记英国进化生
物学史学家皮特·J·鲍勒（Peter J. Bowler）的忠告：“有少数人是想通过宣称达
尔文只不过是在别人已经奠定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而企图巧妙地贬低达尔文本人的
真正作用。更普遍的原因是，寻找先驱是一些科学家技术上的考虑，他们无法相
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明显的真理竟然长时间未被发现。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正
确地解决了如此多的生物学问题，那么在达尔文之前的某些人肯定窥见了至少部
分真理。那些按照旧的想象即把科学视为事实知识不断累积过程而从事历史研究
的人，简直无法接受有可能发生真正的科学革命；他们根本不能想象在历史上存
在这样的时期，那时现代的观念毫无踪影，因为在那样的智力环境中，现代观念
不可能形成。相反，他们从早期的文献中寻找关于这一真理的蛛丝马迹，试图从
传统的错误自然概念中找到真理的雏形”
（鲍勒 1999）。这是对一些怀揣类似心态
的从事进化论历史研究者的无情讽刺。Cox 和 Moore（2007）有这样一句名言：
“研
究历史的最好理由之一是向它学习——不然它就仅仅成为一份枯燥的成就目录”。
对笔者来说，回顾历史的目的就如牛顿所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教育既传承真理，也传播谬误，虽然我对中性理论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但这
不妨碍我欣赏木村资生的一句名言：
“如果某一个学说经常有大多数人说它好，有
权威人士在他们的书中表示赞同，又在课堂上讲授，在人们的心中会逐渐建立起
来信念，最终成为指导原则和价值判断的标准”
（Kimura 1983）。木村资生曾试图
冲破传统观念的禁锢，推出他的中性进化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的
假说后来也被崇拜者以同样的方式神化成了教条。19 世纪的名著《自然创造史的
遗迹》的作者钱伯斯曾说，专业科学家过于沉湎于细节，不能得出真正综合性的
理论，这似乎也给予我一种暗示或鞭策——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去勇敢跋涉！
3．喧腾的综合——“青春”如梦
19 世纪中叶，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登场标志着科学进化论扬帆启程。达尔
文在个体异质性存在的直观意识下，强调了外在的生态动因——个体（同种或异
种）之间的竞争/斗争，并用拟人化（人对动植物品种的选育）的“选择”来渲染
自然的裁决，人们常常抱怨他的选择理论将自然界贬低成残酷斗争、偶然无意的
产物，是一个盲目的生错、试错与择优的理论，是向偶然性的还原。但是，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的随机性或偶然性却迎合了现代遗传学家的短视或还原性
的思维特征。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化学家莫诺（Monod，Jacpues Lucien）宣
称，“机遇本身就是一切新事物的源泉，生物圈中全部创造的源泉”。
20 世纪初，进化论试图走向综合：早期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孟德尔的遗传
学的联姻，后古生物学加入进来。遗憾的是，在不同尺度认知的转换或衔接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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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那么令人满意，遗传学家受困于无限的细节之中，而古生物学家则迷失在化
石碎片之中。20 世纪中叶，生命科学解密了遗传密码、基因以及基因组等，使达
尔文进化论中未知的个体变异机制得到了诠释。
另外，群体遗传学试图在孟德尔（经典遗传学）与达尔文（博物学）之间架
设桥梁，但却并不那么成功。Falconer 和 Mackay（2000）曾说，“数量遗传学所
涉及的是那些个体间差异的遗传性，这些差异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种类上的，是数
量的而不是质量的”。但是，物种分化恰恰需要本质的差异，而群体遗传学并不能
告诉人们量变是如何转变为质变的。数学，在蛮荒的野生动物世界中，原本是在
上演捕食者的追逐与猎物的逃亡游戏时双方的一种经验心算，而到了能娴熟使用
工具的人类社会中，则发展成了一门能够精确丈量的科学，甚至被一些超越现实
的复杂运算所充斥。毫不奇怪，依赖一些刻板的数学，群体遗传学难以驾驭瞬息
万变且充斥着非线性的生物界。
对进化论来说，现代分子遗传学也背负短板。试问，根据基因数量的差异何
以能准确辨识不同的物种？巴顿等（2010）也承认，
“分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进化生物学的研究，但它并不能立刻回答任何核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分
子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仍然保持隔离，因为它们问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
分子生物学问‘如何？’，进化生物学问‘为什么？’
。”
美国鸟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迈尔曾批评道，群体遗传学的各种理论只是把
群体看成是一个装满着各种颜色豆子的布袋，这种简单化的思想会导致错误
（Kimura 1983）。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瓦廷顿对早期的群体遗传学家这样抨击道：
“他
们所创建的数学理论缺乏正常地应期望于数学理论的两件事：第一件是这一理论
没有得出关于进化的任何值得注意的数量论述，因为公式中包含着不能精确知道
的选择有利性、有效群体大小、突变率等参数。第二件是它没有揭露出能解释以
往不清楚的现象的新的关系和过程”
（Waddington 1957）。精通数学的群体遗传学
家也不甘示弱：当迈尔谈到较新的群体遗传学是遗传“相对论”时，木村资生反
击说，这个较新的群体遗传学完全是言辞上的，缺乏任何数量上的处理，同物理
学中的相对论是完全相反的（Kimura 1983）。
英国动物行为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2005）曾说，
“我们的大脑习惯于
处理的时间量程与进化过程中典型的时间量程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习惯于理解数
秒钟、数分钟、数年，或者至多数十年完成的过程。而进化论是一个缓慢累积的
过程的理论，这些过程需要上万年、甚至上千万年才能够完成。我们所有的直觉
判断在被放大许多个数量级之后变成了谬误。我们精心调整的充满怀疑论和主观
概率论的器官失去了效力，因为它被调整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由进化
本身加以调整的——在几十年的生命过程中发挥作用”。遗传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
对进化论的态度莫不正是如此，它们搭建的塔楼，从一开始起就像是要坍塌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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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天”与“后天”之舟在生命的海洋中驶行
自魏斯曼以来的遗传或分子遗传学家们用形而上学来神话所谓的“中心法
则”，将悠长的进化历史仅用一个可怜的瞬时过程就模式化了，在他们为打败拉马
克的获得性遗传而欢呼雀跃的同时，也暴露了其自身在进化论与生命本质认知上
的微观与短视！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所谓先天和后天之争，拉马克主义者信奉后天可以改造
先天，而分子生物学家则用“中心法则”坚决否认。我们既有本能，也有习性，
而绝对的本能就是天生的，习惯则是后天的。为何先天与后天不能合而为一？如
果后天不能获得，那本能从何而来？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创作于 1611 年）中曾让普洛斯彼罗这样来侮辱卡利
班：“一个魔鬼，一个天生的魔鬼，后天培育也改不了他的先天本性”。之前，曾
有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经院学者穆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在 1582 年出版
的《论小学》一书中说，“先天给他定向，后天则是使他沿此向前”。
里德利（2005）指出，
“每个哪怕只是有一丁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是这两
者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的产物……争论双方，一方是天生论者，我有时将之称为
遗传学者、遗传论者或自然论者；另一方是经验论者，我有时也会将之称为环境
论者或培育论者……人类本性的确混合了达尔文的普遍（universals）、高尔顿的遗
传（heredity）、詹姆斯的本能（instincts）、德费里斯的基因（genes）、巴甫洛夫的
反射（reflexes）、华生的联想（associations）、克雷普林的历史（history）、弗洛伊
德的塑形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博厄斯的文化（culture）、迪尔凯姆的劳动
分 工 （ division of labour ）、 皮 亚 杰 的 发 展 （ development ） 和 洛 伦 兹 的 印 刻
（imprinting）。你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东西在人类的心智中都能起到作用。任何对
人类本性的论述都必须包括所有这些内容才算完整”。
动物行为学家发现，在哺乳动物发育早期存在所谓“印刻”
（imprinted）现象，
我确信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后天”与“先天”的连接桥梁之一。它给动物的
先天本性留存了一定的后天可塑性，也可能为后天改造先天留下了一个行为调节
的窗口。换言之，它留下了先天的法则，指挥运行一个根据后天进行反馈调节的
系统。当然，我相信，这种先天法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可发展或被修正、
甚至被摧毁。
最近的表观遗传学研究发现，环境可诱导 DNA 修饰（如甲基化），从而影响
基因的表达，进而改变表型，这种甲基化模式据说可以遗传给子代。如果这是事
实，这便是一种后天获得的遗传记忆，是将后天融入先天的一个步骤，或者说，
这也可视为是“硬”遗传打开的对可变生存环境进行适应的一个遗传调节窗口。
5．匠心独妙——用模块堆砌复杂
物质世界的表象看似纷繁杂乱，但本质却相对简洁，即用简单创造复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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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层次化的世界，每一个层次都由一些模块堆砌而成，原子如此，生物大分
子（蛋白质、核酸、多糖等）、细胞、组织、器官、个体、种群乃至群落也如此。
生命的起源与演化就是一个在太阳光能驱动下的自组织与结构化的过程，其
主要特征就是模块化与层次化，它们相互嵌套，互为因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果
蝇为材料的研究发现了遗传发育的模块化特征，特别是揭示了同源异型基因（hox
基因）家族的调节功能，它们神奇地指挥着哪里长头、哪里长腿、哪里长翅膀等，
而该基因家族的突变可使应该长触角的地方长出了一双腿，使平衡器发育为翅膀
等。进一步通过对不同类群中 hox 基因排列方式的变异研究发现，物种的演化就
是一个模块重组的过程。
无人知晓生命的演化为何要采取这种模块化的方式，或许是生命的一种内禀
特性吧。不过模块化使物种的创造在技术上更为容易，这也意味着，像 hox 这种
调节基因的微小突变也许会带来在进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形态结构的变化。模块
化也符合大多数物种修修补补的演化方式，意味着物种的创造是一种继承与发展
的过程。
变化既有基因的，也有表型的，遗传学家喜欢用“突变”，而博物学家喜欢用
“渐变”，前者针对基因，后者针对表型。木村资生喜爱那些功能不重要的 DNA
序列的变异，而达尔文喜欢那些表型上的变异。其实，对生殖的影响才是最重要
的，无论多么重大的形态变异或 DNA 序列变化，如果不能导致种群间的生殖隔
离，其进化意义也是微小的；反之，即便是一个微小的形态、生理或基因变异，
如果它能导致生殖隔离，其进化意义就是重大的。此外，生命构建的模块化或许
为动植物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留下了发育调节的窗口。
6．寻觅动因——从哲学吮吸晶莹的甘露
对进化这样涉及数以千万计的物种、覆盖整个地球表面以及跨越数十亿年的
历史过程来说，即便汇集全人类的所有经验，也不过是沧海微尘！因此，对进化
精髓的把握，还需借助思维演绎工具——哲学。道金斯（2005）说，
“我们的大脑
是被设计用来解释狩猎、采集、交配以及抚养幼童的：这是一个中等体积的对象
以及中等的速度在三维中运动的世界。我们不善于理解非常小和非常大的事物、
存续期以兆分之一或十亿年记的事物……我们只有通过受它们影响的、我们能够
看到和触摸到的事物才了解了它们。”
我坚持认为，既然进化是一种生命运动，它就必须有动因——这才是进化论
的真正核心，而哲学家正好擅长窥视宇宙万物的动因。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
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认为，相反者相成，对立者统一，斗争者变化，发展是对
立面的斗争与相互转化，这也是万物产生的根源。笔者主张，进化的驱动正是源
自一系列对立面的矛盾或斗争，如基因库的稳定性 vs 变异性，生理生化系统的正
反馈 vs 负反馈，物种内禀增长的无限性 vs 资源有限性，植物 vs 牧食者，捕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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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猎物，寄生虫 vs 寄主，病原菌 vs 宿主，显花植物 vs 传粉昆虫……而在如此之
多层次上的对立面，恰好反映了进化与诸多生存机制/因子的密切关联性。
达尔文正是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得到启发，关注到物种内禀增长的无限性与
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得出通过生存斗争推动进化的观点，但笔者认为，
虽然它十分重要，却仅是进化动因之一。而拉马克强调的则是一种内在的生理动
因，即用进废退，认为这种变化经过足够的岁月可被遗传所固定。
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对生理系统能否影响遗传系统这样
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由于人们迷信所谓的“中心法则”，拉马克主义的命运便可
想而知了。笔者相信，随着未来对生命起源的揭密，代谢系统与遗传系统的起源、
整合及协同演化过程终将水落石出。如果没有一种生理性的适应机制，如何将一
个小小的细胞内包含的数以万计的各类生物分子进行有序管理并用以应对瞬息万
变的生存环境呢？如果没有获得遗传固定的适应，习性如何能够转化为本能？
事实上，人们无法否认在各个生命层次上适应性的存在，如生理适应、行为
适应等，此外，既有个体的适应，也有物种的适应。达尔文强调通过对随机变异
的筛选获得适应性，而拉马克则强调通过用进废退获得适应性。试问，为何现代
的生命科学家就不能相信生理性适应能通过某种途径整合进遗传系统呢？其实，
在生化体系中，代谢系统和遗传系统是相互衔接的，如一些核苷酸既是遗传物质
的原料，也是代谢循环的能量载体（可能因此才在二者之间架起了桥梁——这或
许就是遗传信息的开端）。但不得不承认，能够被遗传所固定的适应性是需要经历
漫长岁月的（对复杂的动植物更是如此），百年人生不可能观察一个完整的过程，
因此，不可能通过实验观察获得实证（当然，也无法证伪）。
我认为，种族的遗传也必定包含一些生存法则（编织于生化系统之中），而法
则留下了塑性，使有机体得以灵活地去应对变化莫测的现实世界，而用进废退便
是诸多生存法则之一。遗传不可能决定所有细节，形象地说，它留下的法则就如
同一些数学公式一样，根据环境参数（自变量）来调整自身的生理响应（因变量）
。
如果环境诱导的生理响应（行为、形态、生理或色泽等）显著影响到了个体的生
殖，导致了种群基因库的分离，那么，种族自身制定的生存法则也会导致自我分
裂甚至灭亡。其实，我并不否定基因突变对进化的巨大贡献，作为一种遗传动因，
它是无与伦比的伟大，但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对生命世界的贡献也不容扼杀，
这是一种为了生态目的的生理动因，或许它有时也能与基因突变相媲美。
7．期冀联姻——经验论与唯理论，还原论与整体论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疑惑，自然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
拉（Protagoras，前 490～前 420 年）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衡量存在的事物
之所以存在的尺度，也是衡量不存在的事物之所以不存在的尺度。而柏拉图（Plato，
公元前 427～前 347 年）则主张知识是先天的，他认为，学习就是回忆，具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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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和必然性的知识不可能建立在相对偶然的感觉经验基础之上。
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英国经验论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而大陆唯理论则认为
感觉经验是相对的、不可靠的，科学性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因此，一切科学来
源于理性自身。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年）认为人的心灵宛
如一张白纸，外部事物刺激心灵产生印痕，这种印痕也称之为观念，观念组合起
来就形成了知识。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 年）对感觉经验的
来源表示怀疑，他认为经验重复一万遍还是经验，经验只对过去和现在经历的东
西有效，对未来无效，因此，归纳推理不能下全称判断，而因果观念则来源于习
惯性的联想。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认为，光有经验
不够，心灵不是像洛克所说的像一张白纸，我们的认识主体本身具有一套认识形
式和结构，它独立于经验并构成经验的先决条件，我们通过它来认识世界。其实，
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年）曾试图协调经验和理性之间的
矛盾，他将几千年来科学的停滞不前归咎于两者不幸的离异，他说，经验论像蚂
蚁，只会把材料搬来搬去堆在那儿，而理论派则如蜘蛛一样从自己的肚子里吐丝，
空洞无物，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像蜜蜂，去采集花粉，然后经过自己的加工，酿出
来的是蜜，因此，两者需要联姻。
19 世纪，在科学研究或思维方法上，出现了还原论和整体论之争。还原论认
为复杂系统可以化解为部分之和来理解，复杂现象可分解为基本模块及其相互作
用来认识，因此，有人认为生命运动形式可归结为物理-化学运动形式，如德国物
理学家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 年）曾说“一旦把一切自
然现象都化成简单的力，而且证明自然现象只能这样来简化，那么科学的任务就
算完成了。”而整体论认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整合作用与相互联系规定系统
的性质，将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肢解成零散的组成部分难以认识系统的整体功能。
无限细分可谓现代生命科学的一大特色，即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被分解为成千
上万个部分，而每一部分又汇集或堆砌了无数的事实、假设、概括等。无数科学
家满足于将毕生精力倾注于这其中某个十分微小的部分（甚至一两个基因），至少
对进化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悲哀，然而，这却使生命科学得以积聚海量的知识
碎片——将这些从有机个体上撕扯下来的裂片一一复原，勾勒出一个结构化或逻
辑化的进化体系……
本书尝试着对进化论进行了跨越范式的整合——涵括达尔文主义、拉马克主
义、孟德尔遗传学、群体遗传学、表观遗传学、中性进化论、直生论、古生物学、
生态学、行为学、发育生物学以及哲学等，因为每一个理论都映射了一个或少数
侧面，而整合就是构建多维的进化视角。进化是一种穿越诸多层次的复杂生命运
动，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地理区域，从
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进化既然是运动，就会有方向、速度和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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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存在的实体——个体是质料、形式、动因和目的的统一。基因是遗传的
质料，基因组储存了生命形成的原则（形式），个体在初生动因（太阳光能）和次
生动因（遗传的、生理的、生态的）的联合驱动下，通过求生（一种次生的目的
性），推动着种族的延绵与分化。进化论，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巨
链”扬帆启航，搭载 19 世纪的拉马克和达尔文，在 20 世纪“现代综合”的喧闹
声中，又重新驶回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港湾——“四因说”，这在表象上看似回归，
而在本质上却是重塑！哲学宛如大海，一切知识或智慧终向它奔泻而去！我也曾
打算为本书加上一个副标题——从“存在之链”到“四因说”
（from“Great Chain
of Being”to“Doctrine of Four Causes”）。人类 2000 多年的进化思想轨迹惊奇地描
摹出了一个从哲学→科学→哲学的循环（可谓完璧归赵），而无数这样的循环或许
就能使我们不断接近真理……
我祈盼自身的进化思维，从往昔的灰烬中走出，携带上神奇的生命分子及其
被禀赋的遗传规律，重返绚丽多姿的大自然——在阳光沐浴下由形形色色的有机
体编织出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复杂网络系统。不仅仅是基因，更是搭载它们
的动植物实体，建构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群落，在内外动因的联合驱动下，背负着
各自不同的命运，在浩瀚的时空中演进，镌刻出无数蜿蜒曲折的演化轨迹……而
我, 力图将心灵退遁到天然质朴的状态，恰似一只偷呷群花精髓的蜜蜂，沉湎于
寻觅的夷愉与惊奇之中，也庆幸能在不经意间为人类认知的茫茫原野点缀上一小
朵斑斓幽芳的春花……
谢

平

2015 年 9 月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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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定义——生命、物种和进化

每当春风吹拂，大地从迷梦中苏醒，蓓蕾吐馨，蝶儿飞舞，鸟儿歌唱……涌
动着无限生机！地球上的生命是宇宙中最大的神奇之一，当然它是物质世界自我
创造与自我演化的产物，从“卑微”的细菌一直到“高尚”的人类。英国物理化
学学家彼得·阿特金斯（Peter Atkins）曾说，
“一旦分子学会了竞争和创造类似自
身的另外一个分子，大象以及类似大象的事物，不久之后，就会徜徉在乡间之野”
（道金斯 2005），这也意喻了所谓的进化现象。但是，不是所有的物质都可以进化，
而只有一类特殊的物质形态——生命才能呈现进化现象。而物种则是进化的基本
单元，它是生命存在的相对稳定形式。进化是一种生命涌动，一股生命之流，它
既是创造，也是毁灭……
在介绍进化论之前，有必要简述三个重要概念——生命、物种和进化的基本
定义。定义是概念的文字表述，但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同一个概念往往会有不同
的定义表述，往往缘于人们认知的历史发展，或在同样的历史时期，由于科学家
们不同的观察视角，或反映了科学家所强调的概念的不同侧面等。
一、何谓“生命”？
19 世纪及之前关于生命的定义主要是哲学家（甚至诗人）的抽象表述（如目
的性），之后，随着人们对生命科学认知的积累，生命的各种定义体现了生物学特
性、遗传特性、生化特性、物理学特性（与外界的能量交换），或者各种特性的综
合（表 1-1）。但总体上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
诗人柯尔律治说，“我以为生命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部分存在的先决条件”
。
我们有关生物的印象来自于生物具有的内在的独特性以及按照一定目的的设计和组
合起来的外表。我们可以把生物看作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机制（凯恩斯·史密斯
1995）。Ehrensvärd 曾说，
“生命要比生物体更古老”，但问题是，没有生物体的生
命到底是什么呢？
表 1-1

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生命”的定义
定义

①古

文献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 年）认为，生命是灵魂与躯

希腊

体的结合。他在《论灵魂》中说，“在自然物体中，有些有生命，有些则没有

时期

生命。所谓生命，乃是指自己摄取营养、有生灭变化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 1992

续表
定义
17 世纪的机械论学派认为，有机体不是别的，只是机械装置，它的运行可用力
学、物理学和化学定律来解释
17～18 世纪的活力论学派认为，生物有机体中的一些过程并不遵从物理和化学
定律，而是受控于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活力论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现，如“生
基”、“精气”、“有感觉的灵魂”、“自发力”和“形成欲”等

文献
迈尔 1990
迈尔 1990，百度百
科词条“活力论”

哲学家康德（Kant，1724～1804 年）在 1790 年出版的专著《判断力批判》中
②17

指出，
“是自然目的的东西就是有机体”，而“如果一个事物同时是原因而又是

～ 18

它自己的结果（即令是在双重的意义上），它就是作为一种自然目的的”

世纪

康德 1985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 年）在
1794 年出版的《动物学》中将“生命”定义为“应激性”的结果，而“应激性”

玛格纳 2001

和哈勒的生理学相符合，是一种特殊的力
哲学家黑格尔（Hegel G W F，1770～1831 年）在《自然哲学》中指出，
“自然
在其特定存在中所达到的最高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是整个对立面的结
合……只要内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原因和结果、目的和手段、主观性和客

黑格尔 1986

观性等是同一个东西，就会有生命”
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年）说，
“生命是对内部条件及外
部条件的持续适应”

Schlick M 1949

哲学家恩格斯（Engels F，1820～1895 年）在《自然辩证法》中说，
“生命是蛋
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本质契机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
③ 19
世纪

的物料交换，而且这种物料交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
的分解”。恩格斯解释说：
“在无机体内也能够发生这种物料交换，而且逐渐地
到处发生，因为化学作用即使进行得很慢，却是到处发生的。差别在于：在无

恩格斯 1925

机物的情形下，物料交换破坏了它们，而在有机体的情形下，物料交换是它们
必要的存在条件”
（恩格斯 1925）。恩格斯指出了生命系统开放的与外界进行物
质交换的本质特征
哲学家柏格森说，“生物首先是一条通道：生命的本质就在于那个传送生命的
运动……若将生命看作各个物种之间的过渡，那么生命就是一种连续生长的行

柏格森 1907

动。但是，生命通过的每个物种都仅仅以其自身的便利为目标”
发育生物学家威廉•鲁（Wilhelm Roux，1850～1924 年）说：一个物体如果具
备如下特征那么它就是有生命的：①新陈代谢（物质被吸收、同化、异化和分
④ 20
世纪
及之
后

离）；②生长；③主动的运动（为使定义更为准确，这儿把“应激性”也即“感

Schlick M 1949

受性”的概念也包括在内，以区别于无机物的反应）；④生殖（繁殖或增殖）；
⑤遗传（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相同或相似性）
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 F W，1853～1932 年）说，
“活的机体都能
自动控制其能量储存，这些能量储存对于它们稳定地维持其状态是必需的”

Schlick M 1949

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说，“每个生物都可以认为是器官或性状的一定组合，以
及也是促使这些性状发育的基因的一定组合。不同的生物具有与其他生物相同
的基因，也具有一些不同的基因……自体繁殖是生命最基本的属性；世界上第

杜布赞斯基 1964

一次出现一些能够自体繁殖的物质，这就是生命的起源”
Muller 认为，“生命的标准是依据达尔文自然选择所进行的进化的潜在能力”

·2·

Kimura 1983

续表
定义
很多作者（如生化学家 A·И·奥帕林，1894～1980 年）将生命物质定义为复
杂的分子组合物——具有有序新陈代谢的蛋白体

文献
什克洛夫斯基 1984

天体物理学家什克洛夫斯基（1916～）在《宇宙生命智慧》一书中将生命物质
定义为一种复杂的分子组合物，在它内部有一个“控制系统”，其中包括一套
传递遗传信息的机构，这种信息能保证后来各代产生保存反应。也是由于这一

什克洛夫斯基 1984

点，依靠这种信息传递中不可避免的“失误”，我们的分子复合体（有机体）
得以突变，从而发生进化
理论生物学和复杂系统学家考夫曼（Kauffman S，1939～）在《科学新领域的
探索》一书中指出，“自主主体是完成了至少一个功循环的自动催化系统，也
许这就是生命的定义……自主主体的共同演化必然导致自主主体的内部和自

考夫曼 2004

主主体之间出现放能反应和吸能反应的交织。此处物质的分解必然与彼处物质
的构建相连接”
生物化学家克拉默（Cramer F，1923～2003 年）在《混沌与秩序——生物系统
的复杂结构》一书中将生命定义为一个通过不断汲取外部能量来维持甚至扩展

克拉默 2000

其有序结构的系统
化学家及生物物理学家艾根（Eigen M，1927～）在《超循环》一书中指出有
三条“经典的”的生命标准：①自我复制以保存生物信息，尽管有平衡的破坏；
②变异性和选择以扩大信息量，为某种价值标准造成某种倾向；③代谢作用=

艾根和舒斯特 1990

自由能流以补偿平衡的熵产生，这与同时满足标准①和②相联系，而且由此阻
止了总观平衡
巴顿等在《进化》一书中指出，“生命是由有组织的物质构成的，它能够生殖
并被自然选择……为了生殖，一个生命系统必须能够积累生物物质并使其结构
化为一体的、可遗传的生物结构。这个过程需要能量，一个化学反应的网络（如

巴顿等 2010

代谢）以及一些特征的记忆。更进一步，为了使自然选择能够发生作用，这个
系统必须能够产生可遗传的多样性”
太空生物学家 F. Raulin 说，“通常认为生命是生活系统的特征，通过与环境交
换物质和能量来保持高水平的信息量和复杂度，以实现自我增殖，适应外界压

Raulin 2011

力，并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
生命泛指一类具有稳定的物质和能量代谢现象（能够稳定地从外界获取物质和
能量并将体内产生的废物和多余的热量排放到外界）、能回应刺激、能进行自
我复制（繁殖）的半开放物质系统。生命个体通常都要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

维基百科

生命种群则在一代代个体的更替中经过自然选择发生进化以适应环境

一些哲学家们对生命本原的解读尤具启迪性。普鲁塔克认为生命是永不停息
的生成与毁灭之流；笛卡尔和梅特里认为身体似一台神造的由养料驱动的自动机；
霍布斯认为生命的运动包括生理性运动、行为运动与意识运动；霍尔巴赫认为生
命是一种隐藏式的自发运动的集合，它无时无刻在获得或丢失；康德认为生命具
有整体性、内在目的性、自组织性与自繁殖性；黑格尔认为生命是目的和手段、
原因和结果的同一；叔本华认为生命的三大本能就是求生、生殖和母爱；恩格斯
认为生命是运动和静止的相对平衡；柏格森认为生命就是绵延……
但是，迈尔（1990）却认为，试图给生命下定义是自找麻烦，因为“生命”
·3·

只是生存（生活）过程的具体化，生存的评价标准可以提出来，也可以被采纳，
然而在活的有机体中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生命”这样一类的东西存在，将“生命”
类似于灵魂那样而赋予单独存在的确太危险。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 DNA 双螺旋结构的解析及之后的遗传
密码的发现，人们终于认清了生命的遗传本质。非生物界绝不会有遗传程序，它
是生命的独特产物，并记载了 30 亿年的历史信息。同时这一纯粹唯物主义的事实
也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灵魂论的本质，阐明了活力论（17～18 世纪）一再声称无法
用化学和物理学解释的许多现象，此外，虽然这确实是一种物理学家的解释，但
较之前几个世纪的笼统机械论的解释却又深奥复杂精致入微得多（迈尔 199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命就是一种复杂、精确而高效的生化反应装置，因为
在微米大小的细胞质中有序地进行着成千上万种生化反应；速度之快简直无可比
拟——酶可以在一秒钟内催化数百万个反应。例如，乳清酸核苷 5′-磷酸脱羧酶
（orotidine 5′-phosphate decarboxylase）所催化的反应在无酶情况下，需要 7800 万
年才能将一半的底物转化为产物，而在这种脱羧酶的催化下，同样的反应过程只
需要 25ms（Radzicka and Wolfenden 1995）；反应的精确性也是令人惊叹的，如在
DNA 序列的拷贝过程中，复制上十亿的碱基也难见一个差错！
二、何谓“物种”？
物种是生命存在与繁衍的基本单元，它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绝对的变化
性。如果它亘古不变，便没有生物界的进化，但它也不能转瞬即逝。只有当人们
试图对生物界进行分门别类时，才不得不思考如何对物种的内涵进行合理的界定。
科学术语“物种”来源于拉丁文中表示性状或现象的一个词（奥芬博格 2001）。
关于物种，达尔文曾说，
“没有一项定义能使一切博物学者都满意；然而各个博物
学者当谈到物种的时候，都能够模糊地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关于‘变种’这个
名词，几乎也是同样地难下定义……”，华莱士认为，“动物可以分为四类：即变
异类型、地方类型、地理族即地理亚种以及真正的、具有代表性的物种”
（Darwin
1872）。
杜布赞斯基（1964）曾说，
“动物和植物分类学家利用有机体变异的不连续性
来给生物进行分类和定名……分类的范畴，是学者为了他的方便而设计的结构；
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有时候被认为是‘武断的’或‘主观的’……但是有些分类
上的类群，特别是种和属，由于分类学家的精心努力，而使它们和一些大小不同
的孟德尔式群体尽可能紧密地符合起来”。
巴顿等（2010）指出，
“人们普遍承认种的划分是真实的。而通常存在争议的
是较高层次的分类，如属或科。类似地，人们往往不清楚一个种内的不同形式是
否应该分为地理种或亚种。相反，通常很清楚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的生物体应该
怎样归到种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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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哲学家
物种被视为特征明显的、不变的实体，物种由关
键的性状来确定，通过这些特征可以自动划归类似的
个体。这种观点的起源可以远溯到柏拉图（Plato，公
元前 427～前 347 年）的理念论哲学，按照这种哲学，
物种被认为是一种比构成它的个体更深层次的存在。
确定物种本质的是理念化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任何
一个个体的表面性状（鲍勒 1999）。可以认为，柏拉
图强调了物种的绝对不变性。此外，如果按现代的知
识来看，他所说的理念化的形式或结构就是由 DNA
所指令的形式或结构。

Plato

2．雷——一个物种可通过种子繁殖而永远延续
英国博物学家雷（John Ray，1627～1705 年）是第一个把物种作为分类单元，
建立了适合于动植物分类系统的博物学家，也是系统动物学（systematic zoology）
的奠基人。他认为通过种子可以产生相同后代的植物
应被归为一个种，即定义一个物种，必须以繁殖试验
为基础，1686 年他写道，
“经过长期而大量的观察后，
我相信在确定一个物种时，除了应该把通过种子繁殖
而使之永远延续的特点作为标准外，没有其他更合适
的标准。因此不管一个个体或一个物种发生了什么样
的变化，如果它们是由同一棵植物或同样植物的种子
发芽生长起来的，那么这些变化只能称做是偶然的变
异而不能作为区分一个物种的标志”，即不重要的变化
不应成为鉴定种的基础。他认为，尽管所有的物种都
是原来上帝创造的成对个体的后代，但在类型上还是
具有某些可变性的，物种的性状并不绝对固定不变（玛
J. Ray
格纳 2001）。这应该就是被迈尔称为生物学物种概念
（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BSC）的最早表述。
3．布丰——生殖隔离是鉴别物种的重要标准
法国博物学家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1707～1788 年）从骡
子的繁殖行为，认识到物种在自然界中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物种是这样一些
动物的组合，它们之间是可以通过杂交来产生能育的后代的，而不会产生不育的
杂种。他将此视为一种检验某些个体是否属于同一物种的方法。这与雷的见解相
似。布丰认为，物种确实是自然界唯有的存在，它像自然本身一样古老而久远，
而“一个个体，无论它属于哪种物种，在宇宙中只不过是无”，一个物种是“一个
·5·

G. L. L. de Buffon

独立于数，独立于时间的整体，一个永远生存，永远同
一的整体……”
（玛格纳 2001，诺夫乔伊 2002）。布丰认
为，如果我们能表明一群个体属于一个由生殖维持的群体，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它为一个真正的物种（鲍勒 1999）。
其实，布丰对物种观点也经历了变化的过程。他在
《自然史》的第一卷中，否认物种是真正的实体，认为物
种以及由物种组成的属只不过是分类学家想象的产物，
实际存在的只是个体，而且我们有时可以发现两个所谓
区别明显物种之间的类型，然而，之后的两卷《自然史》
中，布丰又写到，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区别明显的实体，
他在以后一直秉持这种观点，虽然略有改变（鲍勒 1999）。

4．赫伯特——物种是比较高级和比较稳定的变化
赫伯特（Herbert R W）在 1822 年《园艺学报》（Horticultural Transactions）
第四卷和他于 1837 年出版的《石蒜科》（Amaryllidaceae）一书中宣称，“园艺试
验不可反驳地证明了植物学上的物种不过是比较高级和
比较稳定的变化而已”，他认为动物也如此，并相信每一
个属的单一物种都是在原来可塑性很大的情况下被创造
出来的，这些物种主要由于杂交，而且也由于变异，产生
现存的一切物种（Darwin 1872）。
5．拉马克——物种是人为的概念，生物之间存在不
可分割的连续性
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 年）认
为物种只是一个人为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根据
他的用进废退理论，所有生物应该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连
J. B. Lamarck
续性，如果收集足够的标本来填补物种之间形态上的缺
失，就可以看出生物界是一个由一连串连续的过渡形态联结在一起的整体。既然
所有物种都处在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物种的灭绝，有的只是从
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史钧 2010）。显然，拉马克过分强调了
物种的变异性而忽视了物种的相对稳定性。
6．居维叶——物种在一定限度内永远存在下去，变种是
物种偶然的再细分

G. Cu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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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维叶（Georges Cuvie，1769～1832 年）将物种定义为
“从原初形成的时候开始，它们在一定的限度内永远存在下去
的某种形式”，变种的存在“是物种偶然再细分的结果”，他
还认为对物种的定义应该超出形态学的特点，并且应该包括
遗传的或历史的成分。他写道：
“由于生殖是确定变种扩散范

围的唯一方法，物种应当定义为这样一些个体的再结合，它
们中一些个体是其他个体的后裔；或者是共同亲体的后裔；
或者是另外一些个体的后裔，这些个体与它们的相似程度与
它们相互间的相似程度相当”，他意识到检验性的交配实验
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办到的（玛格纳 2001）。
7．沃尔什——不能自由杂交的即为物种
据达尔文记载，美国昆虫学者沃尔什（Benjamin Dann
Walsh，1808～1869 年）
“把那些假定可以自由杂交的类型列
为变种；把那些看来已经失去这种能力的列为物种”
（Darwin
1872）。这似乎也是将生殖隔离作为物种划分的标准。

B. D. Walsh

8．达尔文——物种是一个在极长的时期内一面改变、一面分化的产物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 年）拒绝为物种下一个定义，他
在《物种起源》中说，“在物种和变种这些名词的定义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之前，
就来讨论什么应该成为物种，什么应该成为变种，乃是徒劳无益的……有些博物
学家认为亚种已很接近物种，但还没有完全达到物种那一级；在物种和亚种之间，
却还没有划出过明确的界限；还有，在亚种和显著的变种之间，在较不显著的变
种和个体差异之间，也未曾划出过明确的界限……如果一个变种很繁盛，而超过
了亲种的数目，那么，它就会被列为物种，而亲种就被当作变种了；或者它会被
亲种消灭，而代替它；或者两者并存，都被列为独立的物种……我认为物种这个
名词是为了便利而任意加于一群互相紧密类似的个体的，它和变种这个名词在本
质上并没有区别，变种是指区别较少而彷徨较多的类型。
还有，变种这个名词和个体的差别比较，也是为了便利
而任意取用的”（Darwin 1872）。
对达尔文来说，一旦有机生命被看作是一个在极长
的时期内一面改变、一面分化的产物，
“物种”这个概念
就成了相当任意的了。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它仅仅是为
了较方便地指那些由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形成
的群体而已，虽然对进行分类和形态描述的目的来说，
C. R. Darwin
它可能是必要的（玛格纳 2001）。
对达尔文来说，
“物种只是特征强烈显著的、稳定的变种，而且每一物种首先
作为变种而存在”
（Darwin 1872）。达尔文如此的物种观，正是他内心矛盾的真实
写照。这样的见解既有一定的道理，也存在遗憾，反映了达尔文具有过分强调物
种变异性的倾向。其实，没有变种就不可能有新物种的诞生，如果物种之间在形
态特征等上没有间断性，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物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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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杜布赞斯基——种是最概括性的孟德尔式群体
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1900～1975 年）认为，种不
是一个静态单位，而只是进化分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
说，
“种就是一些群体的类群，其间的基因交换，在自然界
受一种或几种生殖隔离机制的组合所限制或阻止。总而言
之，种是最概括性的孟德尔式群体……孟德尔式群体之间
在遗传上的不连续性，因生殖隔离而变得固定下来……这
种阶段的到达，就是物种区别的来临”
（杜布赞斯基 1964）。
他指出，
“在孟德尔式群体间，杂交繁殖、基因互换以
及生殖隔离的有无，只能借助于实验遗传学和生态学的方
法才能直接加以研究。分类学家很少能运用这些方法来描
T. Dobzhansky
述或研究种。”
10．迈尔——生物学物种概念
德裔美国进化生物学与分类学家迈尔（Ernst Walter Mayr，1904～2005 年）
提出了所谓生物学物种的概念，认为物种是由相互配育的自然群体组成的类群，
这些类群与其他类群之间存在着生殖隔离，即一个物种就是一个生殖共同体（迈
尔 2009）。其实，用生殖隔离来区分不同物种的思想在数世纪之前就已存在，如
17 世纪的雷，18 世纪的布丰等。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之间能否相互配育在
技术上是难以确认的，分类学家不得不主要根据形态学的
差异程度来进行决断。
地理隔离是生殖隔离的重要途径之一，达尔文早就注
意到这一点。迈尔曾在 1942 年指出：“如果某一种群和它
的亲本物种被地理隔离开并在隔离阶段获得了当外界障碍
物消失时能促进或保证生殖隔离的有关性状，那么就形成
了新的物种”
（迈尔 1990）。地理隔离的物种形成方式也称
为异域成种，但自然界中还存在大量的同域成种现象。
当然，生物学的物种概念只适用于进行有性生殖的生
E. W. Mayr
物。巴顿等（2010）指出，
“如果我们保持严格的生物种概
念，那么一个无性繁殖的群体里每个成员都是一个分离的‘种’，因为不和任何一
个其他个体杂交……许多生物学家用生殖隔离来定义物种形成。但是实际上物种
的定义通常是基于形态的。”
11．巴顿等——一个物种形成一个独立的基因库
英国进化遗传学家 Nicholas H. Barton 等指出，“一个生物种形成单独一个基
因库，所以一个个体中产生的偏好等位基因最终可以扩散到整个物种。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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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组，任何该等位基因的复合体可以在一个生物种内部产生。相反，不同生
物种各自独立进化，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生物种遗传变异对另一个生物种的进化
没有贡献”
（巴顿等 2010）。但是，从生态的视角来看，是不能排除一个物种的遗
传变异对另一个物种的进化作出贡献的可能性的。
12．核糖体 RNA 序列——97%的差异为种的分界线
一些学者怀疑基于形态学特征的物种划分，认为基于 DNA 序列差异的物种
分类更为可靠。例如，巴顿等（2010）说，
“分子差异似乎是更客观的标准；我们
可以用 DNA 序列将个体划到种里。对于不可培养的微生物，这种方法是更好的
选择。很多研究表明：如果一个样本的核糖体 RNA 序列与另外一个样本的另外
一条核糖体 RNA 序列的一致性低于 97%，那么它们是不同的种。”但问题是为何
这个标准是某个值，如 97%？笔者认为，将某个特定的差异值作为不同物种的分
界线一样是一种颇为主观的做法，比基于形态的分类标准强不了多少（有时可能
更糟糕），但对既难以依赖形态也难以依赖生殖的原核生物来说，或许是一种无奈
的选择。
总体来说，生殖隔离被认为是两个群体能否真正分化成不同物种的关键，无
论它们在形态上的差别有多大，这种隔离机制可以是地理的、行为的或其他方式。
而生殖隔离总会伴随着一些形态上的变化，它们往往成为分类学家区分种的依据，
而这些特征可能与生殖隔离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另外，对化石物种来说，就无法
验证是否存在生殖隔离。因此，古生物学家不得不寻求其他方面的证据，如结构
的相似性等，因此，所判定的化石种就具有更多的或然性。
迄今为止，生物学界在物种定义的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还没有一个被公认
的能涵盖所有生物类群的物种概念，主要原因是在物种划分的标准上难以达成统
一。例如，如果以生殖隔离来划分，而生殖方式又太复杂，因此生物学物种概念
（BSC）仅适合于有性生殖的物种，但对像细菌这类进行无性生殖的物种却无能为
力，对已经灭绝的化石物种也是无法适用的。
三、何谓“进化”？
据说，进化一词来自拉丁文 evolutio，原意为“展开”，是指事物的逐渐变化
与发展，或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1762 年，瑞典生物学家查尔斯·邦尼
特（Charles Bonnet）首先将“进化”引入生物学，本来只指卵的发育，后被扩展
到意指一切生命形态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一般来说，进化意指一种方向性（向
着更加高级、完美或复杂）的变化或演化。而普及“进化”一词的却是英国哲学
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年），他使公众相信了进化本质上是一种
进步的过程，因为他相信拉马克式的机制比达尔文式的机制在进化中的作用更重
要（鲍勒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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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最初对进化一词相当抗拒，因为他的学说根本没有把全面的进步看成
是机制变化可以预测的结果，他在初版的《物种起源》中根本没有使用“进化”
一词（古尔德 2009）。尽管达尔文本人很少使用“进化”这个词，但是他的理论
还是被标识为“进化论”，而且多数人依然认为进化的实质就是进步的过程（鲍勒
1999）。人们对进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表 1-2）。
表 1-2
作者

各种关于进化的定义
定义

达尔文使用了“有变化的继承”（desent with modification）这一术语
表述物种通过保持和积累连续的微小的有利变异而发生变化

文献
Kimura 1983

达尔文认为，生命世界并不是由不可变的本质（柏拉图类别）所组成，
达尔文

而是由变化很大的群体所组成，进化就是指生物群体中的变化，所以

迈尔 2009

进化是每一个群体中的个体从一代到另一代的更新
进化的概念始于达尔文的论断，即所有有机体共享一个共同祖先，且
进化的核心机制是自然选择

巴顿等 2010

进化是累进的适应，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内容。分类学家所能认识
费希尔

的差异，是在生物变成更好地适应的过程中、偶然地造成的一种次要

Fisher 1936

的副产品
进化就是亲代群体和子代群体间的相异性的发展……由于基因型的
杜布赞斯基

内在稳定型，遗传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进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遗传

杜布赞斯基 1964

又被另外一种起反作用的过程——突变所抵抗住了的缘故
在进化论综合期间达成的共识是：进化是生物群体性质随时间经历的
综合进化论

变化。换句话说，群体就是所谓进化的单元，基因、个体和物种也在

迈尔 2009

进化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群体中的变化代表了生物的进化
韦氏国际词

任何活的生物或一群生物通过一系列的变化或步骤获得使它具有独

典（第三版）

特的形态和生理性状的过程

Kimura 1983

对分子生物学所揭露的所有变异来说，没有一个是肉眼能见到的，需
木村资生

要有一个更广泛的定义……把所有的变异，大的和小的，可见的和不
可见的，适应的和不适应的，都包括在进化这一词中。在有的情况下，

Kimura 1983

进化甚至可以通过随机固定极微小有害突变实现……
威廉斯
温特等
巴顿等

进化，无论它体现出什么样的普遍趋势，其实仅是维持适应的一个副
产品
进化是指等位基因随时间的变化，引起等位基因频率改变的因素也是
导致进化的因素
群体是进化的单元，进化过程类似于树的分叉，进化并没有一个设定
的目标，所有适应均源于自然选择

威廉斯 2001
温特等 2001
巴顿等 2010

进化需要种群中的个体能够繁殖。严格地讲，既不是基因，也不是细
Nowak M A

胞、生命体或者思想在进化，而是种群在进化。繁殖、选择和突变决

Nowak 2010

定了生命系统的进化
进化在生物学中是指种群里的遗传性状在世代之间的变化。所谓性状
维基百科

则是指基因的表现，这些基因在繁殖过程中，会经复制并传递到子代。
而基因的突变可使性状改变，进而造成个体之间的遗传变异。因此，
进化的实质就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

·10·

维基百科

迈尔（1990）曾说，“18 世纪的胚胎学家 Bonnet 或 19 世纪的动物学家阿伽
西使用‘进化’这个词其含义就和达尔文学派大不相同；同样，这个词对人类学
家（最低限度对那些直接或间接接受斯宾塞影响的）和对选择论者来说含义又有
很大出入。”
不同专业背景的科学家对进化的看法颇为不同。例如，美国理论生物学家
Martin Andreas Nowak 宣称，
“由于基本的进化原理本质上都是一个数学原理，所
以数学是描述进化的最恰当语言。尽管进化理论在早期以文字描述为主，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进化理论已经越来越类似于数学，所有涉及进化的争论和思想都应
当以数学的形式明确地表示出来。使用数学语言，可以清晰明确地描述自然现象。
一旦可以用数学形式来描述，文字叙述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Nowak 2010）。但是，
这种观点也过于偏颇！
此外，一些学者也将进化区分为微观进化（microevolution）和宏观进化
（macroevolution）。微观进化是指种群中等位基因频率的改变，一般仅涉及若干世
代基因频率较小范围的变化，也称为种内进化。宏观进化则是指长时间的进化过
程，即物种和更高分类群在地史尺度上的变化过程，如新物种的形成甚至大的生
物类群在化石记录中的突然出现等。
四、直线进化与分支进化
进 化 按 演 进 的 方 向 性 可 区 分 为 直 线 进 化 （ orthogenesis ） 和 分 支 进 化
（cladogenesis）。直线型种系进化的思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自
然阶梯或存在之链（一种积微渐进的连续过程）。18 世纪的分类学家林奈根据生
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关联程度建立了分类群的层序（也称为林奈层序），即从高到低
依次为：界—门—纲—目—科—属—种，而每一个类别都隶属于相邻的一个更高
的类别（如种归之于属），但当时林奈认为这是上帝创造的结果。
18 世纪有一种进化思想称为转型论，它是对本质论的一种修正，认为随着时
间的变化，类型能够逐渐地发生“转型”，即物种的进化很像合子从受精卵到成体
的发育（瑞士哲学家邦内最先使用进化这个词的时候，就是用它来说明个体发育
预成论）
，这种逐渐进化的概念称为转型论（迈尔 2009）。
19 世纪初的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则将这种自然阶梯赋予了一种内禀的前进
发展趋势（还加上了通过用进废退的获得性遗传）
。因此，在达尔文之前的所有进
化模式都是直线型的种系进化。
19 世纪中叶，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分支进化理论，认为地球上所有生
物都有共同的祖先，都始于单一的起源，
“生命及其一些能力刚开始时只是被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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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少数或一种类型中，并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进化出了无数无比美丽、奇妙的生命
类型，而且这种进化还在继续着。这种生命观是极其壮观的”，现在将达尔文的这
一猜想称之为共同由来理论（迈尔 2009）。图 1-1 为拉马克的转型论与达尔文的分
支进化论的比较。既然所有物种都来自一个共同祖先，那就能描绘出物种的演化
轨迹，称之为生命之树（tree of life）
（图 1-2）。

图 1-1

拉马克的转型论（transformism）(A)和达尔文的分支进化论，世系分化且允许灭绝(B)
（引自 Radley 2004）

其实，我们并没有理由完全否定转型的存在，虽然它不会是推动物种分化的
主因，因为如果进化只是转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物种产生了。物种既可以分化
出新物种，祖先物种也不会停止变化（因为任何一个物种的基因库都处在不断的
变异与分裂之中），也终会消逝于变化之中。但是，如果假定只有一部分个体转型，
那两者就殊途同归了！
杜布赞斯基（1964）指出，“从达尔文时代到现在，‘自然分类’（natural
classification）这个名词一直意味着以生物由共同来源为基础的一种分类。联合在
一个种、属、纲或门中的生物类型，认为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传递下来的。在
分类范畴之间的分界线，至少在理论上是符合于系统树（phylogenetic tree）的分
支的。”
达尔文的分支进化或共同由来理论解释了为何不同生物在结构（表型或分子
水平）上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的现象，这是从它们的祖先那里遗传（继承）
与变异（分化）的结果，这也为林奈层序找到了成因。
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在 1879 年的书
籍 The Evolution of Man 中描绘了详细的进化树（图 1-2），虽然今天的进化生物学
家不会认可这样的人类的谱系，也不会认可将人类的位置置于生命的顶端，但它
解释了达尔文的分支与共同祖先的进化原理（Lieberman and Kaesler 2010）。

·12·

图 1-2

早期的进化树：19 世纪海克尔绘制的人类进化谱系图，显示了主要生物类群之间的关
系（引自 Lieberman and Kaesl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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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化的证据
进化的证据就是证明进化事实的材料，有些是强有力的，另一些则是微弱的，
有些是直接的，另一些则是间接的。进化证据来自化石、发育、生物大分子和形
态结构等，其中，化石证据是直接而有力的，而其他主要是辅助证据。如果所有
物种或部分物种都具有某种同源的特征（无论是分子的，还是形态的，或其他），
那就说明它们很可能是由一个共同祖先分化而来的，而这种特征越复杂，由偶然
性独立产生出来的可能性就越低。
1．化石证据
根据岩石样本的放射性同位素测年（radioisotope dating）技术推测，地球的
年龄大约有 45 亿年，最早的生命出现于距今 35 亿年前后。地质学调查发现，一
些古生物的遗体、遗物或生活痕迹被留存在了岩石之中，称为化石（图 1-3）。化
石一般是动物躯体可矿化的坚硬部分，如外壳、骨骼和牙齿等。迄今为止，人们
已发现的化石物种数量惊人。例如，大约有 25 万种海洋动物化石被发现和命名，
比已知的现生海洋动物还多，估计这 25 万种可能只代表了 2%～4%曾经存在过的
海洋动物。据称，95%的化石记录来自海洋（巴顿等 2010）。

图 1-3

鱼类的化石（来源：百度图片）

虽然在地质历史中，生物个体被保存下来或被发现的概率都很低（如有些软
躯体的动物可能形不成化石，局域性物种很难被发现等），但化石依然为生物进化
提供了最有力且直接的证据：它不仅记载了生命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
历程，还记录了地球上物种的时空格局与更替模式。人们发现，物种在一些地层
中大量涌现，而在另一些地层中突然销声匿迹，前者称为大爆发（寒武纪大爆发，
Cambrian Explosion），后者称为大灭绝（Great Dying）。
古生物记录表明，鱼类最先出现在 45 000 万年前，两栖类跟着在 36 000 万年
前，最早的爬行类在此约 4000 万年之后，而最早的哺乳类在约 2 亿年前出现，哺
乳类的大辐射直到 6500 万年前才开始，而最早的灵长类的人类类型仅仅在约 600
万年前才出现（Cox and Moor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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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证据告诉人们，地球上的生命曾经经历了 5 次大的自然灭绝事件。例如，
距今约 2.5 亿年的二叠纪，地球上有 96%的物种灭绝，三叶虫、海蝎和重要珊瑚
类群全部消失，陆栖的单弓类群动物和许多爬行类群也灭绝了，而涌现出一批新
类群，地球生命的历史从古生代迈向了中生代（图 1-4）；在距今 6500 万年前后的
白垩纪晚期，侏罗纪以来长期统治地球的恐龙突然灭绝了。

图 1-4

三个大的进化动物群的代表以及地质年代中每个动物群的科的数目
（引自 Purves et al. 2007）

地质年代学研究证实，晚期地层中的动植物是早期地层中物种的后代，因此，
化石物种的系列变化表明，生命经历了从单细胞到人的“进步式”演化历程。但
是，也有一些早期的古生物学家（如 19 世纪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反对进化论。
2．发育生物学证据
所谓发育是指有机体从开始到成熟的变化过程，这对单细胞生物并无意义，
而高等动植物的发育则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形态结构变化过程，并符合生物演化
从简单到复杂的一般趋势。
既然所有物种都是从共同的祖先分化而来，那它们在诸多方面都会留下世系
的踪迹，如发育、分子和形态等。事实上，很多动物的胚胎都展现其祖先的痕迹，
如人早期胚胎的形态不仅与其他哺乳动物相似，甚至与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
类也相似（图 1-5），因此，个体的发育似乎重演了生命的进化历程（但一些人将
此作为人类的出现是自然计划的中心目的的证明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胚胎的
发育不可能重演物种进化的所有历史（也无此必要），但如果两个成体形态差异很
大的不同物种在胚胎的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至少表明它们之间存在亲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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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为仅凭机遇是难以解释这种相似性的独立显现的。发育生物学证据是间接
的，是基于现存类群之间形态相似性的一种推测，它以现有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
为基础，但这却由其他学科（如化石等）所提供。

图 1-5

不同脊椎动物胚胎发育的比较，Ⅰ、Ⅱ和Ⅲ表示同一动物的不同发育阶段

3．分子生物学证据
首先，所有生物均使用同一种类型的遗传密码，而两种独立起源的生物能产
生出同样遗传密码系统的概率几乎是不会存在的。当然，在少数生物中个别三联
体密码子的意义可能偶有不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同源性（形态有变异，
分子亦然），如由内共生形成的线粒体遗传密码子与通用密码子的意义存在一定的
差别（表 1-3）。
表 1-3
密码子

通用密码

线粒体遗传密码与通用遗传密码的差异
线粒体遗传密码
真菌

植物

无脊椎动物

哺乳动物

UGA

终止密码子

色氨酸

终止密码子

色氨酸

色氨酸

AUA

异亮氨酸

甲硫氨酸

异亮氨酸

甲硫氨酸

甲硫氨酸

CUA
AGA、AGG

亮氨酸

苏氨酸

亮氨酸

亮氨酸

亮氨酸

精氨酸

精氨酸

精氨酸

丝氨酸

终止密码子

资料来源：Alberts et 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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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高等动植物中的一些基本基因可以一直追溯至细菌中的同源基因，这
也排除了物种各自独立起源的可能。从人类同源蛋白的分布可以看出，原核生物
和真核生物共有的蛋白质占到 21%，动物和其他真核生物共有的蛋白质占到 32%，
动物共有的蛋白质占到 24%，脊椎动物共有的蛋白质占到 22%（图 1-6）。人类的
很多基因起源自一些共同的祖先，人类蛋白质组中有 223 种蛋白质与细菌的蛋白
质相似，人类基因组中至少有 113 个基因广泛分布于细菌。这些事实表明，基因
也是继承和发展的产物，甚至我们人类也还在借用地球生命演化早期由原核生物
创造的一些核心生命功能。此外，所有生物的复制、转录和翻译的基本机制也是
保守的，蛋白质只含有 L-氨基酸（没有 D-氨基酸）等。

图 1-6

人类同源蛋白的分布（引自 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2001）

基因的同源性被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旁系同源（paralogs），是指一个特定基
因的一个拷贝添加到一个个体的基因组上的时候，重复的基因就是相互同源的；
而另一类是直系同源（orthologs），是指不同的物种相同的基因，即若一个基因原
先存在于某个物种之中，当该物种分化为两个物种时，就称新物种中的基因是直
系同源的。
这些分子证据支持进化是有力的，但对亲缘关系的推断是间接的，虽然它也
在致力于进化树的建构，但离不开其他手段的验证。例如，对进化树基部的类群，
分子手段就显得十分的无力，因为没有了化石证据的支撑。此外，通过遗传密码
子相似性对进化的分析只是一种推测，也需以通过其他手段（如形态分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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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有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为基础。巴顿等（2010）宣称，
“分子结构的惊人保守
性强调了所有生命的共同起源……进化生物学家一直试图寻找对生命的统一解
释，但是如果没有分子生物学提供的统一机制，这是很难实现的。”
4．形态学证据
从古到今，肉眼是人类对琳琅满目的大自然进行分类或辨识的最有效手段，
它使原始人类成功渔猎与逃避敌害，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如显微镜）大大地拓展
了我们的显微分辨能力。无论分子系统学如何辉煌，基于形态结构相似性对动植
物的经典分类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
所谓同源（homolosous），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分类群中出现的某一特征，
当此特征来自它们共同祖先的同一（或相应）特征时，出现于两个或两个分类群
的特征就是同源的（迈尔 1990）。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达尔文曾指出，
在整个自然界中，几乎每种生物的每个组成部分，在一个稍微改变了的状态下，
可能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并且，该部分曾经在许多古老和不同的特定类型中，作
为生存手段而起过作用（Darwin 1862）。罗素（2004）形象地说，
“在进化中，每
一个新发展都把以前的成就捡拾现成的吸收进来。”
同源性是指两个物种的某些特征是通过它们最近的共同祖先的相应特征演化
而来的。这既可通过对现有不同生物类群的比较解剖学研究，也可通过已经绝灭
的化石种类对演化序列的重构来实现。例如，人类、猫、鲸和蝙蝠等的前肢具有
相似的构架，是同源的（图 1-7），虽然它在不同的动物中适应了完全不同的功能，
如使用工具（人）、攀援（猴子）、游泳（鲸）和飞行（蝙蝠）（迈尔 2009）
。

图 1-7

同源结构：所有现代四足动物均具有一个基本的五趾型前肢结构，虽然在各个不同种
类中行使不同的功能（引自 Reece et al. 2012）

当然，相似并不一定是同源的，有些构造虽然在功能上十分相似，但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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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例如，蝙蝠、鸟类与昆虫的翅膀，它们在结构上“异源”，但适应了相同的
功能——飞行。类似的例子还见于游泳器官——鱼类、鲸鱼与龙虾的鳍等。外形
容易发生惊人的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如鲸和鱼类都呈流线的体型，
而骨骼的基本结构却相对稳定。
另一个趋同进化的例子是蜜袋鼯和鼯鼠，前者隶属于有袋目（Marsupialia），
产于澳洲新几内亚和南澳洲，而后者隶属于啮齿目（Rodentia），多数分布在亚洲
东南部的热带与亚热带森林中，仅少数几种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和北美洲的温带
与寒温带森林中。蜜袋鼯和鼯鼠的身体两侧都有滑行膜（或飞膜）， 从手关节延
伸到脚踝（图 1-8），可在树林间滑翔，但不能飞翔，因为没有像鸟类那样可以产
生升力的器官。

图 1-8

左图为有袋目的蜜袋鼯（sugar glider），右图为啮齿目的飞鼠（flying squirrel）（来源：
百度图片）

痕迹结构也是生命演化的证据。有些生物体内留存有一些没有什么功能的痕
迹结构，推测它们是祖先体内曾经的功能性结构的残留物，大概是由于生存环境
的改变而丧失了原有功能，从而发生了结构退化。例如，鲸是由曾在陆地上行走
与追逐猎物的四足动物演化而来，为了适应水中的生活，鲸已经没有了后肢，但
个别种类尚残留着趾状的髋骨（pelvic bones），是典型的痕迹结构（图 1-9）。鲸
的髋骨不发达，也没有与其体内的任何骨骼相连，至少不可能有明显的运动性功
能。另一个例子就是人的尾骨，人虽然没有了尾巴，但仍然具有没什么用处的尾
骨（图 1-10）。
对同源性特征或痕迹结构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对现存生物类群的比较解剖学研
究，基本逻辑是，如果没有亲缘关系，像上述四足动物具有基本的五趾型前肢结
构（图 1-7）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只是推测，但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它们的真实
性。如果这种比较进一步包含化石物种，就成为支持进化的有力而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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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根据 4 种化石生物重构的陆生四足哺乳动物向鲸的演化过程，为了适应海洋，生活在
陆地祖先发达的后肢退化成了痕迹结构（引自 Reece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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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猴有有用的尾巴（左图），而人和猿则没有，但仍然有残迹的尾骨（右图），它对应于
猴的功能性尾骨（引自 Belk and Borden 2004）

此外，当一个物种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如岛屿），演变出多种多样、各自适
应于独特生活方式的专门物种，这个过程称为适应辐射（adaptive radiation）
，它也是
进化的证据。例如，大约 500 万年前，一种雀来到孤立的夏威夷群岛，逐渐演化出
了许多种管舌雀（图 1-11）
，该科的种类之间在觅食器官上发生了明显的趋异进化，
最近的 DNA 研究表明，所有种类都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当然，这既是基于形态特
征的比较，也有 DNA 分子的辅证。适应辐射也称为趋异进化（divergent evolution）。

图 1-11

适应辐射——夏威夷群岛的管舌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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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化依然留下许多未解之谜
2005 年 7 月 1 日，在纪念美国《科学》杂志创刊 125 周年之际，科学家们总
结出了 125 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前 25 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其中，
与生命科学有关的问题超过了一半（表 1-4）。人类对生命的认知已有了大量积累，
但复杂的生命系统及其漫长的演化历程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例如，我
们对生命如何起源依然知之甚少，也难以断定人类自身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即为
何人类能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如何去解释为何有如此之多的物种会拥挤在这个
有限的星球上呢？我们难以确定曾经存在过多少物种，现在有多少物种。我们甚
至为物种的统一定义都在发愁！
表 1-4

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

序号

问题

领域

2

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生理

3

为什么人类基因会如此之少？

遗传与进化

4

遗传变异与人类健康的相关程度如何？

遗传与医学

6

人类寿命到底可以延长多久？

生理

7

是什么控制着器官再生？

发育

8

皮肤细胞如何成为神经细胞？

发育

9

单个体细胞怎样成为整株植物？

发育

11

地球人类在宇宙中是否独一无二？

生命起源

12

地球生命在何处产生、如何产生？

生命起源

13

什么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

进化

14

什么基因的改变造就了独特的人类？

遗传与进化

15

记忆如何存储和恢复？

生理

16

人类合作行为如何发展？

进化

17

怎样从海量生物数据中产生大的可视图片？

生理

18

化学自组织的发展程度如何？

生命起源

20

我们能否有选择地切断某些免疫反应？

免疫

22

能否研制出有效的 HIV 疫苗？

免疫

25

地球到底能负担多少人口？

生态

56

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上现在和过去是否存在生命？

生命起源

57

自然界中手性原则的起源是什么？

进化

58

能否预测蛋白质折叠？

分子生物学

59

人体中的蛋白质有多少存在方式？

分子生物学

60

蛋白质如何发现其作用对象？

分子生物学

61

细胞死亡有多少种形式？

细胞生物学

62

是什么保持了细胞内的通行顺畅？

细胞生物学

63

为什么细胞的成分可以独立于 DNA 而自行复制？

分子生物学

64

基因组中功能不同于 RNA 的角色是什么？

分子生物学

65

基因组中端粒和丝粒的作用是什么？

分子生物学

66

为什么一些基因组很大，另一些又相当紧凑？

分子进化

67

基因组中的“垃圾”(junk)有何作用？

分子进化

69

器官和整个有机体如何了解停止生长的时间？

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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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问题

领域

70

除了继承突变，基因组如何改变？

遗传与分子进化

71

在胚胎期，不对称现象是如何确定的？

发育

72

翼、鳍和面孔如何发育进化？

发育与进化

73

是什么引发了青春期？

发育

74

干细胞是否位于所有肿瘤的中心？

医学

75

肿瘤更容易通过免疫进行控制吗？

医学

76

肿瘤的控制比治愈是否更容易？

医学

77

炎症是所有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吗？

医学

78

疯牛病会怎样发展？

医学

79

脊椎动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先天免疫系统来抵抗传染病？

免疫

80

对抗原而言，免疫记忆需要延长暴露吗？

免疫

81

为什么孕妇的免疫系统不拒绝其胎儿？

免疫

82

什么与有机体的生物钟同步？

进化

83

迁徙生物怎样发现其迁移路线？

进化

84

为什么要睡眠？

生理

85

人类为什么会做梦？

生理

86

语言学习为什么存在临界期？

生理

87

信息素影响人类行为吗？

生理

88

一般麻醉剂如何发挥作用？

医学

89

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是什么？

医学

90

引发孤独症的原因是什么？

医学

91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生命能够延续多久？

医学

92

致瘾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医学

93

大脑如何建立道德观念？

生理

95

有多少个性源于遗传？

遗传

96

性别倾向的生物学根源是什么？

遗传与进化

97

生命树是生命之间系统关系最好的表达方式吗？

进化

98

地球上有多少物种？

进化

99

什么是物种？

进化

100

横向转移为什么会发生在众多的物种中以及如何发生？

进化

101

谁是世界的共同祖先？

进化

102

植物的花朵如何进化？

进化

103

植物怎样制造细胞壁？

生理

104

如何控制植物生长？

发育

105

为什么所有的植物不能免疫一切疾病？

免疫与进化

106

外界压力环境下，植物的变异基础是什么？

遗传与进化

108

能否避免物种消亡？

进化

109

一些恐龙为什么如此庞大？

进化

110

生态系统对全球变暖的反应如何？

生态

111

至今共有多少人种，他们之间有何关联？

进化

112

是什么提升了现代人类的行为？

进化

113

什么是人类文化的根源？

进化

114

语言和音乐演化的根源是什么？

进化

115

什么是人种，人种如何进化？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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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哲学家的朴素生命进化观

为何地球上栖息有如此多的生命，从简单的爬虫到智慧无与伦比的人类？我
们来自哪里？或许人类从猿人进入智人时期就开始思索这类问题，但是直到哲学
出现之前，人们最多只能停留于朦胧的神学与宗教的猜测或冥想。一般来说，关
于进化问题的较为抽象的思考当然是始于哲学家。
在古希腊时期，由于万物的本原、生灭、联系及动因曾是哲学家们探究的核
心问题，而这万物当然也包含了生命，因此他们也自然会关注或思索关于生命的
进化问题。虽然在今天看来，很多猜想不甚准确甚至十分荒唐，但却隐含了生命
进化思想的萌芽。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
一、阿那克西曼德——人是从鱼而来
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 610～前 546 年）推测，
人最初是由另外一种动物产生的，其理由是别的动物都很快就给自己寻找食物，
而只有人却需要很长一段哺乳时期，如果人在起初就是
像现在这种样子，那他是不能存留下来的。他认为人就
是从鱼产生的，这可能是古人从观察人的胚胎和幼鱼有
某种相似而得出的结论（汪子嵩等 1997）。
据公元 3 世纪的古罗马法学者辛索里在《论诞生》
中记载，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在加热的水中和泥土中生
成了鱼或一种类似于鱼的生物，从这里育成了人，直到
发身期以前它在胚胎中保持着这种形态，最后，鱼形的
生物打破了，男人和女人已经能自己维持生活，并直立
Anaximander
前进（苗力田 1989）。
人是从鱼变来的这一思想尽管可能是古代人从经
验事实的观察中得来的朴素认识，但它是由阿那克西曼德第一个表达出来的，因
此是达尔文进化论最早的萌芽（汪子嵩等 1997）。阿那克西曼德的进化思想可能
既源于朴素的生态思索，也可能源于对人和其他动物胚胎的比较与观察。
二、恩培多克勒——“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思想的萌芽
据辛普里丘在《‘物理学’注释》中记载，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公元前
490～前 430 年）说，“许多动物体是由肢体合适地结合起来的，所以能确保它们
的生成，这些动物就保存下来了，因为它们的各部分能互相切合需要。牙齿能撕

咬和咀嚼食物，胃能消化，肝又将它变为血液。人的头
和人的身躯相遇，就可以确保整个人体的存活。而那些
人头牛身的动物是不适合生存的，就逐渐消亡。所以那
些构造不合适的动物，就要灭亡”（汪子嵩等 1997）。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不可能知晓生命如何从简单到
复杂的演化历程，因此，按现在的知识来看，恩培多克
勒将动物的最初产生想象为各种器官和肢体的偶然组
合肯定是十分荒唐的。但是，他却表述了一种朴素的“适
者生存，自然选择”的思想萌芽——这在 19 世纪正是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此外，恩培多克勒似乎意识
到与功能相适应的器官之间存在一定相互关联性，这后
来被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1769～1832 年）提升为器官
相关法则。

Empedocles

三、亚里士多德——“存在之链”与生存斗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 年）的进化思想就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试图说明整个生命界是一个发展
与联系的自然阶梯，这被后人称之为“伟大的存在之链”，
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说，
“自然界由无生物进
展到动物是一个积微渐进的过程，因而由于其连续性，
我们难以觉察这些事物间的界限及中间物隶属于哪一
边。在无生物之后首先是植物类……这类事物变为动物
的过程是连续的……”
（亚里士多德 1996）。他在《论植
物》中说，
“植物是为了动物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动
物的被创造却不是为了植物……这个世界是一个完整而
连续的整体，它一刻也不停顿地创造出动物、植物和一
Aristotle
切其他的种类”（亚里士多德 1995）。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试图勾勒出生命演进的宏图，即生命的演化应该是这
样的途径：非生命→植物→动物，这也大致符合基于现代科学的认知。达尔文进
化论中的微小变异的连续累积似乎也与亚里士多德的积微渐进的生命演化观如出
一辙。迈尔（1990）评价道，伟大的存在之链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显然对拉马克
和其他早期进化论的概念形成具有影响。然而亚里士多德是在对生物进行经验性
观察的基础上提出的。
“伟大的存在之链”似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既可归因于自然创造（亚里士
多德的原意），也可以被扣上上帝的帽子，因此，它也被神创论者所利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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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宗教统治的中世纪，
“伟大的存在之链”被披上了上帝的外衣：在世界中有一
个事物自然的等级系统，在这个存在之链的最底端是岩石以及别的无生命的物质，
在它们之上是植物，然后是简单的动物种类，如蠕虫和飞虫，在此后有老鼠那样
的小动物，以及像马那样的大动物，进一步向链条的上方去的是人，人之上是天
使，接着是上帝，所有的事物都被固定在它们特定的位置之上，自然事物的目的
是根据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占的位置来确定的。
恩格斯说，
“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
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
，这是一种动态的世界观——
自然界生成着并消逝着，
“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
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
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
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
和明白得多的形式”
（恩格斯 1925）。因此，一个固定不变的由上帝设计的存在之
链绝不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本意。
此外，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动物界的生存斗争。在《动物志》中说，
“那些居
于同一地区并且赖同样的东西为生的动物彼此之间会进行争斗。因为它们的食物
若是匮乏，即便是同种的动物也会相互交战；据说生活于同一地区的海豹也会进
行争斗，雄性与雄性斗，雌性与雌性斗，直至一只咬杀或驱走另一只为止；而且
幼豹也都会依样而行。此外，所有动物均与肉食动物相斗，而这类动物也与其他
动物相斗，因为它们以动物为食……但若是食物十分丰足，可以设想当今那些令
人恐惧的、悍野的动物将会变得驯良起来……鹫与龙蛇相斗，因为鹫以蛇类为食。
还有‘猎户’蜂与毒蜘蛛；因为‘猎户’蜂捕食毒蜘蛛”
（亚里士多德 1996）。亚
里士多德这里谈论的就是种内和种间的生存斗争。当然，他没有像达尔文那样把
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结合起来，因此，也就无法说明物种的演化问题。
四、列子——类无贵贱

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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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公元前 450～前 375 年）为中国古代（战
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在《说符》中说，
“天地万
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
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
为人生之？且蚊蚋囋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
人、虎狼生肉者哉”。这段话的现代文意思为：“天地
万物和我们人类并存，只是种类不同而已。种类没有
什么贵贱之分，只是因为大小、智力不同而互相制约，
互相成为食物，并不是为了给谁吃而生存的。人类获
取可以吃的东西吃，难道是天为了让人吃而孕育它们

吗？况且蚊虫叮咬（人的）皮肤，虎狼吃肉，岂不是为了蚊虫而孕育出人、为了
虎狼而孕育有肉的生物了吗？”
列子秉持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驳斥了万物是上天创造的观念，他认为物种
间的关系也绝不是所谓上天目的性设计的结果，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界只不过是自
然发展的产物，人也不是比其他动物更为高贵的生灵。
五、庄子——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
庄子（公元前 369～前 286 年）是中国古代（东周
战国中期）著名的哲学家。庄子在《寓言篇》中有这样
一段话：“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
得其论，是谓天均”，根据胡适的解释，这是在说“物
种由来”，即万物本来是一类，后来才逐渐地变成“不
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
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地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
不同形相禅”。胡适还举了庄子在《至乐篇》中的“种
有几”的一段话，认为也是表述生物“一层一层地进化，
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罗贵环和汪子春 2005）。

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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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启蒙运动时期——不变与进化之激烈交锋

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Middle Ages，476～1453 年）以神学与宗教的统治为
象征，一切生命都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是亘古不变的，也是不能灭绝的。15 世
纪末，文艺复兴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先河，观察和实验取代了凭空想象或解释圣典。
进入启蒙运动时期（1650～1830 年），生命科学特别是分类学知识快速积聚，神
创论根基开始动摇，进化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激烈交锋的时期，既
有像林奈和居维叶为代表的物种不变论者，也有一批像马耶和布丰等为代表的进
化论者。这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为 19 世纪中叶达尔文进化论的辉煌诞生做
出了重要的铺垫。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年）认为，18 世纪的博物学家主要
是致力于通过外在特征来对动植物进行分类，所有可能的
形态存在于一种可以预见的图景之中，即使认识到一些成
分是后出现的，也只是意味着空白填补，因此，所谓进化
也只是预订图景的展示（鲍勒 1999）。
一、生物学家施旺麦丹——万物同源，但第一种动物由上
帝创造
荷兰生物学家施旺麦丹（Jan Swammerdam，1637～
1680 年）首先提出了万物同源的观点，他问道：有没有
可能以某种方式设想一下，上帝只创造了一种动物，而它可以分为无数的种类（奥
芬博格 2001）。
J. Swammerdam

二、外交官和旅行家马耶——物种总在变化，新获得的
性状可以遗传
法国人马耶（Benoit de Maillet，1656～1738 年）
是一名外交官和旅行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但他
却对古生物和神学颇感兴趣。他在一本在其去世 10 年
后才出版的著作《泰利姆：或一个印度哲学家与一个法
国传教士关于海洋的缩小、陆地的形成以及人和动物的
起源等问题的谈话》中阐述了他的有机体进化观点。他
认为物种总在变化着，但这种变化所经历的时间是那么
长，以至于人们绝不可能直接观察到这种变化；新获得

B. de Maillet

的性状可以随着遗传而传递（玛格纳 2001）。这样看来，似乎马耶是第一个提出
获得性遗传的人，此外，他认为物种变化需经历漫长岁月的观点也是十分正确的，
这样的思想也存活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之中。
三、分类学家林奈——上帝创造基本结构，自然通
过杂交填补上帝计划中细节上的空缺
18 世 纪 中 叶 ， 瑞 典 植 物 学 家 林 奈 （ Carl
Linnaeus，1707～1778 年）为近代分类学呈现了奠
基性工作，他创建了双名法，使亚里士多德的分类
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林奈信奉上帝设计论，
虽然在晚年他部分地承认了物种的可变性。当然，
如果他要是像达尔文那样信奉物种的可变性，其成
就或许就不在分类学了。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则把林
奈这样的生物学家称为“名家”，暗示他们除了取
名，什么都不干（Mills 2010）。

C. Linnaeus

1．林奈的生命科学观——分类是基础
林奈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生命科学，是一心想要构建一种系统的分类体系，
来对复杂纷繁的生物物种进行科学的分门别类。因为亚里士多德只描述了约 500
种动物，到 1600 年人们才知道约 6000 种植物，1700 年时，植物学家有 12 000
个新种需要进行分类，动物学家也同样面临着“新的信息浪潮”，而地球上的物种
现在估计约有 200 万种之多。林奈认为，对生物准确命名是生物科学的基础，他
说，
“知识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事物本身。这意味着对客观事物要具有确切的理
解；通过有条理的分类和确切的命名，我们可以区分并认识客观物体……分类和
命名是科学的基础”，他在进行分类时，特别注意植物的繁殖器官及其有性生活（玛
格纳 2001）。
林 奈 在 分 类 学 上 的 一 个 伟 大 贡 献 就 是 创 立 了 拉 丁 文 双 名 制 （ binomial
nomenclature）命名法，即每一个物种对应一个学名，由两个拉丁化名词所组成，
第一个为属名，第二个为种名，这一直沿用至今。他将自然界分为植物、动物和
矿物三界，在动植物界下，又设有纲、目、属、种和变种 5 个等级，从而建立了
阶元分类系统。在动物分类方面，他将动物分为 6 个纲——依次为四足动物纲、
鸟纲、两栖动物纲、鱼纲、昆虫纲和蠕虫纲。值得一提的是，他把人和猿一起归
入到了灵长目中。
2．林奈初期的生命观——信奉物种神创论
林奈在 1735 年出版了《自然系统》第一版，他说，“①由于不存在新种；②
由于一个生物总是产生与其同类的生物；③由于每种物种中的每个个体总是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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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开始，因此必须把这些祖先的不变性归于某个全能全知的神，这个神就叫做
上帝，他的工作就是创造世界万事万物。这是被每个有生命个体的机制、原理、
定律、体质和感觉所证明的”，他认为，“每个生物体都是从一个卵中产生的；而
从每个卵中所产生出的都是一个和亲代极其相似的后代。因此现在不会产生新
种”，“通过繁殖，个体数是成倍地增加了。因此现在每种物种的个体数都比上帝
刚创造出来时的数目多得多”。林奈在他于 1738 年出版的《植物的纲》一书中申
明，
“物种的数目和上帝当初创造出的各种形式的数目是相同的”
（玛格纳 2001）。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奈信奉物种不变论，认为混沌初开时，万能的神创造了
多少物种，到现在就还有多少物种，物种不会进化，物种彼此之间不存在亲缘关
系，因此，他的分类系统就不可能反映不同生物类群的进化地位或血缘关系。很
显然，这反映了林奈在那个“神创论”占统治时代中深受“物种不变论”思想的
影响。
3．林奈后期的生命观——部分承认物种可变
林奈在其 1756 年发表的《论植物的性别》一文中指出，在上帝最初的创世中，
每一个属只有一个种作为基础，属中种的增殖是自然的杂交过程（鲍勒 1999）。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够分辨出哪个物种是上帝原创的呢？
林奈在于 1774 年出版的《植物系统》一书中说，“让我们假定神圣的上帝创
世时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少到多地进行的。同样，上帝在创造植物界时，创造了
如同自然的‘目’那样多的植物。创造了这些植物的‘目’以后，是上帝自己混
杂了这些‘目’，由此，创造出今天存在的植物‘属’。然后，大自然把这些植物
‘属’在它们自己之间由两个亲本进行杂交，繁殖、增生，靠着花的结构不变，造
成尽可能多的现存的‘种’。而那些几乎不育的杂种则不包括在这些‘种’的数目
之中了，它们也由同样的方式或同样的亲本而产生”
，在这里，林奈部分地承认了
物种的可变性（玛格纳 2001）。
这是因为林奈注意到在他那万紫千红的花园中，会突然自发地产生一些变种
或者“不寻常”的植物，这些植物都是从普通的植物中衍生出来的。即便如此，
他仍然认为这些变种毕竟是不重要的，它们是由于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影响所造成
的（玛格纳 2001）。
4．对林奈的评价
鲍勒（1999）对林奈如此评价道：
“他相信自然的基本结构仍然是上帝创造的
最初遗传形态决定的，但是通过杂交的自然过程，无需神的干涉，就可以填补上
帝计划中细节上的空缺。至少自然的有限发展是可能的……”。
德国哲学家恩格斯认为林奈的物种不变论是那个弥漫着绝对不变性世界观的
时代缩影：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
然界的绝对不变性这样一个见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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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植物和动物的种，一旦形成便永远
确定下来，相同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而当林奈承认有时由杂交也许可能
产生新种的时候，这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的……18 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
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
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恩格斯 1925）。
恩格斯（1925）指出“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
于自然界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
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在那个时
代，
“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生物学还完全不能存在。最后，
在生物学领域内，人们主要还是从事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是植物学
和动物学的材料，而且还有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理学的材料。至于各种生命
形式的相互比较，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气候等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则还几乎
谈不到。在这里，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奈而达到了一种接近的完成”。
四、博物学家布丰——生物因环境变化而变异，并遗传给后代，因此物种可变
法国博物学家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是现代进化论的启蒙者
之一。他通过退化器官的存在、化石生物与现代生物的差别等，提出物种可变的
进化观念。
1．自然体系的不可认知性
布丰在其《自然史》中宣称，在试图发现物种的“自然”界定因而达到一种
分类的自然体系的努力之中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谬误”，“这种谬误在于没有理解
自然的进程，这种自然进程总是通过划分等级的形式而发生……可以通过以几乎
难以感觉的程度差别从最完善的被造物下降到最无定形的质料……这些不可感的
程度变化是自然的伟大作品，我们不仅能在规模和形式上，而且能在运动中，在
每一个物种的产生与连续性中发现它们……自然因此，通过我们不知晓的等级进
展，不可能完全将其自身在属和种中进行划分……我们将发现大量的居间的物种，
以及一半属于一个级别，一半属于另一个级别的物体，我们不能给这些物体指定
一个位置，这必然使建构一个宇宙体系的努力以徒劳告终”（诺夫乔伊 2002）。
一方面，布丰指出林奈只注意到物种之间的细微差异，而没有把生物看作自
然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太过于强调物种变化的连续性，导致了不可认
知论（在这点上，达尔文颇似继承了布丰的衣钵）。但是，布丰不久就放弃了自然
体系不可认知性的观点。
2．用无用器官质疑上帝创造论
布丰的进化观点是如何而来的呢？首先，他在比较解剖学研究中发现存在不
完善、没有用处和退化的器官（如猪的侧趾虽已失去了功能，但内部的骨骼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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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因此质疑如果物种是万能的上帝创造的，那么这些无用的器官怎么会存
在呢？他认为有些物种是退化而来的。
3．物种可变论
布丰认为，人的种族之间的差异是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气候、土壤条件中而形
成的，也是不同的思想、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所导致的结果；现代动物的新变种
则来自人工选择，在自然界，新的变种由迁徙和隔离而造成。布丰一方面认为物
种是在改变着的，环境变化可引起生物发生相应的变异，且这些变异会遗传给后
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物种是被一些不可逾越的鸿沟所分开。因此，他认为物种
既不是完全可变，也不是固定不变（玛格纳 2001）。布丰通过一些化石的观察注
意到古代生物和现代生物之间又有明显差异，认为物种是可变的而不是神创的。
布丰的一些观点看似矛盾，如物种既不是完全可变，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依
笔者之见，这不但不矛盾，而且恰好反映了物种的一种本质特性，即从较长的时
间尺度来看，物种是可变的，而从较短的时间尺度来看，物种是相对稳定的。或
者说，没有一定的稳定性，就没有物种的存在，没有变异，就不会在地球上演化
出如此之多的生物物种。
1753 年，布丰在他的《自然历史》一书中写道：如果承认动植物存在族，猴
子来自人这一族（及退化的人），那么人和猴子就像马和骡子一样有着共同的祖先；
每一族，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只有一个共同祖先——这么一来，就可以假设，
所有的动物都由一种动物演变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完善和演变，由它派
生出所有的其他种类（奥芬博格 2001）。虽然布丰承认人和猿在体质上有相似性，
但认为，由于人类具有心智能力，使得人类与动物界截然分开了，对此不能用物
质的角度来解释（鲍勒 1999）。
布丰的进化思想对后来的博物学家——拉马克和达尔文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布丰的环境引发物种变异且这些变异会遗传给后代的思想不正是拉马克获得性遗
传的核心吗？只是拉马克主张用进废退的物种变异方式（这中间也包含了退化器
官的现象）。达尔文也认为个体变异主要来源于环境变化。迁徙和隔离也是达尔文
主张的重要的成种机制。很难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没有从布丰的现代动物的新变
种来自人工选择的观点中受到启迪。达尔文的共同祖先思想以及过于强调物种变
化连续性的风格也与布丰如出一辙。
五、哲学家狄德罗——如果生命是偶然的，那就没有理由保持不变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 年）认为物质具有
创造性，物质能够随机地结合成为具有潜在生命的物质；一旦偶然确立了成功的
类型，它们就能继续存在，不会发生变化，除非偶尔“出错”产生出畸形形态。
在布丰思想的启发下，狄德罗认识到，如果生命是偶然（而非设计）的产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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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它们就没有理由在以后的世代中继续保持它们的类型不
变；在经历了原初的自然发生之后，一定有可能发生有意
义的变化（鲍勒 1999）。
狄德罗认为甚至在现在自然发生仍然在进行着，在一
定的条件下，即使最大的生物都有可能以这种方式产生；
动物为了响应它们的需要，可以发展出新的器官，这种器
官可以遗传给后代，并固定在物种之中；自然并非产生完
全一样的类型，它一直尝试产生出奇怪的新类型，其中有
一些也许能够保存下来（鲍勒 1999）。当然，今天的科学
告诉我们，这种复杂生命也能自然发生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

D. Diderot

六、博物学家邦尼特——造物主塑造了存在之链上的种源序列
瑞士博物学家查尔斯·邦尼特（Charles Bonnet，1720～1793 年）在 1764 年
出版了《自然沉思录》一书，他是存在之链的热心支持者，相信通过把物种按照
亲疏关系排列，就可以组成一个将人和最低等的生命形态联系起来的完美的线性
链，这种排列代表了神的特创计划，物种是链条上的“环节”，因此它们的结构必
须保持固定不变和永恒存在，为此，上帝塑造了每一
个物种的种源。邦尼特认为存在链条并不是稳态的，
而是随着时间的一步接一步展示导致生命的进步，从
链的底端最简单的生命进步到链的顶端最复杂的生
命。整个过程是造物主通过它最初塑造的种源的不同
序列预先设计的，按照计划，种源的每一个序列，在
特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在邦尼特看来，
进步只是锁定在一系列种源中的神的计划的展示而
已（鲍勒 1999）。这种将进化视为按预先设计好的序
列展示出来的思想，与他当初将 evolution 一词引入生
物学时的初衷倒是十分吻合，也与拉丁文 evolutio 的
C. Bonnet
词源相一致。
七、博物学家罗宾奈——存在之链上只有连续的个体，而没有物种
法国博物学家罗宾奈（Jean Baptiste René Robinet，1735～1820 年）在他的《论
自然》（共五卷，出版于 1761～1768 年）的第一卷和第四卷中，提出了存在链条
是连续的猜想。他不相信存在的链条可以分别代表不同物种的链接，而是将其设
想为一个连续的图景，宛如一根绳索。他声称，物种只是人的错觉，因为总是存
在一个完整的形态序列，链条上的任何两个点都是相连的，将连续的部分划分为
物种所依据的仅仅是中间类型的稀少。因此，他认为，自然界中不存在物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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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体对应着存在链条上每一个可能环节。他还认为，在地球历史的进程中，存
在链条上相连的种源一定是相继发展成熟的，最初是最简单的种源能够发育，接
着生命沿着链条进步，直至人类的产生（鲍勒 1999）。因为相信种源说，罗宾奈
不可能提出像达尔文那样的真正的物种进化观，他的有限的变化性或进步性也只
能局限于一种预设的图景之中。
八、哲学家霍尔巴赫——自然规律支配着一切物质的运动
和结构，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
法 国 哲 学 家 霍 尔 巴 赫 （ Paul Henri Thiry ， Baron
d'Holbach，1723～1789 年）认为，自然的真正体系，与
各种宗教迷信毫无瓜葛，而完全是物质性的，是那些确定
的自然规律在支配着物质的运动和结构。人类也是在地球
上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出现的，尽管霍尔巴赫不愿去玄
想人类究竟是怎么来的。
与狄德罗类似，霍尔巴赫也是将物质宇宙勾画成能够
P. H. T. B. d'Holbach
自我建构且一旦环境合适就会产生出生命结构的有活力
的系统，认为一旦生命物质形成了，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
是永恒不变的，宇宙的基本活动就是保持物质处于流动状态，因此物种不可能不
变，不可能存在预先决定的发展方案（鲍勒 1999）。
九、哲学家康德——自然界由没有计划的机械力产生出从粗糙的物质到人的存在
之链
德国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可能是最后一位对科学（人类
学和宇宙学）做出非凡贡献的哲学家（迈尔 1990）。
他在于 1790 年出版的专著《判断力批判》中系统论
述了其与生命演化相关的目的论与机械作用论思想，
认为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
1．目的论——自然是一条向上目的性的存在之
链吗？
康德说，“在我们观察植物界时，我们开始可能
由于它借以蔓延到几乎每一种土壤上的那种不可估
计的丰产力而引起这个思想，认为应该把它看为自然
在矿物界中它的各种形成所显示的那种机械作用的
单纯产物，但是对于它的不可言喻的聪明组织有了更
详细的认识，就使我们不能有这种的看法而引起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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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ant

问题。生命的这些形式的存在是为着什么缘故呢？假如我们这样回答：是为了动
物界的，使得它有其生存的资料，以至它能有多种多样的品类散布在地面上。那
么问题又发生了：这些吃草的动物又是为着什么缘故而存在呢？其答案大概是像
这样的：是为了食肉的动物，它们只能是靠本身是有动物生命的东西来生活的。
最后就有了这个问题：这一切上面的自然各界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和什么缘故的
呢？我们说是为着人类的，而且是为着人类的理智告诉人如何在许多的用途上来
利用这一切的种种生命的形式的”
（康德 1985）。这也是康德对自然食物链中高营
养级生物对低营养级生物依存关系的很好的定性描述，在现代生态学中，这也称
为“上行效应”。
2．目的论——自然是一条向下目的性的存在之链吗？
康德继续说：
“我们也可以赞成骑士林奈而采取像是相反的道路说：吃草动物
的存在是为了制止植物界的繁茂生长，这种繁茂生长会干死掉植物界的许多品种；
食肉兽是为着使吃草动物的贪食有其节制的；最后人的存在是要使之追捕食肉兽
而减少其数量，来成立自然的生产力与其破坏力之间的一定平衡的。所以，依这
种看法，不管在一定的关系上是如何可以把人看为目的，而在不同的关系上，人
又是只能列为一种手段”。这同样也能看成是康德对自然食物链中高营养级生物对
低营养级生物制约关系的一种定性描述，在现代生态学中，这也称为“下行效应”。
3．机械作用论——自然有机物的集合体不过是地球环境变化的产物
康德反问道：
“如果生命一切这些形式的住处——陆地的上面和海洋的深处所
指向的都不是别的东西，而完全是没有计划的机械产生，那么我们怎样能够，或
者说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有这些后面所说的产物的一种不同的起源而且断言它们
是有这种的起源呢？”因此他认为“不但人不能是自然的最终目的，或者由于同
样的理由，地上自然有机东西的集合体不能是目的的一种体系……从前认为是自
然目的的那些自然产物，都是不能有其他的起源而只能有自然的机械作用为其起
源的”。
显然，有机自然物机械产生的观点和目的论产生的观点之间存在冲突。康德
认为：
“一个世界存在的最后目的，那就是创造本身。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一个目的，它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目的作为条件的。如果承认了自然的
单纯机械作用为自然的目的性解释，我们就再不能问：世界上的事物是为了什么
目的而存在的？”但是他又说：
“机械作用原理在关于一个作为是自然目的的事物
之解释中对于目的论原理必须处在比较低级的地位”。
恩格斯（1925）如此评价道：
“……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
点。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
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同样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空间中相互邻近
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恩格斯认为这是这样一种观点：
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一个变化着的地球怎能担负着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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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世界？他指出：
“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指出了相继形成起来和逐一重叠起来
的地层，而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死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
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必须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
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
4．从比较解剖学对生物类群演化的洞见
康德说：“当我们考虑到这么多的动物种类在某种共同的模型上是一致的时
候，这个共同的模型显然不只是它们骨骼的、结构的基础，而且也是它们结构的
其余部分的安排的基础，而且当我们发现这里的原始计划的令人惊奇不已的简单
性，只由一个肢体的缩短和另一个肢体的加长，由这部分的缩减和那部分的发展，
于是就能产生出这么多种多样的种，那就在心里面像有一线纵然是微弱的希望，
那条离开它就完全不能有自然科学的自然机械作用原理，或者还可以使我们能够
达到有机生命的某种解释，各种形式的这种相类似，纵然是有其种种的不同，但
是看起来像是按照一个共同的式样产生出来的，那就加强了这个猜测，认为它们
是有一种由于从一个共同的祖宗而产生出来的实在的亲属关系。我们可以在一个
物种逐渐接近另一个物种这种现象上找到上述的一点踪迹……从人类追踪到水
螅，从水螅追踪到乃至苔藓，到地衣，而最后就到自然最低级为我们所察觉到的
种类，在这里我们就达到了粗糙的物质……”（康德 1985）。
这是康德根据比较解剖学资料对生物类群演化的深刻洞见，他还注意到修修
补补的物种创造方式，并推测是物种可以溯源的证据。令人惊叹的是，康德还如
此清晰地提出了共同祖先的问题，他还像亚里士多德一
样主张生命是由无机界向有机界发展的结果。达尔文也
谈到共同祖先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探究一直延续至
今，这也是公认的生命演化的最大谜底之一。
十、诗人歌德——生物同宗说
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
1832 年）在 1790 年提出生物同宗说，认为生物是从当
初最粗糙的元质，经苔藓、水螅而变到人类。1796 年，
他宣称：
“生物界中，最完善的形状（如鱼类、两栖类、
J. W. von Goethe
兽类和人类），都是根据一种原始的格式构成”，他所说
的生物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前者是指遗传，后者是指环境引起的变异，他相信环
境的力量足以改变生物本来的形状（吾索远 2009）。
十一、医生伊拉斯谟——上帝设计的生物可自我完善，通过获得性遗传发展出新
器官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 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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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村医生，而不是博物学家。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设计的生物可
以随着时间而自我完善，生物在迎接外部世界挑战的不断努力中，通过“获得性
遗传”的机制而发展出新的器官（鲍勒 1999）。
伊拉斯谟于 1794 年出版了《动物学》一书，
所论述的进化论思想对其孙子——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影响深刻，因为达尔文在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论述的主要思想，在
其祖父的著作中几乎都可以见到，或者至少以萌芽
的状态存在了。
伊拉斯谟的主要观点如下（玛格纳 2001）。①
亲代对子代的影响：亲代的生活条件能影响它们后
代的发展，从家畜中得到的新变种为这种断言提供
了证据，同时，他也注意到遗传和近亲繁殖的危害。
② 退化和痕迹器官：
时间范围可以回溯几百万年，
E. Darwin
他讨论了退化的结构和痕迹器官，认为它们是“进
化上的创伤”，他还注意到了同源的和同工的器官。③ 生存斗争：他在论述变化
机制时，虽然提到了“生存斗争”和性的选择，但他主要是用“退化”和环境因
素的作用来进行解释的，虽然在描述生存斗争的存在时，他用了“一个巨大的屠
宰场，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这样的话，但他同时也提出在所有的生物中，由于
血统形成的亲缘性必然还存在着同情心。④ 生物的共同起源：所有的生物都从“原
始的细丝”演变而来，通过研究“自然性状的相似性”，我们将会理解“所有的生
物都属于来自一个祖先的大家庭”。⑤ 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他认为无穷无尽的
生命形式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力量，它在应急性、感觉性、
意志力和联合性的引导下，总要不断地增加新的部分，出现新的癖好，因此它还
具有这样的本领，使生物在先天的活动能力的作用下不断地进行改进，并且通过
繁殖把这些改进的东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直至无穷。”
难怪达尔文认为拉马克剽窃了他祖父的观点，拉马克进化论的核心——“内
在复杂化趋势、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与他祖父的观点简直就是如出一辙。其
实，伊拉斯谟也继承了亚里士多德、马耶、布丰、康德等的进化思想，像生存斗
争、获得性遗传、退化、共同祖先等就是如此。但是，他也关注了一些新的问题，
如他提出了为何生命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形式这样的问题，虽然他用生命有趋于完
美的倾向来解释（这后来演变成拉马克进化论的核心之一），迄今都未见令人满意
的解答。在后面笔者将对这一古老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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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纷杂的前奏——从拉马克到华莱士

19 世纪之初，最有影响力的进化论者当属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正是他在朦
胧的暮色中吹响了达尔文进化论圣歌的前奏。拉马克也是生物学（biology）一词
的发明人，他提出的物种进化观直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后，才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围绕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之争，一直延续至今。拉马克
在他于 1809 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一书中写道：
“观察自然，研究它所生的万
物；追求万物，推究其普遍的或特殊的关系；再想法抓住自然界的秩序，抓住它
进行的方向；抓住它进行的法则，抓住那些变化无穷的构成自然界的秩序所用的
方法……”（吾索远 2009）。这一年，恰好达尔文诞生！
一、博物学家拉马克——动态化的存在之链，直线性的种系进化
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 年）算不上 18 世纪的进化论者，
因为在 1800 年之前，他并未承认生物具有转变的可能，到了 50 岁之后，他才抛
弃了原先的物种不变观点，提出了生物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改变自身的转
化（transformation）学说。他还于 1802 年新创了“生物学”（biology）一词。
1．拒绝接受物种的灭绝
拉马克通过比较当代物种和化石物种，发现物种的外观，经古代、近代和当
代缓慢地发生变化，由此得出结论——动植物在地质历史上由不同的祖先缓慢演
变而来，并认为由无生命的物质演变出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后者在追求完美的内
在动力的推动下，逐步发展得更为完善（奥芬博格 2001）。
拉马克拒绝接受生物可能发生过灭绝：化石物种一定进化成今天的类型，因
为自然能够防止她的造物走向灭绝；他甚至预言，随着大量的生物学发现，将会
填补我们认作灭绝“物种”的空缺；他相信在生物顺着存在链条攀升的过程中，
一定存在一种机制使生物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这种机制就是所谓的“获得性遗
传”（鲍勒 1999）。
1803 年 5 月，拉马克在巴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演讲稿中指出：“我们难道没
有因此而感受到借助有机体的法则……大自然有足够的时间、空间，以及环境让
最初的生命形式不断地发展与改进……并且增殖分化成现今所看到的生物？因
此……借助长的岁月，以及虽然缓慢但是不断改变着的环境，大自然已经逐渐地
完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这里，他强调了生命演化的客观性与渐变性
以及环境对生命的改造作用。

2．拉马克进化论的核心——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
拉马克最初形成生命发展的理论纲要是在 1802 年，后来他将这个纲要重新整
理，于 1809 年（正好是达尔文降生之年）出版了著名的《动物学哲学》
（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书（遗憾的是，该书迄今都未见中译本），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
观点（玛格纳 2001）。
首先，一切生命都具有一种内禀的趋于向
高级（结构复杂）的进化趋势，而最低级的生
命——蠕虫和纤毛虫是自然发生的。其次，生
命诞生之后可通过用进废退的获得性遗传促使
生物从简单向复杂进化。这第一个因素可看着
生命天生就有一种趋于完美的适应性，第二个
因素是想说种族的进化如何通过个体的适应与
遗传固定得以实现。
拉马克认为，①即便环境是静止和稳定的，
第一个因素也会驱动进化过程的发展；②当环
境改变了，动物就会被迫做出新的努力，从而
逐渐地产生结构上的变化；③经常使用或不使
用身体的某一部分会相应地引起该部分力量的
变化，而且导致该部分体积上相应的增大或减
小，物种在长时期内使用某些器官获得的特性
则通过遗传保持下去。这就是所谓的“用进废
退、获得性遗传”，也是拉马克进化论的核心。
针对第一个因素，拉马克在后来的著作《无脊椎动物》中进一步解释道：
“在
动物体内，新器官的产生来自于动物体觉得不断存在的某种新的需要”。玛格纳
（2001）认为，拉马克并没有提出动物通过它的意识的愿望或要求而引起变化，他
本意指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的一种客观“需要”
，而不是“想要”或者“想望、希望”。
可以说，内禀的复杂化与获得性遗传都是对先人思想的继承，而用进废退则
是拉马克的创新，当然，虽然器官的退化已有先人述及。拉马克试图通过第一个
因素指明进化的总体方向性，这其实也符合大多数动物类群的进化趋势。而他的
“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则备受质疑。
达尔文如此评述了拉马克，
“他主张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都是从其他物种
传衍下来的原理……他把变异的途径，一部分归因于物理的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
一部分归因于既往生存类型的杂交，更重要的归因于使用和不使用，即习性的作
用。他似乎把自然界中的一切美妙适应都归因于使用和不使用的作用，如长颈鹿
的长颈是由于伸颈取食树叶所致。但同时他还相信‘向前发展’（progressive
development）的法则；既然一切生物都是向前发展的，那么为了解释今日简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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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存在，他乃主张这些类型都是现在自然发生的”（Darwin 1872）。
3．存在之链与直线型的种系进化
拉马克坚持分类学家必须承认他们的工作也具有臆断的性质，真正的“自然
等级”将从最低级的单细胞生物排列到最高级的生物——人。如果所有的物种都
包括进去，那么临近两个物种间的细微差别将难以觉察。
“自然等级”中的明显缺
失环节就代表着其中尚未被发现的物种（玛格纳 2001）。
拉马克问道，如果自然的作用力迫使生命在存在的链条上稳定地攀升，我们
今天怎么能够依然看到完整的等级序列呢？为什么所有生物并没有保持在和人类
一样的层次呢？他并没有设想所有现存的生物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相反，他
相信今天阶梯上的每一个层次都是通过分别进步达到的：位于不同层次的生物，
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于不同的自然发生作用产生出来的，在地球的整个历史中一
直存在着最简单生命形态的直接形成，今天最复杂的生物是经过许多代后，由最
早出现的最简单的生物进步而来的。现在位于等级阶层中间的生物是在距今比较
近的时期，通过自然发生进步出来的，而我们今天见到的最简单的生物则是刚刚
形成的，因此生物的进化包含了许多线系，每一个线系沿着存在的等级链条分别
进步（鲍勒 1999）。
达尔文拒绝猜想生命是如何起源的，而拉马克则不能如此，因为其直线型的
种系进化需要设想一系列的由简单生物开始的进化世系，因此，简单的生物类型
必须不断地产生。拉马克在无脊椎动物的研究经历（他被认为是无脊椎动物分类
学的创始人之一）正好吻合了他的猜想。他发现最简单的生命形态根本没有特化
的器官，因此认为这样的形态可能简单得足以由非组织化的物质直接产生，因此
主张只有最简单的生命形态可以直接产生，而更高级的形态一定是通过某些经历
了许多代的进步式发展由这些简单的形态演化而来的（鲍勒 1999）。
拉马克暗示了人和猿之间的关系，已推测说人和猿具有共同的起源，认为人
虽然和这些“畜生”完全不同，但是如果仅仅从身体结构上来考虑，那么人还是
属于哺乳动物的一科。他推测，某种猿类为了要看得更远一些而可能学会了一种
比较直立的姿势，这种新的姿势可能已经引起了可遗传的结构上的改变，其他的
改变和进步可能还会有需要和行为上的改变同时并存。他断言如果人类和动物的
区别只是由于机体组织上的不同，那么“就很容易表明人的特点全都由长期在活
动上和习惯上的变化所造成的，这些活动和习惯是人类采用的，并且为这个物种
中的各个体所特有”。人类和猿类尽管在解剖学上结构相似，但是在智力和体质上，
人却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可被解释成在极其长远的年代中，人类对这
两种能力的使用不断增长而遗传下来的（玛格纳 2001）。
4．拉马克的进化论——继承与综合
鲍勒（1999）认为，真正启发拉马克的是启蒙时期的唯物论，因唯物论也很
强调自然实质上具有创造力，而拉马克使这种观点适应了他自己的需求，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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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的进化理论。但总体来看，拉马克的进化理论也是 18
世纪多种进化观点的综合：有唯物论的自然发生信念，不过更为合理地限于最简
单的生命类型；有组织层次的稳定上升，这大概是由于暂时性的存在链条；最后，
有生命可能通过变化响应新的条件的过程，许多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以各种形式接
受了这种观点。
二、解剖学与古生物学家居维叶——器官相关法则，按结构的分类动摇了存在之链
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是一位杰出的比较解剖学家，也是古
生物学的创始人。居维叶特别关注了与功能相适应的器官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特
性，并上升到“器官相关法则”，且成功运用于通过化石碎片对古生物的重建与复
原。他信奉器官不变，当然如果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尺度上，这毫无疑问也是正确的。
1．器官相关法则与物种不变论
居维叶认为动物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的结构与功能都统一在
生物体之中，各个器官好像按统一规则进行了设计似的，当然，每一器官的改变
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功能，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器官相关法则”。例如，牛、羊
等反刍动物就需要有能够磨碎植物纤维的牙齿，相应的咀嚼肌、上下颌骨和关节，
相应的消化道和肢体的结构；再如虎、狼等肉食动物则需具有与捕捉猎物相关的
各种运动、消化方面的构造和机能等。
居维叶认为器官不会进化，生物体器官的任何改变都会使生物体无法生存下
去，任一微小器官都含有整体功能的信息，因此通过破损残缺的生物遗体就可以
重建整个生物面貌。这样，他通过化石碎片重建生物体，对一些已灭绝的动物化
石进行了成功的整体复原。因此，也创建了古生物学。
居维叶研究了拿破仑入侵埃及所带回来的木乃伊化的猫和朱鹭，但并未发现
在数千年之后它们与其现生的同类有什么不同，由此认为：生命形态不会随时间
而进化。居维叶主张，生物体的相似之处，不是来源于同一祖先，而是功能相同
的结果，即功能决定形态，而不是形态决定功能（陆旋初 2009）。其实，4000 年
的演化对脊椎动物来说，依然十分短暂，不大可能出现肉眼可觉察的形态变化。
居维叶反对拉马克的进化论，他对任何生物之间内在部分的复杂关系有很深
的印象，认为细微的平衡不可能导致变化，甚至当他根据化石遗迹重建灭绝的类
型时，也坚持认为它们属于灭绝的物种，与进化没有关系（鲍勒 1999）。
迈尔（2009）认为，居维叶这样的形态学家在思想上属于柏拉图式的本质论
者，坚信每一种类型与其他类型截然分开，都有自身的本质限定，因此每种类型
也是永恒不变的。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居维叶是过分强调了物种的稳定性。
2．地质灾难与物种的区域性灭绝
居维叶在他 1812 年出版的《论地球表面的革命》一书中讨论了可能对地球上
的生物造成影响的地质事件，认为地质革命是灭绝的原因（如海洋对欧洲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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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埋葬所有生活在那里的动物），而“新”的动物可能已经生活在世界上没有受
到地质革命影响的地方，从那里迁移到曾发生动物灭绝的地方（鲍勒 1999）。
虽然居维叶对化石的研究促使他反复考虑地球上变化的实质，探讨过去与现
代物种之间的差异，但遗憾的是他并未从中得出物种演变这一必然的结论（玛格
纳 2001）。
拉马克认为低等生物可以逐渐变化成高等生物，因此，毫无必要提出化石生
物是实际上灭绝的，因为它们可能进化成了不同的并且也许依然生活着的后裔，
而居维叶则基于自己的解剖学研究认为，甚至这些灭绝了的生物也是彻底和稳定
地适应了它们的环境，因此它们的灭绝必定是由于它们的环境的一次突然的灾难
性改变，因此，居维叶反对拉马克，反对进化（Cox and Moore 2007）。
3．一个反进化论者对进化论的贡献
居维叶是拉马克的死敌，前者是脊椎动物学家（解剖学家），后者是无脊椎动
物学家（分类学家）。相对来说，脊椎动物的结构稳定、可塑性不大（因此，居维
叶难以相信一种奇异类型能够达到和谐与平衡并进一步演变成新物种的基础），而
无脊椎动物的结构易变、可塑性较大。他们的生命观似乎遗留下了各自所熟知的
生物类群的烙印。
虽然居维叶反对进化论，但他对动物的划分祛除了从旧的存在链条继承下来
的对动物的线性排列方式，对进化论兴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人们没有必要再
去考虑动物界的线性进步问题了，每一种类型可能要被描绘成树状发展中的不同
枝杈（鲍勒 1999）。
迈尔（1990）评价道，居维叶在进化学说史上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滑稽角
色，一方面他运用其全部知识和逻辑力量反对拉马克（这使得进化论在法国经历
了更艰难的历程才被接受）
，另一方面自己在比较解剖学、系统学和古生物学方面
的研究却为随后服膺坚信进化论的人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证据。
三、动物学和胚胎学家塞因特-希莱尔——通过原型分化对（趋异）类型进行统一
法国动物学家和胚胎学家伊西多·杰弗洛伊·塞因特-希莱尔（Isidore Geoffroy
Saint-Hilaire，1805～1861 年）认为一种生物可从同一类型
中的不同生物演变而来。他研究了一些灭绝的爬行类，并结
合胚胎研究，试图解释这些古代生物是如何转变成它们的现
代类型的，甚至鸟类和哺乳类的。他猜测，大气的变化可能
会影响胚胎的发育，从而在后代中发展出新器官或新形状，
如果这种奇异的器官或特征能够适应新的环境，那么也能够
生存下去并且繁衍后代。用现代的话说，这是一种通过突变
而不是渐变产生的进化（鲍勒 1999）。
塞因特-希莱尔认为，许多趋异类型可以由其结构中的
I. G. Saint-Hi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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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联系起来就是自然界中基本规则图景的表现，原型可以许多方式发生变
化，以适应环境，但是其特征却是清晰可辨的，即自然界中的个体不是随意汇集
的，具有一定的形态式样（鲍勒 1999）。
居维叶通过生物体内在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和谐平衡关系（每一种类型都
自动地适应其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界定了不同的类群，而塞因特-希莱尔通过原
型分化对类型的统一性做出了解释，而后来的达尔文摒弃了这种神奇原型的假说，
提出了所有生命源自一个共同祖先的设想。
四、哲学家黑格尔——沿着存在之链进化与流射的统一
1．生命的演化——客观性（机械性→化学性→目的性）→理念（生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年）在他的
《逻辑学》概念论一章（出版于 1816 年）中指出，客观
性经历了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三个环节，然后才过
渡到了理念的阶段，而理念阶段的第一个环节又是生
命，因此，目的论就成了由客观性进入理念的关键环节。
概念在化学性阶段，由于受到客观性的束缚，还处于迟
滞的潜在状态，其中的能动性还没有发挥和解放出来。
当概念从化学性过渡到目的性之后，才逐步超出或否定
了客观性的束缚，成为自觉的存在，以致进到生命。黑
格尔借助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逻辑推理，从化学性经过
G.W.F. Hegel
目的性的环节导出了生命。黑格尔关于生命通过化学道
路产生出来的思想受到恩格斯的肯定（乐燕平 1987）。
依笔者之见，如果去掉黑格尔的唯心论，有机的自然界可能正好遵循了他所描述
的演进模式：机械性→化学性→目的性→生命。
2．生命——有机体的内在目的性
黑格尔将目的分为两种：外在目的存在于事物自身之外，是指单纯存在于意
识之内，以主观观念的方式出现的那样一种目的；而内在目的是指存在于事物自
身之中的目的，生命就是有机体本身的目的。恩格斯说“黑格尔的内在目的，即
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也许是上帝的智慧）纳入自然界，而是存
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乐燕平 1987）。
3．生物的发展——进化与退化贯穿如一
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中介绍了关于生物发展的两种观点：进化与流射，
“进化是从不完善的、缺乏形式的东西开始，它的进程是这样的：首先出现的是湿
润含水的产物，从水中出现植物、水螅类和软体动物，然后出现了鱼类，随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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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动物，最后从这些动物产生了人……流射进程的说法，是东方固有的；流射
是一种退化的阶序，这种阶序是从完善的东西，从绝对的总体，从上帝开始的，
上帝进行了创造，出现了星光、闪电和上帝的一些映象，以致最初的映象就和上
帝极其相似。这种最初的创造又能动地进行了创造，不过是创造了更不完善的东
西，如此向下创造，以致每一被创造的东西总是又能进行创造，直到创造出否定
的东西、物质和极恶……两种过程都是片面的和表象的……这些形式是同时存在
的；永恒的神圣的过程是一种向着两个相反方向的流动，两个方向完全相会为一，
贯穿在一起……进化也是退化”
（黑格尔 1986）。显然，黑格尔以他独特的辩证视
角，主张在生命演化过程中进化与退化同时并存，贯穿如一。
五、园艺学家马修——没有先前生物的模型或胚种，也可
能产生新类型

P. Mathew

马修（Patrick Mathew，1790～1874 年）是一位苏格
兰果农，他曾提出关于物种起源的观点（Mathew 1831，
1860），达尔文评述道：“他似乎认为世界上的栖息者在陆
续的时期内几近灭绝，其后又重新充满了这个世界，并指
出‘没有先前生物的模型或胚种’
，也可能产生新类型……
看来他似乎认为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具有重大的影响。无
论怎样说，他已清楚地看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十足力量”
（Darwin 1872）。

六、发育生物学家冯·贝尔——胚胎发育中留存的演化痕迹
德裔俄国生物学家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1792～1876 年）长期从事
脊椎动物胚胎发育的研究。他于 1828 年提出了一种脊椎动物的发育理论：不同脊
椎动物的早期胚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发育过程中一般性状先出现，接着出现
特殊性状，即先出现“门”的特征，再依次出现“纲”、“目”、“科”、“属”的特
征，最后才是“种”的特征。这种规律被称为
贝尔法则，达尔文也将其视为生物进化的胚胎
学证据。
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 年）对贝尔法则进行了扩展。他在
1866 年出版的《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指出，
“生
物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部分，
即个体发育和系统发展，也就是个体的发育历
史和由同一起源所产生的生物群的发展历史，
个体发育史是系统发展史的简单而迅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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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这被称之为“生物发生律”
（biogenetic law）或“重演律”
（recapitulation law）。
重演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即人类的胚胎发育经历了自然等级的排列，开始是
无脊椎动物，然后上升到鱼、爬行动物的层次，最后是哺乳动物人类的发展就这
样与整个动物界联系起来的，这样就将胚胎发育过程（似乎具有一种不断复杂化
的方向性力量）与阶层体现的分类观结合起来了，并产生出“平行律”。这也符合
19 世纪早期的唯心主义进化观，即相信自然事物的表面多样性背后隐藏着理性特
创计划的统一性（鲍勒 1999）。
但是，冯·贝尔认为，哺乳动物的胚胎与任何低等动物的成体之间，并不存
在真正的相似，人类的胚胎并未经历先是鱼再是爬行动物的阶段；发育是一个特
化过程，并不是沿着线性等级向人的上升过程，任何物种的胚胎在开始时都是简
单的，结构没有特化，然后通过增加特化器官，不断达到更高程度的复杂性，最
终达到了物种的成体状态。因此，不可能通过把动物视为单一进步计划的展示来
统一生物界，自然界远比这要复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自然界不是受更复杂
的图景控制的，虽然存在着定向的驱动力使胚胎向着其最终目标发育，但是每一
个物种的目标并不一样（鲍勒 1999）。
冯·贝尔相信在复杂的自然类型的图景中存在一个目的，因此，他不能接受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但他补充了居维叶的工作，从根本上摧毁了线性的巨大
链条的思想（鲍勒 1999）。
七、赖尔——均变论，将连续性引入到创世过程中
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 年）被誉为现代地质学之父，
在 1830～1833 年期间，出版了《地质学原理》，共三卷。他认为，地质作用的过
程是缓慢的、渐进的，地球上起作用的各种力是不变的（无论质或量），即所谓的
“均变论”。据说，该书对达尔文有很大影响，后者正是用微小变异的连续累积来
诠释生命进化的。
但是，赖尔信奉物种不变论，反对拉马克的自然
转变理论。他认为每一个物种都具有细微平衡的结构，
这种平衡不能遭到重大的干扰。一开始他持有一种稳
态的生命史观，认为所有动物纲，无论高等还是低等，
至少有少数，存在于每一个地质时期，当然后来他承
认了自己的错误（鲍勒 1999）。
在新物种起源的看法上，他将连续性引入到创世
过程中，提出在规则的自然进程中，新物种的出现是
渐次的，他在 1836 年给天文学家赫歇尔勋爵的信中
说，他支持在新物种的起源中存在“中间原因”，即存
在着类似法则的过程，而这不同于“第一因”
（造物主
C. Ly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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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干扰）。赖尔暗示，造物主已经将自己的力量注入自然界中，即使它不直接
干预，自然界也会满足它的愿望（鲍勒 1999）。
八、地质学家布赫——环境变化驱动新种从较旧的形态
中形成

C. L. von Buch

德国地质学家冯·布赫（Christian Leopold von Buch，
1774～1853 年）于 1832 年在他的《关于菊石及其分科》
中，以及于 1848 年在柏林科学院宣读的论文中，都把关
于有机形态典型近亲关系的拉马克概念，作为有机形态
的共同种源的标志，十分确定地输入化石科学中来；他
在 1848 年根据他的菊石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论断：“旧
形态的消失和新形态的出现，并不是有机生物全部灭亡
的结果，而是新种从较旧的形态中的形成，极可能是仅
仅由于改变了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恩格斯 1925）。

九、业余博物学家钱伯斯——生命通过上帝赋予的冲动和对环境的适应性向人类
线性发展
英国人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1802～1871 年）是一位作家和出
版商，但也是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他于 1844 年匿
名出版了《自然创造史的遗迹》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且在作者去世 10 多年后的 1884
年才被人知晓其真实身份。这是一部为进化论辩护的
名著。
钱伯斯的主要观点如下（玛格纳 2001）：①虽然
化石记录不完整，但仍可清楚地显示出，生物体的复
杂程度及其组织有序性都在日益增加，即呈现出一种
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进程；②“进化”
并不就等于“进步”，而是好的条件会导致进步，差
R. Chambers
的条件会导致退化；③环境是推动进化的机制，即环
境的因素影响了生物个体和物种的改进或退化，人类
和其他动物的“畸形”可能是由于母体的“体弱和忧虑”造成的；④一些“发育
不全的和退化的器官”，看起来好像是“缺点和错误”，这和人们关于造物主是完
美万能的观点是不相容的；⑤ 人类文明也是进化的产物，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的产
生得到的唯一真正新颖的东西，就像人的胚胎在子宫内的发育经历了低等动物的
发育阶段一样，人脑的发育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人种所表现出来的发展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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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在该书的第十版（1853 年）中指出，“经过仔细考察之后，我决定主
张生物界的若干系统，从最简单的和最古老的达到最高级的和最近代的过程，都
是在上帝的意旨下，受着两种冲动所支配的结果：第一是生物类型被赋予的冲动，
这种冲动在一定时期内，依据生殖，通过直到最高级双子叶植物和脊椎动物为止
的诸级体制，使生物前进，这些级数并不多，而且一般有生物性状的间断作为标
志，我们发现这些生物性状的间断在确定亲缘关系上是一种实际的困难。第二是
与生活力相连接的另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代复一代地按照外界环境、食物、居地
的性质以及气候的作用使生物构造发生变异，这就是自然神学所谓的‘适应性’
”
（Darwin 1872）。达尔文评述道，“作者显然相信生物体制的进展是突然的、跳跃
式的，但生活条件所产生的作用则是逐渐的……但我无法理解这两种假定的冲动
如何在科学意义上去阐明我们在整个自然界里所看到的无数而美妙的相互适
应……”
鲍勒（1999）评述道：该书“帮助传播了转变的思想，但是书中只不过提出
了存在神的计划的解释，认为是神控制着转变的整个过程。钱伯斯采用了平行律，
认为生命的进步本质上是通向人的线性发展……当然，钱伯斯猜想，除了通向人
类之外，还通向比人更高的类型”。
十、博物学家奥肯——复杂有机体是纤毛虫的聚合体，结构可缓慢改变
德国博物学家奥肯（Lorenz Oken，1779～1851 年）认为，复杂有机体实际上
是纤毛虫这类简单生命体的聚合体，因此，
“所有具有
血肉的生物体都可分解成纤毛虫”，每个动物或植物都
是纤毛虫的一个“群体”，它们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而
将生命从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玛格纳 2001）。
如果将这个“纤毛虫”换作“细胞”，那这是对多细胞
动植物结构的十分贴切的描述。这似乎隐喻了多细胞
生物的最初起源方式，虽然现在看来不够科学。
奥肯认为脊骨的一部分可以变成颅骨，虽然这后
来被证实为谬误，但这却包含了进化的概念，因为，
如果脊骨的一部分可变为颅骨的话，那么一个物种就
能够缓慢地渐变成另一个物种。他还提出了原浆原胞
L. Oken
的假说，被认为是细胞学说的萌芽。
十一、动物学和古生物学家欧文——区分“同功”与“同源”结构
英国动物学家欧文（Richard Owen，1804～1892 年）于 1848 年出版了《脊椎
动物的原型与同源性》
（On the Archetype and Homologies of the Vertebrate Skeleton）
一书，他将最简单的脊椎动物类型理念化，即一种想象的生物具有类型本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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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任何生物所具有的特异性变化，强调类型之间先验统一原理的实质，统一
性存在于客观实在的最深处，而不是物质世界的表象中。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
“同功”与“同源”两个概念：所谓“同功”是指在不同的动物中不同的结构碰巧
具有相似的功能，但这种表面的相似性对于分类来说没有意义，因为这并不是由
于结构的相同；而“同源”是指不同生物的同一结构具有不同的用途，如人手、
蝙蝠翼和鲸的鳍状肢就是同源的，虽然它们的功能已互不相同（鲍勒 1999）。
欧文认为，许多差异的类型可以通过同源联系起
来，而整个类型通过原型予以联系，从而揭示特创计
划的内在统一性，因此，他能够接受分支发展的概念，
而反对线性发展的观点，这也与贝尔提出的胚胎发育
是沿着不同方向的特化过程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演化
不是贯穿各个动物纲的线性上升，而是每一个纲内的
类型寻找不同的适应可能所发生的分支过程，因此，
这是一种通向不同发展路径的辐射图景，动物纲的发
展无需单一的目标，只需具备进步的“特化”。他在 1849
年出版的《论肢的性质》一书中提出新的生命类型的
R. Owen
产生是由于“直接的原因”或“法则”，这意味着他已
经抛弃了神奇创世的观点，并且把上帝视为自然中一
些力量和原因的化身。他认为，利用随机变异和选择无法解释自然中存在的这种
创造性的定性力量，因此，达尔文学说根本说不过去（鲍勒 1999）。
十二、植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翁格尔——所有植物从某个早期植物（通过植物的
内部变化）演变而来
曾为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老师的奥地利植物学家翁格尔（Franz Unger，
1800～1870 年）
于 1852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 An Attempt
of the History of the Plant World（译文《植物世界的
历史》）著作，他认为植物的所有种类是通过植物的
内部变化而产生的，并假设所有的植物肯定是从某
个早期植物来的，可能是水藻，称之为“原植物”
（urplanze）
（Mills 2010）。
十三、博物学家华莱士——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
现者
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 年）也是一名探险家，先后赴亚马孙流
域考察探险 4 年，在马来群岛观察收集资料长达 8
·48·

F. Unger

年。1855 年，他在《自然史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
文《论新种发生的规律》，提出了现有物种是由相近祖先
演化而来的观点，但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达尔文看
过这篇论文后，通过书信表达了对华莱士观点的赞同。
与达尔文的情形类似，华莱士也是从动植物的地理分
布领悟到进化的存在的，也是基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 年）的论点，悟出
了可将自然选择作为物种演化的动因。为此，他仅用数天
就撰写了一篇题为《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
向》的论文，明确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观点，并且把它寄给
了达尔文以求与同行讨论，并要求达尔文看后将论文转交
A. R. Wallace
给赖尔（Charles Lyell，1798～1875 年，英国地质学家）。
当达尔文 1858 年看到这篇短文时，感到无比震惊，他发现华莱士的思想和他自己
的几乎完全一样，“我还从未见过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他写道，“即使把我
1848 年写的大纲给他，他也不可能写出比这更好的简短摘要”。最后在朋友的调
解下，两人的论文于 1858 年 8 月在《林奈学会记录汇编》中同时发表（玛格纳
2001）。
当然，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进化观点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华莱士认为自
然选择作用于变种上，淘汰那些不适应物种分布范围内环境条件的变种，而达尔
文认为选择作用于个体；② 华莱士倾向于认为环境确立了绝对的适应值衡量标
准，一个物种中的所有成员都要接受检验，凡是不能通过这种标准检验的就要被
淘汰，只有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进化，而达尔文认为无论环境
状况如何，群体中的成员总是在相互竞争，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使选择成为可能；
③ 达尔文从人工驯化中悟出了自然选择，而华莱士否认人工选择可以很好地与自
然过程作类比，而是基于生物地理学知识选择了群体适应值作为绝对标准（鲍勒
1999）。
在注重文化影响的史学家看来，自然选择进化观在 19 世纪中期一定是“唾手
可得”，只等有人来充实细节，要不然华莱士怎可能独立于达尔文得出了同样的理
论呢？这种巧合正好表明了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压力引导科学家朝一定方向前行
（鲍勒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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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进化论的圣歌——逢迎伟大的达尔文

19 世纪是生物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时期，生物学的一些新学科相继诞生：胚
胎学（1828 年）、细胞学（1839 年）、进化生物学（1859 年）和遗传学（1900 年）
，
人们见证了胚胎学的飞跃、细胞核的发现、新生理学的成型、有机化学的奠基等，
特别重要的是达尔文提出了关于进化的新学说（迈尔 1990）。19 世纪中叶，英国
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使生物进化论隆重地登上装饰华
丽的舞台，且汹涌起滔天巨浪，影响力席卷全球，并延至今日。达尔文于 1859
年推出了惊世之作：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译文《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
存竞争中适者生存对物种起源的论述》，也简译为《物种起源》
），系统地阐述了他
的进化思想。他彻底地摒弃了
传统的自然是上帝设计的思
想，提出了物种是自然演化的
产物的观点，他强调了功利性
的竞争机制，用异质性群体取
代了同一的理念类型，用随机
性取代了终极目的性。他的理
论受到了动物繁育经验和人口
理论的启迪，并与他在环球航
海考察中所获得的生物地理
学、地质学和化石等方面的观
察进行了有机的融合。达尔文
提出了一种分支（而非线性）演化理论。达尔文还使用了由英国哲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 年）所发明的“适者生存”一词。
一、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个体变异、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
达尔文以变异（而不是进化）开篇，可见变异在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伴随着变异的生物由来学说，这一学说是以变异和自然选择为依据的……比较复
杂的器官和本能的完善化并不依靠超越于人类理性的方法，而是依靠对于个体有
利的无数轻微变异的累积……生存斗争导致结构上或本能上有利偏差的保存——
最后，在每一器官的完善化的状态中有诸级存在，每一级对于它的种类都是有利
的……”（Darwin 1872）。

1．个体变异——主要来源于环境变化
达尔文认为“体制的一切部分和本能至少呈现个体差异”，他说，“变异性受
许多复杂的法则所支配——受相关生长、补偿作用、器官的增强使用和不使用，
以及周围条件的一定作用所支配”，对于家养动物，达尔文说，这种“变异性实际
上不是由人引起的；他只是无意识地把生物放在新的生活条件之下，于是自然就
对生物的体制发生作用，而引起它发生变异。”达尔文指出：“物种在系统的悠久
过程中曾经发生变化……这主要是通过对无数连续的、轻微的、有利的变异进行
自然选择而实现的；并且以重要的方式借助于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的遗传效果；
还有不重要的方式，即同不论过去或现在的适应性构造有关，它们的发生依赖外
界条件的直接影响，也依赖我们似乎无知的自发变异……我相信‘自然选择’是
变异的最主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手段。”
达尔文还预言，
“在变异的原因和法则、相关法则、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外
界条件的直接作用等方面，将会开辟一片广大的、几乎未经前人踏过的研究领域”。
从这样的叙述可以窥见达尔文内心的忐忑，他似乎显现出对自己提出的个体变异
主要来源于环境变化的观点是否正确并无太大信心，否则他不会如此画蛇添足。
当然，在那个对生理和遗传的认知十分匮乏的年代，不可能对这一问题有真正清
晰而准确的认识。同时，缺乏对生殖导致变异的正确认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
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迫于承认他对变异原因的研究受阻，达尔文干脆承认随机个体差异的存在是
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因此可以据此来建立一种理论，由于将变异称作“随机的”，
那么他的观点则意味着不仅变异的方向是不定的（有用和无用的），而且变异的原
因也不可能直接分析出来（鲍勒 1999）。
恩格斯批评道，
“达尔文在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单个个体变异
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体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
拉马克也强调环境对个体变异的作用，但是他以复杂的高等动物为例（长颈
鹿）主张主动性适应导致变化，从而获得遗传。而达尔文则更多地认为是一种被
动的作用机制，变异是随机的，通过自然选择遗传下来。
达尔文将物种视为一种异质性群体，而非理念类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这也被迈尔称之为“群体思想”，有别于旧的类型物种观，后者否认物种本质的可
变性。
2．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
达尔文指出：对于家养动物，
“人能够选择并且确实选择了自然给予他的变异，
从而把变异按照任何需要的方式累积起来……没有理由可以说在家养状态下曾经
如此有效地发生了作用的原理为什么不能在自然状况下发生作用”。
那么自然是如何对变异进行选择的呢？达尔文认为是通过生存斗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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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反复发生的生存斗争中有利的个体或族得以生存，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一种
强有力的和经常发生作用的‘选择’的形式。一切生物都按照几何级数高度地增
加，这必然会引起生存斗争……产生出来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也就是说，
达尔文认为引起生存斗争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物按几何级数（无限）的增长方式，
当然，他也承认这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应用。
生存竞争有哪些方式呢？达尔文说，
“同一物种的个体彼此间在各方面进行了
最密切的竞争，因此它们之间的斗争一般最为剧烈；同一物种的变种之间的斗争
几乎也是同样剧烈的，其次就是同属的物种之间的斗争。另外，在自然系统上相
距很远的生物之间的斗争也常常是剧烈的。某些个体在任何年龄或任何季节比其
相竞争的个体只要占有轻微的优势，或者对周围物理条件具有任何轻微程度的较
好的适应，结果就会改变平衡。对于雌雄异体的动物，在大多数情况下雄者之间
为了占有雌者，就会发生斗争。最强有力的雄者，或与生活条件斗争最成功的雄
者，一般会留下更多的后代。但是成功往往取决于雄者具有特别武器，或者防御
手段，或者魅力；轻微的优势就会导致胜利。”因此，达尔文所说的生存斗争包括
三个方面：种内斗争、种间斗争和生物与自然环境的斗争。达尔文还说，
“我们大
致能够理解，在自然组成中几乎占有相同地位的近似类型之间的斗争，为什么最
为剧烈……还没有到达生活范围的极限，如北极地方或荒漠的边缘时，斗争是不
会停止的。有些地面可能是极冷或极干的，然而在那里仍有少数几个物种或同种
的个体为着争取最暖的或最湿的地点而彼此进行斗争。”
关于生存斗争，其实古人早有认识，虽然没有与进化联系起来。例如，亚里
士多德在《动物志》中曾详细地叙述了动物间（种内和种间）的生存斗争（亚里
士多德 1996）。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生存斗争也时有述及。例如，达尔文的
祖父就形容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屠宰场，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玛格纳 2001）。
地质学家赖尔曾引用植物学家阿尔丰斯·康多尔的观点，说明了在特定地区所有
物种之间战争的效果，但他并未意识到康多尔所说的“自然中的战争”可以用于
每一个物种之内，因此而在个体间进行挑选，从而导致群体的适应性变化（鲍勒
1999）。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在《纪念 A.H.H.》
（发表于 1850 年）中说，
“他
相信上帝有爱，爱乃造物之根本法则，但自然的尖牙利爪尽带血红，叫嚣着反对
他关于爱的信条。”
达尔文认为，死亡在这个世界中实际上起到了创造性的作用，自称是于 1838
年 9 月在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获得了对生存斗争的领悟，通过对动物驯
养的研究得出自然选择的思想，进一步认识到一种选择性的自然平衡在异质性的
群体压力导致的生存斗争中得以实现。有些史学家将马尔萨斯刻画成一个助产士，
认为他只不过将达尔文内心已经有的各种线索汇总起来，而真正使达尔文模糊的
思想变成了一种自洽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则是人口原理中的数学力量（鲍勒 1999）。
Mills（2010）形象地说，“在达尔文的世界里，生命完全是永久的为生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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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苦斗，生物与生物的斗争”。鲍勒（1999）指出，“必须在自然中找到某些
可以代替动物驯养者所经常选择使用的因素。达尔文最终对于生存斗争来充当这
样的角色很满意，通过生存斗争可以挑选出最适应环境的个体。这样就可以对适
应进化做出解释，而不用援引神的监督。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推导
出斗争的选择力量，结合了观察到的任何物种的群体必须多少保持数量恒定这个
事实。”
生物界充满着生存斗争，优胜劣汰也普遍存在，物种也会按几何级数方式进
行繁殖（那些不能保持几何级数繁殖的物种早就灭绝了，因此，现存的物种都得
保持最起码的几何级数的生殖潜能），这些均无可非议。
二、新物种如何得以形成？
1．物种变异能填补空缺的生态位，生态位取决于物理变化
达尔文指出：
“各个物种都有按照几何级数繁殖率而过度增加数量的倾向；而
且各个物种的变异了的后代由于它们在习性上和构造上更加多样化的程度，便能
在自然组成中掠取许多大不相同的场所而增加它们的数量，因此，自然选择就经
常倾向于保存任何一个物种的最分歧的后代……自然选择总是在使每一物种的缓
慢变异着的后代适应于自然界中未被占据或占据得不好的地方。”
达尔文说，
“只有在一个区域的自然组成中还留有一些地位，可以由现成生物
在变异后而较好地占有，这时自然选择才能发挥作用。这种地位的变化常取决于
物理变化，这种变化一般是很缓慢的……少数旧有生物一发生变异，其他生物的
相互关系就常打乱；这时就会创造出新的位置，有待适应较好的类型填充进去；
但这一切进行得极其缓慢。”
这里，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就经常倾向于保存任何一个物种的最分歧的
后代”有何道理呢？是因为生态位也最有可能差异最大吗？达尔文又说，生态位
的变化往往取决于物理变化，一般是很缓慢的，果真如此吗？
2．既有进化也有退化
达尔文说，
“不使用，有时借自然之助，往往会使在改变了的生活习性或生活
条件下变成无用的器官而缩小；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便能理解残迹器官的意义。
但是不使用和选择一般是在每一生物到达成熟期并且必须在生存斗争中发挥充分
作用的时期，才能对每一生物发生作用，所以对于早期生活中的器官没有什么影
响力；因此那器官在这早期年龄里不会被缩小或成为残迹的……带着毫无用处的
鲜明印记的器官，如小牛胚胎的牙齿或许多甲虫的联合翘翅下的萎缩翅，竟会如
此经常发生……残迹状态下的器官清楚地示明了，一种早期祖先的这种器官是充
分发达的；在某些情形里这意味着它的后代已发生过大量变异。”达尔文说，“自
然选择十分可能逐渐使一种生物适合于这样一种状况，在那里几种器官将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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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或者无用的：在这种情形下，体制的等级就发生了退化现象。”进化既可能
是进步，也可能是退步（化），这毋庸置疑，这也不是达尔文的首创，因为布丰、
伊拉斯谟、拉马克、黑格尔和钱伯斯等都表述过类似的观点。
神创论者雅荷雅（2003）抨击退化器官的说法，他争辩道，
“这些‘非功能性
器官’，实际上是‘功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器官……被当做‘退化器官’的阑尾，
实际上是与人体内的感染作斗争的淋巴器官……列入‘退化器官’中的扁桃腺，
在保护喉咙抗感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人的青春期……达尔文看成‘退
化器官’的眼睛中的泪器，实际上负责清洁和湿润眼球……进化论者声称生物的
‘退化了的’器官，并没有在称为人类祖先的生物中发现过！例如，阑尾在被认为
是‘人类祖先’的猿类中并不存在”。
笔者认为，即便是有些器官的功能没有完全退化，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退化
现象的真实存在（如洞穴动物的眼睛、寄生生物附肢的退化等）以及器官功能的
变化。
3．迁徙—变异—隔离与物种的随机分化
达尔文说，
“在同一大陆上，在最不相同的条件下，在炎热和寒冷下，在高山
和低地上，在沙漠和沼泽里，每一大纲里的生物大部分是显然相关联的；因为它
们都是同一祖先和早期移居者的后代。根据以前迁徙的同一原理，在大多数情形
里它与变异相结合，我们借冰期之助，便能理解在最遥远的高山上以及在北温带
和南温带中某些少数植物的同一性，以及许多其他生物的密切近似性……根据谱
系以后发生变化的这个迁徙的观点，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物种栖息在海
洋岛上，而其中为什么有许多物种是特殊的，即本地特有的类型……各个地区的
生物必与移入者的最近根源地的生物有关联，这是具有高度一般性的法则”
（Darwin 1872）。
达尔文说，
“虽然两个地区呈现着同一物种所要求的密切相似的物理条件，如
果这两个地区在长久时期内是彼此分开的，那么我们对于它们的生物的大不相同
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因为，由于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一切关系中的最重要关
系，而且这两个地区在不同时期内会从其他地区或者彼此相互接受不同数量的移
居者，所以这两个地区中的生物变异过程就必然是不同的”。
一些学者认为，达尔文思想中最独创的部分来源于他努力把握生物地理问题，
使达尔文开始相信进化是一个分支过程，相信在地理隔离的影响下，一个物种可
以产生出许多[不同的]后裔（鲍勒 1999 及所引文献）。
现在看来，隔离容易导致新物种的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是，为何隔
离就一定容易导致新物种的分化呢（即使物理条件类似）？达尔文认为是因为两
个地区中的生物变异过程发生了变化。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令人信服。
4．“自然界里没有飞跃”
对达尔文来说，演化似乎是一种程度（而非类型）上的差异逐渐累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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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相信“自然界里没有飞跃”这一格言，他说，
“有些于人类有用的变异大概
是突然发生的，即一步跃进的……我们无法想象一切品种都是突然产生的，而一
产生就像今日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完善和有用……自然给予了连续的变异，人类在
对他们自己有用的一定方向上积累了这些变异”。
他说：“自然选择仅能借着轻微的、连续的、有利的变异的累积而发生作用，
所以它不能产生巨大的或突然的变化；它只能按照短小的和缓慢的步骤而发生作
用……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整个自然界中可以用几乎无限多样的手段来达到
同样的一般目的……自然界在变异上是浪费的，虽然在革新上是吝啬的”。
那如何解释化石记录中观察到的物种分布的不连续性呢？达尔文说：
“为什么
在每一地质层中没有填满这等连锁类型呢？为什么化石遗物的每一次采集没有为
生物类型的逐级过渡和变化提供明显的证据呢……还有，为什么整群的近似物种
好像是突然出现在连续的地质诸层之中呢（虽然这常常是一种假象）……我只能
根据地质记录比大多数地质学家所相信的更加不完全这一假设来回答上述问题和
异议……”
关于化石物种分布不连续性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例如，奥芬博格（2001）
指出，
“化石发现中的空缺一部分归咎于化石形成的偶然性：一个生物要变成化石，
必须在合适的时候死在合适的地点，并且为适宜的沉积物包裹。然后还得经过几
百万年，在各种可以将它压碎、分离或者融化的毁灭性地质运动中幸存下来。而
它如果真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还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最终被人发现，
而且最好是一个懂行的人，明白它的价值，知道恰如其分地收藏和保存它。所以
毫不为奇，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化石还不能完整地重现所有已经灭绝的生物”。但一
些 反 对 者 （ 如 美 国 遗 传 学 家 Richard Goldschmidt 、 德 国 古 生 物 学 家 Otto
Schindewolf）则认为，人们之所以找不到链接形式，是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有着全新身体构造的生物（如鸟类）根本就不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而是凭借某个
独一无二的“宏观突变”生成的，即所谓的“跃进”。
达尔文指出：
“连续变异不总是在早期年龄中发生，并且它的遗传是在相应的
而不是在更早的生活时期；依据这一原理，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哺乳
类、鸟类、爬行类和鱼类的胚胎会如此密切相似，而在成体类型中又如此不相似”。
达尔文主张微小变异的连续累积，他反对“飞跃”，他在给查理·赖尔（Charles
Lyell）的信中说，
“如果我的自然选择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
我将弃之于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
就不值分文了”（詹腓力 1999）。
达尔文的渐变论观点一直以来颇受争议，即便是在他那个时代。例如，达尔
文的堂兄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 年）通过数学分析认为变化必定来
自于“跳跃”或者突变，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 年）也支持
突变（Mills 2010）。之后的遗传学家如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1848～193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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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Thomas Morgan，1866～1945 年）就更为极端了。
其实，达尔文并未说明什么程度才算“微小”或“连续”，他只是给予了一种
抽象的定性描述。况且，这也依赖于不同的物种（微小细菌的显著变化可能只需
要在年的时间尺度上，而对一种大象可能经过数十万年也未必就能观察得到变种
级别的变异）。按照博物学家的尺子，我赞同达尔文的观点。奉劝那些主张物种突
变论的遗传学家们不要咬文嚼字。斯大林曾有一句名言：量本身就有一种质
（quantity has a quality all its own）
！
为了解决渐变主义和宏观突变之间的分歧，1954 年，进化生物学家迈尔（Ernst
Mayr）提出了“间歇式平衡”理论，认为逐步的变异不一定非要以相同的速度进
行不可，在更多的情形下，进化相当快的时期与进化几乎静止不前的长时期交替
出现，之后，美国古生物学家 Niles Eldredge 和 Stephen Jay Gould 对其进行了扩充，
根据这种进化模式，新生命应该是逐步但却非常迅速地形成于一个小群体中——
如此之快，又局限于如此有限的地方，因此要发现这个转变，我们得拥有极其丰
富的化石（奥芬博格 2001）。
三、大灭绝——旧类型被新类型排挤的结果
达尔文说，在地质记录中，
“物种和整个物群的绝灭，在有机世界的历史中起
过非常显著的作用，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旧的类型要被新
而改进了的类型排挤掉……物种的产生和绝灭是由于缓慢发生作用的、现在依然
存在的原因……因为生物变化的一切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几乎与变化的或
者突然变化的物理条件无关的原因，即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种生物的
改进会引起其他生物的改进或绝灭……既然一切现存生物类型都是远在寒武纪以
前生存过的生物的直系后代，我们便可以确定，通常的世代演替从来没有一度中
断过，而且还可确定，从来没有任何灾变曾使世界变成荒芜”（Darwin 1872）。
现今关于地质历史上的生物大灭绝的各种证据基本排除了达尔文的观点，一
般认为这种短时期的、突发性的、大规模的生物灭绝可能主要起源于物理环境的
灾变。但是，即便像恐龙灭绝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成因也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四、共同祖先理论
达尔文认为，
“同一物种的一切个体、同一属或甚至更高级的群的一切物种都
是从共同的祖先传下来的；因此，不管它们现在在地球上怎样遥远和隔离的地点
被发现，它们一定是在连续世代的过程中从某一地点迁徙到一切其他地点的……
一切绝灭生物都能与一切现存生物分类在一起，这一伟大事实是现存生物和绝灭
生物都是共同祖先的后代的自然结果”。图 5-1 是《物种起源》里唯一展示垂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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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图。

图 5-1

达尔文的共同祖先理论示意图。物种随着时间的进化可以由树的分支代表，一个物种

产生一个或更多的后代物种，后代物种以垂直遗传的方式从父代物种继承表型。现存的物种用
a10、f10 和 m10 代表，其他的分支都灭绝了。a10 和 f10 都可以追溯它们的共同祖先到 a5。而 a10
和 f10 合起来同 m10 可以追溯它们的共同祖先到图最底层的物种（引自巴顿等 2010）

达尔文说，
“我相信动物至多是从四种或五种祖先传下来的，植物是从同样数
目或较少数目的祖先传下来的。类比方法引导我更进一步相信，一切动物和植物
都是从某一种原始类型传下来的……在一切生物中，或者某些最低等的除外，有
性生殖似乎在本质上都是相似的……如果当我们甚至看一看这两个主要部分，即
看一看动物界和植物界—某些低等类型如此具有中间的性质，以致博物学者争论
它们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类……正如阿萨·格雷教授所指出的，
‘许多低等藻类的孢
子和其他生殖体可以说起初在特性上具有动物的生活，以后毫无疑问地具有植物
的生活’。所以，依据伴随着性状分歧的自然选择原理，动物和植物从这些低等的
中间类型发展出来，并不是不可信的；而且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同
样地承认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一切生物都是从某一原始类型传下来的”。现在将
达尔文的这一猜想称为共同由来理论，但这其实并不是达尔文的新创，也是继承
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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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达尔文说，“人出于自大，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作品，值得神的插手；
但我认为应该更谦虚、更现实地认为人类是从动物中造就出来的”（Mills 2010）
。
这样，达尔文的“共同祖先”学说将人类从斯多葛学派、基督教教义以及笛卡尔
哲学加封给它的崇高地位上拉了下来（迈尔 1990）。
五、近亲交配导致衰退
达尔文说，
“我曾搜集过大量事实，并且做过许多实验，表明动物和植物的变
种间的杂交，或者同变种而不同品系的个体间的杂交，可以提高后代的强壮性和
能育性；这和饲养家们的近乎普遍的信念是一致的。仅仅这等事实就使我相信，
一种生物为了这一族的永存，就不自营受精，这是自然界的一般法则；和另一个
体偶然地或者相隔一个较长的期间进行交配，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达尔文的观
点并不正确，自交在动物界虽然罕见，但在植物中却十分普遍，高等植物不仅主
要是雌雄同株的，而且主要还是雌雄同花的，自交现象也十分普遍（关于这一问
题的详细论述，参见谢平 2013）。
六、从不同视角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透视
德裔美国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1904～2005 年）被誉为“进
化生物学中最耀眼的人物之一”和“20 世纪的达尔文”。迈尔在 1985 年出版的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中译本《生物学思想的发
展历史》）中将达尔文进化论的逻辑结构与学术贡献进
行了总结（表 5-1），并站在哲学的高度热情洋溢地赞颂
了其在下述 6 个方面的贡献：
（1）用一个进化、发展的世界取代一个静止的世界
（这并非由达尔文独创）；
（2）证明神创论是难以置信的；
（3）证明宇宙目的论是错误的；
（4）将共同祖先学说一直运用到人类，破除了为绝
对人类中心论辩护的一切口实；
（5）运用自然选择这一纯粹唯物主义过程解释世界
的“设计”，这一唯物主义过程由非定向的变异和机遇性的繁殖成功之间的相互作
用构成，完全冲破了基督教教条的桎梏；
（6）用种群思想取代了本质论（迈尔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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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逻辑结构

事实

推理

① 一切物种都具有如此强大的潜在繁殖能力，如果

① 由于所产生的个体数目超过了可供利用的资源的

所有出生的个体又能成功地进行繁殖，则其种群的

承载能力，而种群数量却保持稳定不变，这就表明在

（个体）数量将按指数（马尔萨斯称之为按几何级数） 种群的个体之间必然有激烈的生存竞争，结果是在每
增长

一世代的后裔中只有一部分，而且往往是很少的一部

② 除较小的年度波动和偶尔发生的较大波动而外，

分生存下来

种群一般是稳定的
③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在稳定的环境中，自然资源
保持相对恒定
④ 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实际情况是，每个

② 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是随意或偶然的，部分

种群都显示了极大的变异性

原因取决于生存下来的个体的遗传组成。这种并非一

⑤ 这种变异的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遗传的

律相同的生存状态构成了自然选择过程
③ 这种自然选择过程经过许多世代将使种群不断逐
渐变化，也就是说，导致进化，导致新种产生

资料来源：引自迈尔 1990

但是，依笔者之见，关于（1）和（2），古希腊哲学家早已提出过动态变化的
世界观与生命观；关于（3）自然界（特别是生命）之目的性，这未必就是定论，
达尔文的确是一个随机论者，但那时的他其内心依然充满了矛盾；关于（4），2000
多年前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就认为人是从鱼变来的；关于（5），自然
选择也还不是尽善尽美，它更谈不上能解释所有的进化之谜；至于（6），达尔文
似乎从本质论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似乎并未处理好物种的绝对变异性与相对
稳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致使他对自己毕生倾注的对象——物种都没能下一个清
晰的定义。此外，由于在那个年代缺乏对有性生殖本质的认识，达尔文所谓的种
群思想也难以真正解释自然界为何进化出如此之多的物种。
鲍勒（1999）对达尔文这样评价道，
“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试图利用日
常自然法则的盲目作用来解释适应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抛弃了宇宙发展的最终产
物是某种拟人化力量控制的结果的观点……这部书提出了一种全新水平的唯物主
义，动摇了自然神学的大厦，这座大厦曾经受过敲击，但从未受过严重的轰击”。
美国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 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 年）说，
“达尔文
理论的本质就在于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创造性力量——不仅是不适应生物的剔
除者，自然选择还必须要建造适应；自然选择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保留随机变异中
的有利部分，必然会建立适应……进化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混合——在变异水平
呈偶然性，在选择的作用方面呈必然性”（Gould 1977）。
鲍勒（1999）评价道，达尔文“正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才将适应看着唯
一的进化驱动力，即不存在最终的目的，只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检查以确保那些具
备有用形状的生物生存下去”。Cox 和 Moore（2007）指出，“达尔文不是提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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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进化变化而彼此有关的第一人。他的伟大创新是推演一种它可以发生的机制”。
达尔文未能指明变异，这一事实正好显示出其理论的弱点：如果不能说明变
异的来源，怎么能够宣称解释了建立在变异基础上的进化呢？赫歇尔将自然选择
称作乱七八糟的法则，表达了其对于一种将生命的发展归因于偶然事件偶然结合
机制的鄙薄（鲍勒 1999）。有“达尔文的斗牛犬”之称的赫胥黎也承认，除非人
工驯养的试验验证可以证明能够产生出新的物种，否则就无法证明选择是一种合
理的进化机制，他也批评过达尔文的逐渐进化观，认为有时大的突变可能会直接
产生出新的形态（鲍勒 1999）。
由于人的一生无法目睹一个新物种的形成过程，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并
未为物种分化提供可验证的直接证据，它只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分析与推理。
当然，经验经历 1 万次仍然还是经验，因此，再多的经验也不能保证就能获得真理。
19 世纪初，拉马克进化论出笼，其核心就是内在复杂化趋势、用进废退和获
得性遗传。之后，在博物学家华莱士的陪伴下，达尔文的进化论闪亮登场，其核
心是个体变异、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虽然之后的突变论与达尔文的渐变论相悖，
但新达尔文主义者慷慨担承，使达尔文的影响延续至今。达尔文的进化论并非从
天而降，虽然可追溯至古希腊，但主要是对 18 世纪以来各种进化观念的综合，特
别是对马耶、布丰、达尔文的祖父以及拉马克等的进化思想的继承、综合与发展，
当然丰富翔实的博物学资料配上天才的雄辩使其理论气魄宏伟，如鸾翔凤翥。进
化论在幸运的达尔文身上闪烁出瑰丽而耀眼的光辉，而拉马克也一度因此而蓬荜
生辉，但获得性遗传还是长期遭受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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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达尔文之后的进化论
达尔文之后，随着孟德尔遗传学的复活、分子遗传学的伟大进展以及群体遗
传学的发展，拉马克主义遭受彻底摒弃！达尔文主义经历了被遗传学的否定到修
正的变化历程，之后以新达尔文主义或综合进化论的面孔而重新耀武扬威，但拉
马克主义则只能在一些（法国）哲学家的怀抱中感受到些许温暖。被分子生物学
家追捧的中性理论倾诉大分子的随机变异并不起因于达尔文的选择，但却不管物
种如何形成。间断平衡理论其实是古生物学家在地史尺度对物种演化的描述，与
达尔文进化论并无直接的可比性。与遗传机制因 DNA 的破译一锤定音不同，进化
论并未因达尔文的登场而停止争论，遗传的方舟并未能载着“疲倦的”进化论成
功地泅过满满的湍流！
一、海克尔——“生物发生律”
德 国 博 物 学 家 海 克 尔 （ 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1834～1919 年）在 1874 年出版的《人
类发生或人的发展史》一书中提出了“生物发生律”，
认为“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短而迅速的重演”，即
现代动物的胚胎生长重复着该种动物过去进化的关
键阶段。他认为“生命是由无机物即死的材料产生
的”，
“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就像猿猴是由低等
哺乳动物进化而来一样”。
E. H. P. A. Haeckel
海克尔的进化观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与拉马克
的获得性遗传进行了综合，他强调生物的进化总是向
着进步方向演进，人类是迄今为止最高等的种类，还在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他将
现代的类型看成是向着人类发展过程中主要阶段的残留物（鲍勒 1999）。
二、直生论——进化的趋势是线性的，但是非适应性的
1893 年，德国动物学家哈克（Johann Wilhelm Haacke，1855～1912 年）创造
了直生论（Orthogenesis）一词。另一位德国动物学家埃默尔（Gustav Heinrich
Theodor Eimer，1843～1898 年）将其定义为“进化向既定的方向发展的一般规律，
特别是在一些特化的类群中”
，并使该术语得到了普及。
直生论认为生物受内部潜力的驱动按既定的方向演化，与环境条件无关，因
此进化的趋势是非适应性的。这样，它既不需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也不需要拉

马克的获得性遗传（拉马克式的进化也需要内在推动
力，但其方向是趋于完美）。直生论常常用于描述物种
走向演化的死角而惨遭灭绝，如曾背负巨角的爱尔兰
麋鹿，而一个走向灭亡的演化肯定是不适应的。
埃默尔认为，有些进化的图景并没有什么适应意
义，他称之为“直生现象”。例如，他将蝴蝶分为不同
的系列，假定它们代表着进化的历程，每个系列都以
同样顺序更替着翅膀的颜色，这种平行关系解释了结
构不相关的生物间存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被达尔
文论者归因于拟态，但埃默尔声称，在动物中这种依
G. H. T. Eimer
次改变颜色的现象俯首皆是，这显然表明进化模式是
生命自身所固有的（鲍勒 1999）。
20 世纪初，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1857～1935 年）
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适应性辐射”来描述物种由一个纲向不同类型分生的过程，
认为一旦纲的内部确定了不同的目，它们随后的进化就
是一个稳定、线性的过程，而不存在达尔文主义所假设
的小规模连续分支过程。绝大多数直生论者都无法满意
解释为何发生这种定向演化趋势，只得归结为神秘的力
量（鲍勒 1999）。
适应，无论是拉马克的主动性适应（通过获得性遗
传）还是达尔文的被动性适应（通过对随机变异的自然
选择），并不总是万能的，因为它往往无法拯救一些走
向灭亡的物种（如爱尔兰麋鹿），这就进入了直生论的
适用领地，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些更大规模的灭绝
事件就更不用说了。
三、德弗里斯——生物进化的“突变论”

H. F. Osborn

20 世纪之初，沉睡了 30 多年的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被两位后继者——德国遗
传学家科伦斯（Karl Erich Correns，1864～1933 年）和荷兰遗传学家德弗里斯（Hugo
Marie de Vries，1848～1935 年）重新发现，但孟德尔定律只涉及现存性状的传递
与重组，而非新性状的产生。
德弗里斯主张一个新种产生于跳跃式的突变而非渐进式的自然选择。他对月
见草（Oenothera lamarckiana）的变异进行了多年的实验观察，他发现，即使是完
全纯种繁育的后代里，也有极少数的个体，比如说万分之二三，出现了细微的但
是“跳跃式”的变化，这种“跳跃式”并不是说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而是说这
是一种不连续的变化，在没有改变和少许改变之间没有中间形式，德弗里斯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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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变，重要的事实是不连续性，这使物理学家想起量子论——在两个相邻的能
级之间没有中间能量（Schrödinger 1944）。
德弗里斯于 1902 年提出了生物进化的“突变论”，在
历史上曾发生了重大影响，使许多人对达尔文的渐变进化
论产生了怀疑。因为，突变论解释了新性状的起源和新变
异及物种的分离，而无需达尔文主义的渐变以及复杂的隔
离机制，而且看起来是建立于坚实的实验基础上，因此也
符合新兴科学的传统。虽然到了 1920 年才最后发现，月见
草的“突变”更多地是由于现存因子的重组，而不是由于
出现了新的因子。此外，德弗里斯并未赋予术语“突变”
完全现代的意义（鲍勒 1999）。
H. M. de Vries
德弗里斯无意用突变论替代达尔文的选择理论，他承
认自然选择在较高级的水平发挥作用，突变则包含在其中。
在一个物种的突变阶段，将会有大量新变种产生，其中绝大部分是非适应性的，
这些变种之间将为有限的食物或空间而竞争，通过优胜劣汰，迟早将创造出一个
比亲代更适合现存条件的变种。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确实是适应决定了进
化的进程（鲍勒 1999）。
四、一些哲学家的进化观
1．杜林——从无机界向有机界的过渡，是一个没有质变的平滑过程
德国哲学家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1833～1921 年）指出“从压力和碰撞
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结合，存在着一个由各中间阶
段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的阶梯”（恩格斯 1970）。杜
林说：达尔文“把特性的有性组合的单纯行为当作产
生这些特性的基本原则……如果在生殖的内在模式
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么这种思想会是完全
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原则和有性繁殖原则结合
成一个统一体，并且从更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的自
然发生不是看作再生产的绝对对立物，而正是看作一
种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
了与它们的活动有关的满足而被创造的”。他认为，
从无机界向有机界的过渡，是一个没有质变，没有飞
E. K. Dühring
跃的平滑过程。
2．恩格斯——从第一个细胞到人的进化，进化亦退化
德国哲学家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 年）指出：
“随着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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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von Engels

一个细胞的产生，也就有了整个有机界形态发展的基
础……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
原生生物……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逐渐分化为
最初的植物，另一些逐渐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
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动物的无
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
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
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其
中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人……有机物
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一个退化，因为它巩固一
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向的发展的可能性”
（恩格斯 1925）。

3．柏格森——进化是一种延绵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 年）说，
“数学家处理的世界，
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死去而又再生的世界，笛卡尔说到‘连续的创造’时，想到
的就是这样的世界。然而，在如此设想出来的时间当中，进化（它是生命的唯一
本质）又如何能够产生呢？进化意味着过去被真正地持续保留在当前里，意味着
延绵，实际上它是连接符，是一个连接环节”
（柏格森 1907）。
柏格森认为进化是一种保留了原始冲动性及若干共
同要素的延绵：“道路可能分岔或者分出旁支，一些分散
的元素可能会沿着这些支路、按照独立的方式发展，尽管
如此，使各个部分的运动得以继续的，依然是整体的原始
冲动。所以整体的某些东西一直存在于各个部分当中：而
这种元素会以某种方式被我们看清，也许正是极不相同的有
机体中呈现出相同的器官，使我们看清了这些共同的元素”
。
柏格森从人类记忆和意识的延绵与创新推测进化也
H. Bergson
该如此，他说，“生物的进化也意味着不断记录延绵，意
味着过去在当前里的持续存在，因而也意味着（至少是）有机体的记忆这种表面
现象……在我们眼前，生命的最高级形式每天都在从非常初级的形式中涌现出来。
于是，经验表明：通过进化，最复杂的东西能够从最简单的东西里产生出来……
有机体的进化类似于意识的进化，其中，过去挤压着当前，因而导致一种意识新
形式的突然迸发，它与先前的形式不能同日而语……生命犹如意识一样，每一刻
都在创造着某种东西。了解这些要素，了解这些初级原因，就有可能预见作为其
总和及结果的有生命形式”。他还似乎用他特有的语言隐晦地复述了冯·贝尔的生
物发生律故事，也隐现了拉马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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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说，
“没有一种生命的表现形式不包含大多数其他表现形式的基本特征
（它们处于初级形态，或者是隐伏的，或者是潜在的）。其差别仅仅在于所占的比
例不同”。倘若从基因组的演化来看，柏格森的一些见解还是相当精准的，因为从
最原始的细菌到智慧的人类，的确呈现出了基因的继承与创新（人类的基因组中
还保留了不少古老细菌的基因），人与黑猩猩的基因只有 1.23％的差异！因此，进
化就是一种基因的延绵。
柏格森说，
“生物越是带有延绵的印记，有机体与纯机械结构的区别就越明显，
延绵仅仅在纯机械结构表面掠过，却并不穿透它。将延绵用于整体生命的进化，
从这种进化构成的最低等生命形式，直到维系这种进化的有生命材料的结合与连
续，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一历史……两条进化线路的差别越大，偶然的外部影响
或者偶然的内部变动在它们上面造就同样器官构造的可能性就越小，倘若产生分
支时根本不存在这种器官，那就尤其如此”
。这似乎在说，进化的延绵使机体日益
复杂，日益脱离简单的机械性（或者说物理化学性）
。此外，如果没有进化继承，
没有延绵，也就不会存在这样的差异。这不就是拉马克所说的一切生命都具有一
种内禀的趋于向高级（结构复杂）的进化趋势么？
莫诺（1977）这样评价柏格森的进化观：
“可以跟生命冲动视为一物的进化，
既没有终极因，也没有动力因。人是处在进化已经到达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既
不是人所求达到的，也不是他所预见到的”
。
4．德日进——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的“共生”
法国古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1881～1955
年）在《人的现象》一书中说，
“许多地方的读者或许会因为本书过分强调生物体
的安排受‘内涵’的影响，认为我解释上太过倚赖拉马克了。但请记住，在述说
本能的‘形态发生’
（morphogenetic）时，达尔文所主张外力与机会的影响仍被重
视着。生命真是由机会的影响而进展，但受的是那些被
认识、被把握的机会的影响——这就是说：心灵做过选
择。因此，对新拉马克学派所谓‘反机会’的适切了解，
绝不会一了了之地否认达尔文所说的。反之，前者正是
后者的引申。这两者由功能上的互补，可以唤着‘共生’”
（de Chardin 1955）。德日进不反对外因的作用，但认为
内因才是生命具有正向（或直向）演化的主要动力，因
为如果没有内在的动力，怎么会有结构复杂化与意识的
并进呢？因此，他的进化观就是对强调外因的达尔文主
义和强调内因的拉马克主义的一种调和，但更倾向于后
者。不难看出，德日进的进化观似乎也受到了柏格森思
P. T. de Chardin SJ
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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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进说，
“按照时下流行的见解，动物所以变成有食肉的本能乃是‘因为’
它的臼齿变成能啮，而它的爪能抓。我们难道不该把这个命题转过来看么？换句
话说，如果虎的爪变利了，牙变尖了，难道不是因为它在世代之间获得了、发展
出了、掌握了‘肉食的灵魂’么？胆小的奔跑类动物也是如此，而掘地洞的、游
水的、飞的也莫不如此。一定有一种特征的演化，不过这个‘特征’的字必须限
在‘资质’
（temperament）的意义上”
（de Chardin 1955）。这可视为是一种对拉马
克主义的支持。
五、新达尔文主义和综合进化论
19 世纪末，德国遗传学家魏斯曼（August Weismann，
1834～1914 年）将他的种质学说融进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理论中，但对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给予了彻底否认，被
称为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而达尔文在一定程
度上是承认获得性遗传的。魏斯曼将动物的生殖系统与
机体割裂开来，认为可遗传的性状不受环境的直接影响。
魏斯曼给予自然选择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否认了除此之
外的达尔文的全部进化学说（Simpson 1949，Kimura
1983）。著名的新达尔文主义者还有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
（Thomas Morgan，1866～1945 年）和英国遗传学家汤姆
A. Weismann
逊（Thomson J A）等。
20 世纪 20 年代，俄国遗传学家 Aleksandr Sergeevich Serebrovskii 提出了基因
库的概念，表示潜在的遗传组合，后由杜布赞斯基翻译成“gene pool”而传入美
国（Graham 2013）。
20 世纪上半叶，生物学的各个分支——遗传学、分类学、古生物学、比较解
剖学、胚胎学以及其他领域都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解释进化的含义，因而不可避免
地出现了对进化论不同的见解，达尔文进化论那种连贯一致的观点丧失了，20 世
纪中叶，不同学科试图将各自的观点在达尔文理论原则下形成统一而连贯一致的
进化论观点，这一行为被称之为“进化论的综合”（贝希 1998）。
试图将进化论进行统一的早期人物有 Fisher R A、Sewall Wright 和 Haldane J B
S，主要是对孟德尔遗传、生物统计和自然选择在理论上的综合，代表性的著作有
Fisher 于 1930 年出版的《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Wright 于 1931 年出版的《孟德
尔群体的进化》，以及 Haldane 于 1932 年出版的《进化的动因》
。但他们对进化的
看法有所不同，Fisher 强调在一个大群体中由选择导致的许多微效变异是逐步变
化的，Haldane 重视对单个基因的强选择作用，而 Wright 则认为，如果一个物种
被分成众多小群体，适应就会变得更加有效，因此，不同的进化过程之间可能存
在一种摇摆的平衡。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Sir Julian Sorell Huxley，1887～1975 年）于 1942 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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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一部名为《进化：现代的综合》的论著，首次提出了“综合进化论”。这一理
论的推动者还有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进化生物学家迈
尔（Ernst Walter Mayr）和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等。杜
布赞斯基于 1937 年出版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将达尔文主义与群体遗传学融合
在一起，迈尔于 1942 年出版的《系统学与物种起源》讨论了物种的本质、起源与
地理分布，辛普森在 1944 年出版的《进化的时空与状态》认为化石的变化格局和
群体遗传学理论是一致的。他们也是将遗传学融入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将群体
遗传学视为自然选择的新基础。他们也是否定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因此，在本
质上也是新达尔文主义者。迈尔（1990）宣称，
“许多
相互竞争的进化学说逐一地被排弃，由一个否定本质
论、否定获得性遗传、否定直生论和聚变论的综合进
化论代替”。
拉马克的进化论可精炼为“内在复杂化趋势、用
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可浓缩成
“随机变异、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但综合进化论有
没有自己独特的核心呢？简单地说，综合进化论就是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与孟德尔遗传学相结合的产物。
巴顿等（2010）指出，综合进化论在两个关键问题
上得到认同：①孟德尔遗传学有助于解释自然选择——
S. J. S. Huxley
可遗传变异在传代中被保留而不是被混合效应所稀
释，环境不直接作用于遗传变异（即不存在获得性遗
传），突变对适应而言是随机的（即并不存在向更好适应突变的趋势）；②自然选
择是适应的唯一原因，虽然很多因素（如随机漂变、迁移和突变）影响进化，但
这些非自然选择因素不会导致具备更好生存和繁殖能力的物种的出现，微小的差
异也会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即使很弱的自然选择也会非常奏效。
六、“中心法则”真的是否定获得性遗传的利器吗？
1958 年，英国分子生物学家 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6～2004 年）
提出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一旦‘信息’传递给蛋白质，就不能再传出来……
这里的信息指的是精确确定序列在
核酸上的碱基或者在蛋白质上的氨
基酸残基”，正如 Crick 后来提到的，
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理性证据的思
想”，是一种逻辑可能性的声明。可
用两种方式来证明：①遗传密码是简
并性的，每一个氨基酸都有几个三联
体密码，所以根据蛋白质序列很难准
F. H. C. C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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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得到重构 DNA 序列；
②从蛋白质到核苷酸序列的翻译也需要如转运 RNA、
氨酰转移酶、核糖体这样的系统，
“没有这种翻译机器的踪迹，那就没有理由去相
信需要这样的复杂机器”（巴顿等 2010）。
对现存的生命系统来说，中心法则的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遗传学家认为他
们用这一法则对获得性遗传予以彻底否认，比魏斯曼的种质说更为有力。但笔者
的疑问是，当将一个瞬时的生命过程延伸到悠长的演化历史之中时，如何保证一
贯的准确性？这样的信息之流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呢？或者说，在地球
生命的伊始，遗传物质为何要去指导蛋白质的合成以及如何演化出了这种不容逆
转的系统呢？正如巴顿等（2010）所说，“分子生物学问‘如何’；进化生物学问
‘为什么’”。
七、分子进化的中性理论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 年）通过果蝇的实
验后开始承认自然选择，他于 1916 年提出了遗传选择理论：有害或中性突变不能
扩散，而有益突变由于比原来的基因繁衍速度快，所以可以逐渐在整个群体中占
据主导地位（鲍勒 1999）。这也被称为经典群体遗传学假说。
之后，出现了所谓群体结构“平衡”假说：影响每个性状的大量基因已经存
在于任何自然种群中，供选择作用，即使突变所产生的遗传性状没有任何优势，
它们也会以低频率的形式在种群内流动，物种因而储备了变异性，当条件改变时，
这些变异就会受到选择的作用，甚至在一些稳定的环境中，
“平衡选择”也可以有
效地帮助维持遗传变异的范围，以便将来用于适应性进化（鲍勒 1999）。
DNA 序列分析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着人们对遗传变异的适应性的看法。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群体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木村资生（Kimura Motoo，1924～
1994 年）提出了“分子进化中性理论”
（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也
称之为“中性突变随机漂变假说”
（Kimura 1968）。他认为，在分子水平上的大部
分突变并没有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即自然选择对它们呈中
性），群体中的中性等位基因是通过突变的随机漂变的平
衡来固定的，其保存下来是随机（而非受到选择作用）的
结果。木村资生认为他的中性理论有两条根：一条是群体
遗传学的随机理论，另一条是分子遗传学。而所谓的随机
漂变，简单地说，就是指基因频率的随机变化，而达尔文
的随机变异则是指表型（或性状）的变异。木村资生被视
为现代综合进化论奠基人（霍尔丹、赖特和费舍尔）之后
最伟大的进化遗传学家之一（Crow 1996）。Wright 在 1921
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一个小群体中不可避免的近亲繁
木村资生
殖将导致基因频率的随机波动，这个过程称之为“遗传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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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巴顿等 2010），而这与木村资生所说的随机漂变在含义上略有不同。
木村资生说，
“中性学说断言，由蛋白质和 DNA 序列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分
子水平上的大多数进化变异，并不是由达尔文选择，而是由选择中性的或近于中
性的突变的随机漂变造成的。这个学说并不否认自然选择在决定适应进化的进程
中的作用，但认为进化中的 DNA 变异只有很小一部分在本质上是适应的，而大
多数是表型上缄默的分子代换，对生存和繁衍不发生影响而在物种中随机漂变”
（Kimura 1983）。
木村资生提出了关于分子进化的 5 个原则：①每一种蛋白质在各个进化系中，
只要分子的功能和三级结构基本保持不变，以氨基酸代换数计的进化速率每年每
一座位近于恒定；②功能上重要性较小的分子或分子的各部分进化（以突变替代
表示）快于更重要的分子（表 6-1）；③对分子的现有结构和功能破坏较小的那些
突变代换（保守代换）在进化中要比破坏较大的突变代换更为经常发生；④基因
重复必须在具有新的功能基因出现以前发生；⑤一定有害突变的选择淘汰和选择
中性或极轻微有害的突变的随机固定，在进化中，要比一定有利突变的正达尔文
选择更为经常发生（Kimura 1983）。笔者认为，这样的原则已足够显示所谓的“中
性选择”并非“中性”，也非完全的随机，其命运必须（也已经）受制于达尔文式
的表型或功能选择。
表 6-1
蛋白质

不同蛋白质的氨基酸替换速率
每百万年每位点氨基酸替换数

血纤维蛋白肽

8.3

胰腺核糖核酸酶

2.1

溶菌酶

2.0

-球蛋白

1.2

肌球素

0.89

胰岛素

0.44

细胞色素 c

0.3

组蛋白 H4

0.01

资料来源：Kimura 1983

大量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在功能上承受的不同选择压力导致了分子
多态性的显著差异。有些氨基酸变化几乎没有化学性质的改变，而有些却会造成
电荷数或是大小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大的位点往往不会形成多态性；比起功能特
化的基因，在所有组织中都表达的“看家”基因变异较小；同内含子和其他非编
码区相比，编码区的序列变异较小；假基因的多样性水平甚至比同义突变更高。
一般来说，那些改变蛋白质序列的变化更有可能改变蛋白质的功能，从而影响生
物的适合度，因而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以人的编码序列为例，改变蛋白质序列的
核苷酸平均多样性不及在编码区不改变蛋白质序列位点的 1/3（巴顿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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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资生承认自然选择对表型（进而对相应的基因型）的作用，他说，
“自然
选择是在表型而不是直接在基因型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的生存和生殖而起作用
的……自然选择首先作用于表型，其次才作用于基因型（通过对表型的效应）。表
型和基因型之间的关系常常并不是直接的，特别是当表现性状是由许多基因所决
定的时候，如数量性状（如人的身长和小鼠的体重），环境效应对这些性状也起作
用。因此考虑表型和基因型两个水平上的选择是方便的”（Kimura 1983）。
这个所谓的中性理论到底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它充其量说明了很多现存的
物种对 DNA 的随机变异呈现出了相当宽泛的耐受性，虽然这也是整个生命进化
历史的一个场景。
此外，
“中性”一词也过于绝对，显然木村资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中
性’这一词并不是按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使用的。我们的着重点并不是在中
性这个词本身，而是在以突变和随机漂变作为主要解释的因素上。在分子进化和
多态现象中重要的突变基因，近于有足够的中性，因而机会可以起主导作用”
（Kimura 1983）。试问，这里“重要的突变基因”中的“重要”一词相对于何物？
而变异的随机性早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
木村资生说，
“这一学说并不认为选择不起作用；然而这一学说确实否认了分
子变异的相当部分是由正选择产生的，或者分子多态现象是由平衡选择力所决定
的……这一学说并不否定有害突变的发生。与此相反，由负选择所施加的选择约
束是中性论者对分子进化的某些重要特征的解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其实，
这里的“负选择”不过就是达尔文那里的“淘汰”。还有，“平衡选择”难道不是
选择吗？
木村资生认为他的“中性”也非绝对，
“我们不应该忽略某些‘中性’的等位
基因在合适的条件或不同的遗传背景下成为有利的可能性；因而中性突变是有潜
在的选择可能性的。这一点的含义是多态分子突变即使在一个物种的大多数情况
下是选择中性的，但可以是未来适应进化的原材料。把中性突变的随机固定看着
是‘进化噪声’是不恰当的，也是错误的”
。
如果将不能编码蛋白质的 DNA 序列作为垃圾，那真核生物中确实存在大量的
“垃圾”。例如，人类基因组含有约 30 亿个 DNA 碱基对，曾估计可以形成 10 万
个以上的基因，但事实上人类只有 2 万～2.5 万个基因，在人类基因组中，蛋白质
编码序列（称为外显子）只占 1.5%（图 6-1）。但是，在微生物中，非编码区只占
整个基因组序列的 10%～20%，而在人类中则高达 98.5%，即生物进化程度（等
级）越高，非编码序列在基因组中的比例越大。因此，所谓的“垃圾”DNA 的产
生并非完全随机，木村资生的中性学说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此外，至于这些非
编码氨基酸是否是适应的或对生存和繁衍有无影响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
易确认。很显然，复杂的生物可能需要复杂的调控，非编码 DNA 序列未必一定就
是垃圾，未必都是演化的副产物。虽然不能编码蛋白质，但它们可能承载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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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遗传信息。高等生物的 DNA 是奢侈浪费？还是复杂调控之必需？还是一
种无奈的重负承接（修修补补的物种创造方式的副产物）？

图 6-1

人类基因组的组成：基因组中仅有约 1.5%由严格的蛋白质编码序列组成，而 45%由各

种类型的转座因子（浅灰色区域）构成，内含子占到 25.9%，片段重复约占 5%［数据源自
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2001）（Gregory 2005）］

另外，如果认为庞大的基因组可能是高等生物的复杂调控之必需时，所谓的
C 值悖论（每一种生物的单倍体基因组的 DNA 总量）却使这一信念动摇：物种的
基因组大小与其在进化上所处地位的高低或复杂性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图 6-2）。
例如肺鱼的基因组远大于哺乳动物，一些昆虫的基因组都能大于哺乳动物，而单
细胞的原生动物的基因组的变化范围最大，占据了所有生物最大基因组的位置。
此外，同属一个类群的物种之间的 C 值也呈现出巨大差异：陆生植物相差约 1000
倍，动物超过了 3300 倍，原生生物居然超过 30 万倍！虽然如此，真核生物的基
因组还是显著大于原核生物的，虽然真核生物基因组大小的变异也很大，但是从
最小 C 值来看，一般进化程度越高的类群，群内最小 C 值也越大。如何用分子进
化中性理论来解释 C 值悖论呢？
笔者认为，基因组的演化既随机也不完全随机，或者说既有一定的方向性也
不完全定向；生物体表现出对基因组大小的巨大可塑性，由于个体是生命存在的
基本单元，而个体由包含基因组的细胞所组成，只要不危及物种的生存，个体也
能容纳相当的基因组变异。无人知晓什么决定了基因组的大小，可能的因素似乎
有：细胞大小、演化历史、选择压力、随机性以及生物体制的复杂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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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各种类群生物的单倍体基因组大小（“C 值”，pg）的范围（引自 Gregory 2004）

巴顿等（2010）指出，
“中性理论定义了一个简单且明确的零假说，这个假设
只依赖于群体大小和突变速率而不依赖既复杂又细节未知的选择……背离了这个
假设有可能是各种类型的选择造成的”，因此可将中性理论作为选择的一种度量，
认为可将同义突变、一些非编码序列（如内含子、假基因等）作为中性基准。
巴顿等（2010）认为，
“中性理论也证明了分子进化的简单模型，从而发展了
检验和估计系统发育关系的严格方法”。其实，用所谓的分子时钟对系统发育的推
断也是十分有限的，根本谈不上严格。他们还说，
“中性理论的一个最易理解的预
测是遗传变异增长应与群体大小成比例。群体越大，通过随机漂变丧失变异的速
率就越慢”，但笔者认为这与“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是一种定义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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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理论的极端拥护者认为所有可以观察到的突变，如在人类和黑猩猩之间，
都是中性的，仅用中性变异就可以完全解释这两个物种的进化分支问题，而适应
是不重要的；而极端的适应论者则认为中性进化并不重要，甚至中性进化不能被
认为是进化，因为它仅仅代表没有适应的随机变异，而进化的本质是适应（Nowak
2010）。
在笔者看来，达尔文关注表型上有意义的形态变异，而中村资生则喜欢与表
型无关的分子变异，这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一般来说，在一个物种的群
体之中，变异是逐渐累积的，当达到足够的程度时，物种就可能分化。形象地说，
木村资生满足于分化前的缄默，而达尔文陶醉于扬升中的沸腾！难以置信的是，
木村资生的所谓中性理论根本不涉及物种分化的问题，而这样的学说怎么可称之
为进化理论呢？
巴顿等（2010）指出，关于中性理论的“争论可以被视为关于遗传变异的平
衡理论和经典理论之间的一种古老争论，即遗传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选择来维
持而不是由那些有害或中性的变异来维持。事实上，进化理论的框架并没有因为
分子生物学的革命而产生明显的变化，直到现在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只是推动了进
化生物学一小部分的发展”。
八、古生物学家的“间断平衡”理论
1947 年，德国进化生物学家和鸟类学家 Bernhard Rensch（1900～1990 年）
曾指出，一种完全新的结构出现后，常常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爆炸性”进化时期
（快速进化），然后缓慢变异期（低速进化）可以在很长时期内保持某种动物类型
（Rensch 1959）。
美国古生物学家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1943～）和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 年）于 1972 年提出了“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进化理论（Eldredge and Gould 1972），认为生物进化并非如达尔文所主张的那样
是由缓慢的渐变积累起来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进化停滞与短期的快速成种交
替发生的过程（图 6-3），当然新种的最终形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里的所谓
快速（如数万年）是以地史尺度来衡量的，按实验遗传学的标准来看，依然是十
分漫长的。
“间断平衡”理论被认为可以很好地解释按照地质学标准来看的比较突然的变
化，如为何化石在地层中会留有许多空缺，寒武纪初的生物大爆炸也不难解释等。
这反映了古生物学家对现代综合论过于强调渐变论的不满，面对化石记录中新物
种突然显现的现象，渐变论者只能归咎于化石记录的不完备性，但“间断平衡”
学说认为，这些中间环节不一定存在或很稀少。
古生物学家认为，在物种形成过程中，新性状的产生并非完全随机，即在个
体的生长过程中，可能存在“发育限制”
，遗传突变不能逐渐改变一个已经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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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生长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已经成为该生物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在例外的条
件下，才会消除这种限制，并确立一条新的、产生出不同成体性状的发育途径。
在现存的生长模式中，只可能发生少量的变化，这样就限定了进化的方向，使进
化只能沿着固定的路径进行，而与环境无关。这种定向进化也是直生论所说的途
径（鲍勒 1999）。发育限制与成种速率之间的这种可能关联也不能排除，但这也
仅是一种猜测，难以验证。

图 6-3

渐变成种和“间断平衡”成种模式的比较（来源：Donald A. Levin 博士）

“间断平衡”理论还得假定在进化的关键时刻会发生遗传上的跃变，这如何才
能实现呢？可以认为，影响生长过程早期阶段的比较小的遗传变化可能会导致发
育沿着新的途径进行，通过以后阶段的综合作用，进而确立一种新的功能目标。
古尔德认为，这种跳跃性变化就是进化转向全新方向的转折点，而且一旦新的结
构按这种途径形成之后，选择就会使这种结构具有适应性的用途（鲍勒 1999）。
道金斯指出，
“从祖先物种转变到后代物种出现得这么突然和急剧的原因仅仅
是当我们从一个地方观察一系列化石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看到进化事件，我们
正在看的是迁移事件，从另一个地理位置而来的新物种。当然，这里有进化事件，
一个物种也许渐进地、真正地从另一个物种进化了”
。其实，大的气候变化导致物
种在不同地理区之间迁移或聚集的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这也可能是导致化石
不连续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
古生物学家关注的是物种的集合，而达尔文关注的是个别的物种。古生物学
家所说的“突然的”或“瞬间的”是指地质时间（至少也是数万年），这在达尔文
的物种分化讨论中则是长期的。因此，渐变在古生物学家和达尔文之间没有绝对
的可比性。正如道金斯所说，间断平衡论者不是在讨论进化中的跳跃，而是在讨
论相对快速的进化事件，这些事件不必是现代人类标准的“快”的概念，但是按
照地质学的标准则是“瞬间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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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对达尔文的物种形成观之解读

物种的形成也称之为成种（speciation）
，它是一切进化理论必须探讨的核心问
题之一。任何一个物种都是从特定的祖先分化而来，而所有的物种最终都可追溯
到一个最早的共同祖先。达尔文感叹道：
“如此之生命观，何其壮哉——遥想邃古
之初，有几丝元力，被吹入了几种（或一种）生命形态之中，而随着这颗行星依
照引力定律运转不停，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开端，发展出最美丽和最奇妙的无数种
生命形态，从古到今，仍在演化”。那么，什么是达尔文的成种观呢？
一、成种的内在条件——连续变异的累积
关于物种的形成，达尔文充分展现了其作为一个伟大博物学家的敏锐智慧，
他绝对信奉渐进性。他说，
“没有人会假定我们最精选的生物，是从原始祖先由一
次变异而产生的……正如近代地质学差不多排除了一次洪水能凿成大山谷的观点
那样，自然选择也将把连续创新生物的信念或生物的构造能发生任何巨大的或突
然的变异的信念排除掉了”
（Darwin 1872）。达尔文的观点毫无疑问与绝大多数物
种演化需要经历漫长时间的地质学证据相吻合。
笔者原则上支持达尔文所说的连续成种观，但认为这可能更适用于形态结构
较为复杂的动植物类群。从有性生殖群体基因库的视角，对成种的解读如下（谢
平 2013）：
（1）一般来说，对需要一雌一雄进行交配的有性生殖物种而言，任何个体的
变异（无论多么奇特或重大）都难以一气呵成，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不可能有
两个个体发生同样重大的变异，而且还是一雌一雄，并且相距得如此之近，还能
准确交配并不断壮大新的种群，而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样的偶然事件似乎有悖
常理。
（2）对营有性生殖物的物种来说，或许一种可能的过程应该是，如果在某个
个体身上发生了一种有利的变异（按达尔文的说法），不论它涉及一个基因还是多
个基因的变化，它首先必须通过与非变异个体的异性交配，并成功地产下子代且
子代也能够成功繁殖的话，这个变异的基因才有可能成功融入原来物种的基因库
并可能演变成一个有效的等位基因。变异的基因或成为一个隐形基因，或足够幸
运的话它成为了一个显性基因，这样突变的性状就会在种群中扩散开来。这也许
还只能起到部分改变原有物种特性的作用，因为一个物种的个体往往拥有成千上
万个不同的基因（而且很多基因各自还拥有若干的等位基因），因此变异的累积一
般也是缓慢的。

（3）如果原有种群分布广泛，变异的群体只局限在有限的区域，或许还需通
过新变异的不断累积，最终如果能达到从生殖上与原有种群的完全隔离（即失去
与原有种群进行基因交流的可能）
，新物种才会诞生，而原来的祖先物种也存在着。
这似乎就是岛屿物种形成过程的缩影。当然，隔离并不一定是地理上的，如新物
种也能同域分化。事实上，导致生殖隔离的因素多种多样，有空间上的，也有时
间上的，还有习性上的等。
（4）如果没有发生生殖隔离，只是一个性状接一个性状的变化与累积下去，
总有一天，原来祖先的越来越多的形态或特性会逐步消失，而被新的形态或特征
所取代，其结果就是旧种变成了新种，看上去像是新种消灭了旧种，其实是旧种
消逝于变化之中而已。
杜布赞斯基（1964）指出，“突变一旦发生，
就被贯注到群体的基因库中去了；它们进一步的
命运，则决定群体生理的动态调节。在选择、迁
移和地理隔离的影响下，结果把这群体的遗传结
构铸成了新的形势，以符合物种的居住环境和生
态条件”。Muller 推测，突变基因要比它们的“正
常的”祖先具有较少的显性，但大多数突变具有
某种程度的显性，而且有害作用较小的突变基因
显性可能大于有害作用较大的突变基因（Kimura
1983）。
两个近缘物种之间基因组的差异达到何种程
度才能导致物种分化呢？以人为例，大约在 700
万年前，人类与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最近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表明，人类与黑
猩猩的基因组之间，有 98.77%是相似的。因为人类有 2 万～2.5 万个基因
（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2001），因此与黑猩猩之间有
250～300 个基因的差别。
虽然两个近缘种之间的基因差异可以数以百计，但或许存在个别对物种分化
起到关键作用的基因差异，即所谓的“物种形成基因”，它（们）直接阻碍交配，
或导致不育，或引起胚胎死亡或杂合子不育等。当然，这种基因的确定其实并不
容易。但这至少告诫人们，人为地设定一个统一的基因组之间的差异值来区分近
缘物种是不尽合理的。
有研究表明，新月鱼的色素存在多态性，而剑尾鱼（图 7-1A）没有这种现象，
两者的 F1 杂合子携带很夸张的斑点，当其与剑尾鱼回交后，一半的后代没有斑点，
而另一半的斑点则介乎于与 F1 类似的斑点到恶性黑色素瘤之间（图 7-1B）
，这显
示了两个物种之间强烈的合子后隔离。现已知道，新月鱼携带了一个性连锁的 Tu
等位基因，它决定色素细胞，并且新月鱼在常染色体的一个位点有纯合的一对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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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基因 R（图 7-1C）。

图 7-1

新月鱼（A）和剑尾鱼（B）杂交的杂合子不能存活的遗传机制。与剑尾鱼回交的 F2

代鱼有极端的黑素瘤，这是由两种基因间的相互作用所引起（引自 Orr and Presgraves 2000）

二、成种的外在条件——没有空缺的位置就没有自然选择
达尔文说，
“如果没有有利的个体差异或变异发生，自然选择就无所作为；同
时在这个地区的自然机构中如果没有空的位置可以让一个或更多改变的生物更好
地占据，自然选择也无所作为”
（Darwin 1872）。达尔文所说的“位置”似乎类似
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位。那么，这样的生态位是如何产生的呢？达尔文说，
“这
样的新位置取决于气候的缓慢变化或者取决于新生物的偶然移入，并且更重要的，
可能取决于某些旧生物的徐缓变异；由于后者产生出来的新类型，便和旧类型相
互发生作用和反作用”（Darwin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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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所谓的没有生态位就没有自然选择的观点也是十分正确的。按笔者之
见，生态位就应该是达尔文自然选择中的“自然”。达尔文认为生态位的变化来源
于缓慢的物理过程或已有生物相互关系的变化，这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似乎忽
视了物种不断的分化也是一种重要的新生态位的创造行为，虽然他已非常接近这
样的思想，因为他已经说道，
“少数旧有生物一发生变异，其他生物的互相关系就
常被打乱；这就会创造出新的地位，有待适应较好的类型填充进去；但这一切进
行得极其缓慢”
（Darwin 1872）。
一般来说，物种的生态位具有一定可塑性，因为同样的构造可以通过一定的
修正来行使完全不同的功能，从而在新的生态位中生存下去，并形成新的物种。
达尔文举例说，
“……只把它们的翅膀用作击水的一些鸟，如大头鸭（Micropterus
of Eyton）；把它们的翅膀在水中当作鳍用，在陆上当作前脚用的一些鸟，如企鹅；
把它们的翅膀当作风篷用的一些鸟，如鸵鸟；以及翅膀在机能上没有任何用处的
一些鸟，如几维鸟（Apteryx）……”
，
“啄木鸟攀登树木并从树皮的裂缝里捉捕昆
虫……然而在北美洲有些啄木鸟主要以果实为食物，另有一些啄木鸟却生着长翅
而在飞行中捉捕昆虫。在拉普拉他平原上，几乎没有生长一株树，那里有一种啄
木鸟叫平原鴷（Colaptes campestris）……在某些大的地区内，它不攀登树木，并
且在堤岸的穴洞中做窠……有一种墨西哥的啄木鸟在坚硬的树木上打孔，以储藏
橡树果实”（Darwin 1872）。
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指出，“考虑到一般的进化过程，有证据
表明生物有一种扩张的倾向，在可生活的环境中去填补所有的空间，包括那些由
这种扩张本身所创造的空间”。Rolston（2003）指出，
“生物，它们确有身体的自
我，是自组织的，但这样就有了物种的界，这些生物的自我都被包容在内。生态
系统是自发地组织的，按照物种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对它们进行了安排，新的生态
位出现了，而物种产生出来填补这些空位”
。
三、成种的过程——新旧变种更替
达尔文从当时的地质学研究获知，物种类型的数目并没有无限增加过，因此，
认为新物种的诞生必然基于旧物种的灭绝。据此，他提出了一种理论：
“因为自然
选择的作用仅仅在于保存有利的变异，所以在充满生物的区域内，每一新的类型
都有一种倾向来代替并且最后消灭比它自己改进较少的亲类型以及与它竞争而受
益较少的类型。因此绝灭和自然选择是并肩进行的”
（Darwin 1872）。他以此来解
释为何过渡变种的稀有或不存在。达尔文说，
“新的、改进了的变种不可避免地要
排除和消灭掉旧的、改进较少和中间的变种；这样，物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确
定的、界限分明的了”
（Darwin 1872）。笔者认为，达尔文的动机之一显然是要平
衡物种的数目，但是，新物种的诞生未必一定要伴随旧物种的灭绝，而即使没有
新物种的诞生，大量的物种也能灭绝。试问如果新物种的诞生一定伴随旧物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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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那我们的地球何以能够从一个共同祖先（假定达尔文的共同祖先学说是正
确的）演化出已确认的 175 万个物种的呢？
为了打消人们关于自由杂交常常会消除自然选择的效果的疑虑，达尔文说，
“在同一地区内，同种动物的两个变种，经过长久时间仍然区别分明，这是由于栖
息的地点不同，由于繁殖的季节微有不同，或者由于每一变种的个体喜欢同各自
变种的个体进行交配的缘故”
（Darwin 1872）。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他在解释同域分
化的现象。
达尔文一直为“种”和“变种”的概念及两者的区别所纠结，为解释如何从
变种过渡到种以及为何过渡变种不存在或稀少的现象所纠结。依笔者之见，如果
从基因库来看物种，这些疑惑就很容易消解了。一个物种分化出一个变种，首先
是变种种群生殖的逐渐隔离，彼此间基因交流的逐渐减少，当变种与原种的基因
库彻底分裂（基因交流终止）就意味着新种正在产生，因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由于变异的随机性就会使彼此间基因库的差异日趋增大（谢平 2013）。可以推测，
如果成种（基因库完全隔离）需要较长的时间，将容易看到过渡类型，如果成种
需要的时间较短，就会很难看到过渡类型。
达尔文说，
“如果我们记得每一生物都与别的生物以极重要的方式直接地或间
接地发生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任何地方的生物分布范围绝不完全取决于不
知不觉地变化着的物理条件，而是大部分取决于其他物种的存在，或者依赖其他
物种而生活，或者被其他物种所毁灭，或者与其他物种相竞争……”（Darwin
1872），显然达尔文过分强调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在物种地理分布中的作用，而这
并不完全正确。气候（雨、热等）对物种地理格局的显著影响已是人们公认的事实。
四、地球上物种的分化趋势——不可能无限增加
达尔文从两种角度来阐述他的观点。一方面，他主张旧物种因自然选择被新
物种灭绝，他指出，
“地质学告诉我们说，稀少就是绝灭的预告……地质学明白告
诉我们说，具有物种性质的类型的数目并没有无限增加过……新物种在时间的推
移中通过自然选择被形成了，其他物种就会越来越稀少，而终至灭绝。那些同正
在变异和改进中的类型斗争最激烈的，当然牺牲最大”（Darwin 1872）。
另一方面，达尔文主张一定区域内物种数增加必然导致一些物种的数量稀少
而产生灭绝，此外还有近亲繁殖和优势种的排挤。达尔文说，
“一个地区能维持的
生物数量（我不是指物种的类型数量）必定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是由该地的物
理条件来决定的；所以，如果在一个地区内栖息着极多的物种，那么每一个物种
或差不多每一个物种的个体就会很少；这样的物种由于季节性质或敌害数量的偶
然变化就容易灭绝。灭绝过程在这种场合是迅速的，而新种的产生永远是缓慢
的……任何物种变为稀少的时候，近亲交配将会促其灭绝……最后，我以为这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一个优势种，在它的故乡已经打倒了许多竞争者，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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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开去，取代许多其他物种的地位”（Darwin 1872）。
达尔文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有限的地球不可能容纳无限的
个体，那就更不用谈无限的物种了，在这点上，达尔文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
地球上从所谓的共同祖先开始，已经演化出了今天数以百万计的生物物种，而且
有证据显示，物种的分化是遵循一种指数的增长规律，要不是人类对地球生命的
奴虐与杀戮，这样的趋势应该还在延续。当然，假设一个没有人类干扰的地球到
底能够容纳多少物种，这似乎也是难以预测。
从地史尺度来看物种不断分化而呈现指数增长的事实受到古生物学证据的有
力支持。化石资料显示，古生代以来，陆生植物经历了从蕨类→裸子植物→显花
植物的优势地位的更替，现代是显花植物极度繁盛的时代，总的植物多样性仍然
呈现快速增加趋势（类似于指数增长期）（Groombridge 1992）。此外，在距今约
5.3 亿年前（寒武纪）以来，动物界经历了从寒武纪动物群→古生代动物群→现代
动物群的大更替，虽然寒武纪动物群（三叶虫、腕足动物、始海百合等）已经彻
底灭绝以及古生代动物群也已经逐渐衰退，但是，现代动物群（昆虫、腹足类、
鱼类、鸟类等）却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动物科的总数仍然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Purves et al. 2003）
不可否认地质历史上曾出现若干次重大的物种灭绝事件，关于成因，也存在
两大学派：灾变论和内因论。“复杂论”的倡导者——美国理论生物学家考夫曼
（Kauffman Stuart）在 2000 年出版的 Investigations（中译本《科学新领域的探索》
）
一书中指出，
“灾变论者谈到了陨星……内因论者，包括我在内，承认有聚然跌落
的陨石，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灭绝事件的幂律分布。在分布中，有许多小的灭
绝事件和少数大的灭绝事件……共同演化的自主主体中内生的生物圈的恶作剧才
是大大小小的灭绝事件的起因。一旦有了增加相邻可能的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就
会一直延续下去。而且，任何的膨胀将最终被限制在地球上。每个物种至少有一
员要在这个星球内，或在星球上，或在星球周围存留。每一个物种都得占据一定
的三维空间，而这个星球只有这么大”
（考夫曼 2004）。显然，考夫曼主张大大小
小的灭绝事件起因于生态系统内生的共同演化行为，也指出了物种分化的内禀无
限性与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在这里考夫曼所说的“自主主体”就是指生命，是“能够完成至少一个功循
环的自我复制系统，并且在功的循环中联系了放能过程和吸收过程”，他所说的“相
邻可能”是指“由这样的分子物质组成：它们不是实际存在的分子物质，但离实
际存在仅有一步之遥……可以从实际的分子物质得以合成，只需从实际的底物通
过一步反应就可得到相邻可能中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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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理性隔离——重要，但未必那么？
达尔文说，瓦格纳（Moritz Wagner）认为“隔离在阻止新形成的变种间的杂
交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我设想的还要大。但是根据上述理由，我绝不能同意
这位博物学者所说的迁徙和隔离是形成新种的必要因素。当气候、陆地高度等外
界条件发生了物理变化之后，隔离在阻止那些适应性较好的生物的移入方面，同
样有很大重要性；因此这一区域的自然组成里的新场所就空出来了，并且由于旧
有生物的变异而被填充起来。最后，隔离能为新变种的缓慢改进提供时间；这一
点有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隔离的地区很小，或者周围有障碍物，或者物
理条件很特别，生物的总数就会很小；这样，有利变异发生的机会便会减少，因
而通过自然选择产生新种就要受到阻碍”
（Darwin 1872）。这样的观念与达尔文对
变异来源的认知有关，因为他更强调外在环境对变异产生的重要性，强调种群数
量对变异的重要性，从而不太重视生殖隔离的重要性。
因此，达尔文指出，
“初一看，好像海洋岛对于产生新种是大有利的。但这样
我们可能欺骗了自己，因为我们如果要确定究竟是一个隔离的小地区，还是一个
开放的大地区如一片大陆，最有利于产生生物新类型，我们就应当在相等的时间
内来作比较；然而这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虽然隔离对于新种的产生极为重要，
但从全面看来，我都倾向于相信区域的广大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产生能够经历长
久时间的而且能够广为分布的物种尤其如此”
（Darwin 1872）。
同样的缘由，达尔文说，
“有人误认为我曾假定时间这一因素在改变物种上有
最重要的作用，好像一切生物类型由于某些内在法则必然要发生变化似的。时间
的重要只在于：它使有利变异的发生、选择、累积和固定，有较好的机会，在这
方面它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同样地，它也能增强物理的生活条件对于各生物体质
的直接作用”
（Darwin 1872）。但笔者认为，内在的变异机制恰恰比外在的变异机
制更为重要。
达尔文也意识到物种间相互关系对成种的重要
性，因为他说，
“在广大而开放的地区内，不仅因为那
里可以维持同种的大量个体生存，因而使发生有利变
异有较好的机会，而且因为那里已经有许多物种存在，
因而外界条件极其复杂；如果在这许多物种中有些已
经变异或改进了，那么其他物种势必也要相应程度地
来改进，否则就要被消灭”
（Darwin 1872）。笔者认为，
孰重孰轻取决于两者的相对强度：生境复杂化导致的
生殖隔离 vs 岛屿的物理性隔离，当然其他种间关系对
物种分化的相对影响也不容忽视。
依据空间，成种模式可分为分区、邻域和同域三
类（图 7-2）。分区是指两个种群在地理上完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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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域是指在连续分布中会发生分离，伴随着种群分离而变成一系列的渐变群；而
同域是指一个单独的随机交配群体分裂成两个孤立的种群，但没有地理隔离。当
然，很多物种的分化可能是这三种模式的混合。

图 7-2

依据空间来划分的三种成种模式（引自巴顿等 2010）

依据生活史，生殖隔离可区分为合子前隔离和合子后隔离（表 7-1），一般认
为自然选择作用只会增加合子前隔离，而不会增加合子后隔离，否则就会浪费精
力（巴顿等 2010）。但他们又说，
“自然选择不会进一步倾向于降低杂合子的生存
能力和生育能力。一旦一个杂合子形成，一对亲本的利益是提供最好的照顾去最
大化它的成功率”，问题是，这有何依据呢？
表 7-1

生殖隔离原因的划分

合子前障碍
可能的配子在不同的地方，不能相遇
生活环境的隔离
时间隔离（通过 1 年或 1 天的不同时间）
可能的配子相遇，但是选择不交配（行为隔离）
个体交配，但是雄性不传递配子（精子或花粉）
雄性配子传递，但是卵子不育（配子不相容）
合子后障碍
胚胎发生早期合子死亡
F1 杂合子不能存活
F1 杂合子存活，但是是不育的
回交或 F2 杂合子不能存活或不育
资料来源：巴顿等 2010

其实，自然界中的很多物种也有各式各样的克服隔离的机制，它们是维持种
族同质化的力量。巴顿等（2010）指出，
“动物为了繁殖后代和寻找食物常常从一
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花粉和种子可以通过风或动物携带至遥远的地方；细
菌可以通过空气或水传播，也可以被它们的动物宿主带至不同的地方。无论哪种
机制，基因可以在不同世代间改变它们的地理分布。这类迁移被称为基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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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遗传学家关注小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也可认为是物种基因库分裂（进
而成种）的一个可能环节，无论这是由于物理隔离或是意外的种群波动引起的。
美国遗传学家 Sewall Wright（1889～1988 年）提出了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的
概念（Wright 1929），认为当一个族群中的生物个体的数量较少时，下一代的个体
容易因为有的个体没有产生后代，或是有的等位基因没有传给后代，而和上一代
有不同的等位基因频率。这样，在经过一个以上的世代后，一个等位基因可能因
此在这个族群中消失，或者固定成为唯一的等位基因。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
是遗传漂变的一种形式（图 7-3），是指由带有亲代群体中部分等位基因的少数个
体重新建立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后来的数量虽然会增加，但因未与其他生物群体
交配繁殖，彼此之间基因的差异性甚小。这种情形见于孤立的海岛或封闭的村落
等。瓶颈效应（bottleneck effect）则是指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后，即使群体恢复到
原来的个体数量，遗传多样性也不能恢复到原来水平的现象，即一些等位基因因
此从基因库中丢失，从而产生遗传漂变。有学者将“随机漂变”视为一种抽样变
异，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图 7-3

当一个种群的少数个体迁移形成一个隔离的新种群时，可出现奠基者效应。建群一段

时间之后，小种群经历强烈的漂移。在该图中，这导致了红色等位基因的固定（引自 Wikipedia）

群体遗传学家认为，不同亚群体间独立发生的随机漂变导致亚群体间的遗传
分化，自然界中栖居在一个大区域中的动物很少组成一个单一的大群体，因为同
一区域的栖居者间的交配便经常发生，因此，自然群体或多或少地再分为若干地
区群或亚群体，如果亚群体中个体数很少时，亚群体的基因频率就会变得不同
（Falconer and Mackay 2000）。他们十分在意小群体的基因频率变化问题，因为在
界定所谓的“离散过程”和“随机漂变”等概念时，均设定了这样的前提，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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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小群体才会出现基因频率的变化似的。其实，正因为基因频率的变化是随机
的，无论群体大小，基因频率均在不停地变化，虽然它会影响群体之间基因频率
的分异速率。巴顿等（2010）指出，
“群体趋近一个统计学平衡状态，这一平衡是
由增大分歧的随机漂变和降低分歧的基因流共同维持的”。
六、淡水——安逸的天堂？
达尔文说，
“一切淡水盆地，总的来说，与海洋或陆地相比较，只是一个小小
的地区。结果，淡水生物间的斗争也不像在他处那样剧烈；于是，新类型的产生
就较缓慢，而且旧类型的灭亡也要缓慢些”
（Darwin 1872）。可以想象，与陆地生
态系统相比，水环境相对均一，生境异质性也相对较低。但是，何以见得淡水生
物间的生存斗争就较低呢？
达尔文说，
“我们在淡水盆地还可以找到它遗留下来的七个属；并且在淡水里
我们还能找到现在世界上几种形状最奇怪的动物，鸭嘴兽（Ornithorhynchus）和
肺鱼（Lepidosiren），它们像化石那样，与现今在自然等级上相离很远的一些目多
少相联系着。这种形状奇怪的动物可以叫做活化石；由于它们居住在局限的地区
内，并且由于变异较少，因而斗争也较不剧烈，所以它们能够一直存留到今天”
（Darwin 1872）
。但问题是，活化石物种也不仅仅限于淡水，陆栖动植物种中也存在！
淡水水域中的物种分化未必都很缓慢。事实上，在非洲的马拉维湖中，丽鱼
提供了一个物种快速分化（同域分化）的案例（图 7-4），仅在过去 70 万年间，就
从单一的丽鱼祖先衍生出 400 多个新物种（Danley and Kocher 2001）。

图 7-4 一个基于若干分子系统学研究提出的马拉维湖中岩栖丽鱼的系统发育历史。据称，大
约 70 万年前，马拉维湖被来自临近的坦噶尼喀湖（Tangyanika）的一群泛生性河流性鱼类——
鲷（haplochromine）所入侵，该祖先最初分化为沙栖型和岩栖型两个世系，接着岩栖型分化出
现在确认的 10～12 马鲷属（Danley and Koch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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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对达尔文进化论之诘难
一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装饰得斑斑悦目，桎梏人心——它被恩格斯誉为
19 世纪三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其巨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甚至被一些狂热
的信徒视为人人必须崇拜的上帝。杜布赞斯基说，
“若无进化之光，生物学毫无道
理”
（杜布赞斯基 1972）。但另一方面，在这徐徐岁月中，总有一些勇者试图解开
它的链锁。Mills 在《进化论传奇：一个理论的传记》一书中说，达尔文的进化“理
论简单而且易于理解，它不像牛顿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超凡脱俗，达尔
文的结论不需要数学相助……这种简单性使它强大，但也使它成为众矢之的。因
为每个人都能理解它，所以每个人都能对它提出意见”（Mills 2010）。
一、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一种定义的循环？
1．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定义
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第五版中，引入了“适者生存”一词，该词源自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他是一位拉马克的支持者，并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引进
了社会学，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Mills 2010）。达尔文是如何定义他
的“自然选择”的呢？他把“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
的毁灭，叫作‘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无用也无害的变异则不受自然选
择的作用，它或者成为彷徨的性状，有如我们在某些多形的物种里所看到的，或
者终于成为固定的性状，这是由生物的本性和外界条件来决定的”
（Darwin 1872）。
迈尔在 2002 年出版的 What Evolution Is?（中译本《进化是什么？》）一书中
很支持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说法，他认为选择既是偶然的，也是确定的，并对达尔
文的自然选择做了进一步的解读：“实际上达尔文将自然选择作为一个淘汰的过
程。作为下一代亲本的个体是那些由于具备或缺少某些性状因此比起同代的其他
个体更能适应当时环境条件的个体。它们的兄弟姐妹都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遭到了
淘汰……选择这一过程包含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产生出新的合子的一系
列过程（包括减数分裂、配子形成和受精）组成，并产生出了新的变异。在这一
阶段中，除了特定基因点的变化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外，偶然性起到了最突出的作
用。在第二个阶段，即选择（淘汰）阶段，从幼体（或胚胎）阶段到成体和生殖
时期，
‘良好的’新个体不断受到检验。那些最能应对环境挑战和在与群体中其他
成员以及其他物种成员竞争中胜出的个体会获得最佳的机遇生存到生殖年龄并取
得生殖成功……它们就是‘能够生存下来的最适者’……第二个阶段既含有偶然
性也含有必然性。那些具备了适应当时环境特征的个体显然更有可能生存下

去……即使在这一阶段也不存在十分的确定性……
自然界的灾变，如洪水、飓风、火山喷发、闪电和暴
风雪，都有可能导致原本非常适应的个体死亡”（迈
尔 2009）。
那什么是“自然”呢？达尔文说，“‘自然’——
如果允许我把自然保存或最适者生存加以拟人化——
并不关心外貌，除非这些外貌对于生物是有用的。
‘自
然’能对各种内部器官、各种微细的体质差异以及生
命的整个机构发生作用。人类只为自身的利益而进行
选择：‘自然’则只为被她保护的生物本身的利益而
进行选择……我们可以比喻地说，自然选择在世界上
每日每时都在仔细检查着最细微的变异，把坏的排斥
掉，把好的保存下来加以累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有机会，它就静
静地、极其缓慢地工作着，把各种生物同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加以改
进。这种变化缓慢地进行，我们无法觉察出来，除非有时间流逝的标志”
（Darwin
1872）。表面上看，在达尔文的眼中，这自然不就是“神”么？人们会以为达尔文
打倒了一个创造物种的上帝，而又推出了一个能选择的“泛神”！
自然果真是能够成功保护其‘臣民’的神吗？笔者试问，既然自然“只为被
她保护的生物本身的利益而进行选择……”，那为何绝大多数物种还是难逃灭绝的
厄运呢？莫非自然还喜新厌旧、厚此薄彼？自然为何一轮接一轮地丢弃它自己曾
精心呵护、选择与保护下来的‘臣民’呢？
当然，达尔文也意识到这一问题：
“自然选择不会产生绝对的完善，并且就我
们所能判断的来说，我们也不曾在自然界里遇见过这样高的标准”，他说，“正如
帕利（Paley）曾经说过的，没有一种器官的形成是为了给予它的所有者以苦痛或
损害。如果公平地衡量由各个部分所引起的利和害，那么可以看到，从整体来说，
各个部分都是有利的。经过时间的推移，生活条件的改变，如果任何部分变为有
害的，那么它就要改变；倘不如此，则这种生物就要绝灭，如无数的生物已经绝
灭了的一样”（Darwin 1872）。
达尔文还讨论了自然选择对极低等生物（只营无性生殖）的作用机制。他说，
“至于极低等的生物，它们不营有性生殖，也不结合，根本不可能杂交，它们在同
一生活条件下，只有通过遗传的原理以及通过自然选择，把那些离开固有模式的
个体消灭掉，才能使性状保持一致。如果生活条件改变了，类型也发生变异了，
那么只有依靠自然选择对于相似的有利变异的保存，变异了的后代才能获得性质
的一致性”
（Darwin 1872）。现代的研究发现，不同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侧向转移也
十分普遍（这其实就是一种杂交），对新物种的形成可能也是至关重要的。
杜布赞斯基（1964）认为，
“选择的本质就是一个群体中的不同基因型携带者，
·86·

对后代的基因库（gene pool）作出不同的贡献。在同一个环境中，有些基因型的
贡献要比另一些的相对大些。一个已知基因型的携带者，把它们的基因传递到其
后代基因库中去的相对能力，就是那个基因型的适应值（adaptive value），也就是
达尔文的适合性（fitness）”。
2．对达尔文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批评及达尔文的反驳
自然选择作为进化机制并未轻易为人们所接受。华莱士倾向于自然选择只存
在于不同类群和物种间而不是个体间；赫胥黎仍不采用自然选择理论而认为进化
是由于具有显著效应（“跳跃”）的变异引发的；海克尔也不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
的机制，他将选择看做是由定向过程导致的对变异的过滤，并认为进化是一个向
如人类这样的更高形式的演替过程（巴顿等 2010）。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一些人对自然选择产生了不少疑问：自然选择
到底是一种动因、过程或是过程的结果？这词的最大缺点是含有谁在选择的意思，
许多人批评达尔文不加限制地将自然人格化，当自然神论者诉求于上帝时，达尔
文则求助于自然，认为达尔文废黜了圣经中的上帝岂不是为了用一个新的上帝——
自然来代替它（迈尔 1990）
？
面对批评，达尔文反驳道：
“有几位著者误解了或者反对‘自然选择’这一用
语。有些人甚至想象自然选择可以诱发变异，其实它只能保存已经发生的、对生
物在其生活条件下有利的那些变异而已……避免‘自然’一字的拟人化是困难的；
但我所谓的‘自然’，只是指许多自然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而言，而法则则是
我们所确定的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只要稍微熟悉一下，这些肤浅的反对论调就
会被忘在脑后”（Darwin 1872）。
达尔文反驳说，
“照字面讲，没有疑问，自然选择这一用语是不确切的；然而
谁曾反对过化学家所说的各种元素有选择的亲和力呢？严格地实在不能说一种酸
选择了它愿意化合的那种盐基。有人说我把自然选择说成为一种动力或‘神力’；
然而有谁反对过一位著者说万有引力控制着行星的运行呢？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
比喻的言词包含着什么意义；为了简单明了起见，这种名词几乎是必要的……”
（Darwin 1872）。笔者认为，或许是由于自然一词的寓意过于宽泛，才招致人们对
自然选择的怀疑。
由于一些批评者不满意“自然选择”一词，达尔文在后续的《物种起源》版
本中采用了哲学家斯宾塞的简洁隐喻“最适者生存”，但这又招来新的反对意见，
认为他的整个自然选择学说原来是奠基在同义反复上：
“谁生存？最适者，谁是最
适者？能生存的”（迈尔 1990）。达尔文曾说，“获胜的自然游戏就是胜者所玩的
游戏”
（考夫曼 2004），这也是“适者生存”的另一种表述。考夫曼（2004）指出，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适应性似乎是一种定义循环，因为两者都意味着后代数量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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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 年）在 1903 年出
版的《进化和适应》一书中借用德弗里斯的突变论对自然选择和功利主义自然观
进行了攻击，他认为根本没必要去想象选择会在任何水平起作用，任何突变只要
不与环境明显不相容，就可以生存和繁殖，因此，环境并不能有效地控制进化，
进化的历程完全由各种突变来决定（鲍勒 1999）。
英国进化生物学和生理学家罗马尼斯（George John Romanes，1848～1894 年）
发明了“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一词。Romanes（1886）指出，“自然
选择理论名不副实，严格地说，它不是一个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它是一个关于
适应性起源（不如说累积性发展）的理论，不管它们是形态的、生理的或精神上
的，或类似地在属、科、目和纲的水平”。他认为达尔文并未实际展示自然选择是
如何产生物种的，虽然那本名著的题目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利用选择理论可解释一个群体如
何应对环境的挑战而变化，但却无法解释单一的群体
如何分化成若干不同的类型。
Robson 和 Richards（1936）指出，“我们不相信，
在进化中作为一个可能的因素的自然选择是可以忽视
的。然而，却很少正面的证据对它是有利的……以致
使我们没有权利来确定它在进化中有主要的创造性作
用”。巴顿等（2010）指出，“一个通常对自然选择的
批评认为自然选择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东西，而仅仅是
在确定的可能范围当中发生变换”
。
有些批评反对说自然选择只能影响现存的性状，
并不解释新性状的出现，然而对于生物学家来说，根
G. J. Romanes
本没有“新性状”，只有原先存在的性状的饰变——海
龟的骨壳、攀爬动物的鳞、鸟类的羽、哺乳类的毛，全都是鱼类被角质层覆盖的
骨质层的鳞状皮肤的饰变，陆地脊椎动物的五趾型附肢只是早期硬骨鱼类的鳍的
骨骼的精细加工（Cox and Moore 2007）。
美国的律师麦柏（Norman Macbeth）是一位反达尔文主义者，他在 1973 年出
版的 Darwin Retried 一书中列举了一些批评自然选择是同义反复的例子：霍尔丹
（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在 1935 年说，
“……适者生存一词是一种赘述，
正如许多数学的定理，用两种不同方法叙述真理，并无害处”；迈尔（Ernst Mayr）
在 1963 年说，
“……那些留下最多后代的个体，照定义就是最能适应的生物”；辛
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在 1964 年说，
“只有将适者定义为生育众多的品
种，才可以说自然选择促进新种。事实上遗传学家的确是这样下定义的，其他人
或许感觉费解。对一位遗传学家来说，适应与否跟健康、气力、美貌或任何其他
条件都无关，唯一的要素就是生育效率高”。沃丁顿（Conrad Hal Waddingto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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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最大的贡献当然是他的学说：进化的过程可以用自然选择及偶然变异来解
释。起初，自然选择被认为只是一种学说，将要用实验和观察来证明。但是细察
下来，原来他只是一种赘述，是必然性的宣言，只因前人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关
系而已。进化论说，在一个群体之中，最能适应的个体（用遗下最多子孙为定义）
，
必定留下最多的子孙。这样的赘述绝对没有减少达尔文伟大的成就；只有当学说
清楚地公式化列出以后，生物学家才认识到这个原理
具有的解释能力何等厉害”。
还有另一种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质疑。考夫曼认
为，许多生物体是通过自身组织形成的，是通过自身
复杂的内在体系而不是自然选择逐渐合成的，他说，
“无论创造主义科学家如何抱怨，达尔文和他的进化
论与我们总有一段距离。达氏观点究竟对不对呢？换
句话说，他的理论观点适用不适用呢？我认为它不适
用，并不是达尔文本身错了，而是他只抓住了真理的
一部分”（贝希 1998）。笔者认为，考夫曼不是没有
一点道理，但这仅是一种猜测而已，因为他的“复杂
论”本身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虽然他嗅出了一
些端倪。
总之，达尔文及其支持者们本来是想用他们的进化论去打倒神创论，却被误
认为是将自然选择神灵化，批评者们攻击说怎能用这样一个无法界定的空洞的词
藻来解释一切进化现象呢？显然，达尔文的一个失败之处就是他没能给他的“自
然”一个合适的界定，虽然他几乎意识到了适合于描述“自然”的准确意义，如
果他找到了一个通俗易懂且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术语来替代“自然”也许情况就
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自然”一词确实是太为抽象和宽泛。
此外，达尔文确实过于强调外在因素在物种进化
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内在因素的可能作用。正如法国
哲学家德日进在 Le Phénomène Humain（中译本《人的
现象》）一书中所说，“生物学家本着分析及决定论的
方法，坚持找到一个在外来刺激或统计下有关生命发
展的原则，这就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等。从这种观
点来看，生命世界绝不会进展的——如果它真有进展
的话，而只是自动调整自己一切力量的总和而已……
要把一个人从他自然的惰性及成规中摇撼，并且不断
地打破笼罩他的架构，那只有从外表来撼动、践踏他
而已”（de Chardin 1955），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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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自恩格斯的批评——马尔萨斯的“斗争”是自
然选择的唯一手段吗？
达尔文认为是通过生存斗争实现自然对变异的
选择的，而生存斗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马尔萨斯提出
的一切生物按几何级数增殖导致的与有限资源之间
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
迁移、地理气候变化与性选择也能驱动进化。
恩格斯（1925）说，“没有这种过度繁殖，物种
也会变异，旧种会绝灭，新的更发达的种会代替它们。
例如，动物和植物迁移到新的地域，那里的新的气候、
土壤等条件会引起这些变异。如果在那里适应下来的
个体活下去了，并且由于不断增长的适应而形成新种，而其他较稳定的个体却死
亡和最后绝灭，而且那些不完善的、出于中间阶段的个体也随同它们一起绝灭，
那么，没有任何马尔萨斯主义，这种情形也能够发生并且已经发生了；就算马尔
萨斯主义在这里出现，它也丝毫不改变过程，最多不过使过程缩短而已”。
恩格斯说，
“在某一给定的地区的地理、气候等条件的逐渐变化（如中亚细亚
变干燥）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究
竟动物和植物成员在那里是否相互
压迫，这是无关紧要的；由这些变
化决定的有机体的进化过程在照样
发生”，“关于性的选择也是一样，
在那里马尔萨斯主义也仍旧是毫不
相干的”（恩格斯 1925）。
恩格斯认为，虽然达尔文的生
存斗争的见解在某种狭义的范围内
是有道理的，但“最适者生存”把
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因为：①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
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首
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的在某些方
面也能够这样；②由于对变化了的
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
对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尔萨斯
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 年）的
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
《人口原理》（发表于 1798 年）
应总的说来能够意味为进化，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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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退化（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化）（恩格斯 1925）。
其实恩格斯所说的这些问题达尔文都有涉及，只是由于达尔文进化论自身的
根本缺陷才会招致如此批评。当然，这里还引出了非资源性竞争相关的适应在物
种进化中的作用问题。恩格斯的批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并不是所有的进化
都能由马尔萨斯的过度繁殖与生存斗争所决定，其他因素也能决定进化的方向。
三、不是所有的性状都是有用的——达尔文的“相关
生长”
1864 年，瑞士植物学家耐格里（Carl Wilhelm von
Nägeli，1817～1891 年）提出，一般来说，许多性状
类型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不能由选择来发展，博物
学家用来区别关系密切物种的细微性状不具实用价
值，19 世纪末，相信自然的构成并不完全由于适应的
观点构成了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主流观点（鲍勒 1999）。
达尔文也承认通过选择并不能解释所有非适应的
性状，有些性状不可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认为耐格
C. W. von Nägeli
里夸大了这种性状存在的广泛性。达尔文补充了“相
关生长”的概念，即假如在生物生长过程中，两个性
状密切相连，那么有利于其中一个性状的自然选择，就会自动促进另外一种性状
的发展，无论这种性质有没有价值（鲍勒 1999）。
四、达尔文理论能解释在进化的独立路线中出现相同器官的现象吗？
英国动物学家米瓦特（St.George Jackson Mivart，1827～1900 年）是一位自
然选择学说的反对者。他在于 1871 年出版的《物种的发生》一书中指出，在不同
的进化分支中，发现了大量奇特的巧合联系。例如，为何章鱼的眼睛与人的非常相
似？对随机变异的选择根本不可能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之间产生出这种相似性。
柏格森（1907）说，
“自动淘汰不适者的适应过程，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思想既
简单，又明确。不过，这个思想认为制约进化的外部原因仅仅具有消极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它在解释复杂器官的进化和（可以说）由低向高的直线发展时便困
难重重。两条截然不同的进化路线上的两种极为复杂的器官，却具有相似的结构，
在解释这一点时，这个思想遇到的困难简直不知要大多少！偶然变异无论多么微
小，都意味着大量物理化学微小原因的作用。因此，偶然变异的积累（如必然产
生复杂结构的那种积累）就必定要求几乎无数种无限小的原因共同发挥作用。这
些原因完全是偶然的，处在时空的不同点上，它们何以会以同样的次序重现同样
的东西呢？谁都不会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达尔文主义者本身也仅仅主张：相
同结果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原因；要到达同一个地点，有不止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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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认为，
“产生新物种的变异也可能暗示出了意识和意志……在进化论的
所有后来形式当中，唯有新拉马克主义能够承认进化的内部心理原理，尽管他并
不总是如此。在我们看来，新拉马克主义也是唯一能够解释进化的独立路线上出
现相同器官的进化论。这是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旨在将相同环境转变为有
利因素的同样努力，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尤其当环境提出的问题仅仅承认一种
解决办法的时候，更是如此”。
五、达尔文理论能解释“不可降低的复杂性”吗？
达尔文曾说，
“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
的、微小的突变而来，我的学说就必完全瓦解了”。他说，“有人曾经反对说，为
了要使眼睛发生变化，并且作为一种完善的器官被保存下来，就必须有许多变化
同时发生，而据推想，这是不能通过自然选择做到的；但正如我在论家养动物变
异的那部著作里所曾企图阐明的，如果变异是极微细而逐渐的，就没有必要假定
一切变异都是同时发生的。同时，不同种类的变异也可能为共同的一般目的服
务……”
（Darwin 1872）
。当然，达尔文针对复杂器官演化问题的回答并未让所有
人满意。
19 世纪的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 Herschel，1792～1871 年）反对自然选
择中的随机因素，称之为“无秩序的定律”
（巴顿等 2010）。20 世界中叶，德裔美
国遗传学家戈尔德施米特（Richard Goldschmidt，1878～1958 年）列出了一连串
的复杂结构，从哺乳动物的毛发到血红素，他认为都不可能是由小突变渐渐累积
而来的，因此作出了进化论已完全瓦解了的结论（詹腓力 1999）。
美国生物化学家贝希（Michael Behe）也是智能设计的倡导者。他宣称找到了
一种生物系统不是通过“无数次、渐进而微小的
变化”而形成的，他在 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中译本《达尔
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论对进化论的挑战》）中
说，
“在开始阶段，任何一种系统都具有不可降低
的复杂性。在这里，
‘不可降低的复杂性’指的是
某个系统是由匹配得当、相互关联的几个部分组
成，这些部分是这个系统发挥功能的基础，因而
缺少任何部分都将使这个系统无法有效地发挥功
能。不可降低的复杂系统并不是由前一个系统通
过微小而渐进的变化直接产生的。一种不可降低
的复杂的生物系统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对达
尔文的进化论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既然自然选
择只能选择那些正在发挥功能的系统，那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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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渐进发展的生物系统只能是作为整体一次形成的，因为自然选择对这样进化的
系统是无所作为的”。贝希列举的所谓“不可降低的复杂性”例子很多，如甲虫炮
弹、纤毛运动、DNA 复制、电子传递、光合作用、转录调节等（贝希 1998）。
贝希描述的“不可降低的复杂性”的第一个现实原型就是甲虫炮弹，“炮手”
是一种小小的甲虫，当受到威胁时，能从身体后部一个孔眼向敌人喷射出一股滚
热的溶液攻击目标，通常还能将其变为美餐，而这样的一个防御系统需要一系列
机构的相互配合——储囊、膨胀器、分泌过氧化氢酶的外胚层腺、分泌叶、括约
肌和出口管等。储囊含有一个氢醌和过氧化氢混合物，当它转变成膨胀器时，由
过氧化氢酶使其爆发。他说，
“随着那些无法解释的、不可降低的复杂的生物系统
数量的增加，我们相信达尔文提出的自我学说崩溃的标准确实达到了科学所能设
定的极限”。
笔者认为，如果按贝希的说法，那细胞中的大部分过程都是所谓的“不可降
低的复杂性”，因为细胞中很多生物分子（如氨基酸、脂类、维生素、血红素等）
的合成都包含十分复杂的步骤。其实他也说不清到底什么程度应该称作“不可降
低的复杂性”，因此，笔者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比达尔文的微小变异的连续累积不
会更清晰。此外，贝希也根本找不出确凿证据来证实这种系统就是一次形成的，
也不过是一种假设性的推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从抽象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可
以想象，那种不可降低的复杂性只不过需要的是一种多次同步的变异——进化也
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具不确定性”
（贝希 1998）。笔者认为，生命从单细胞的原核生
物演化到人类这样极为复杂的哺乳动物，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经历了无数变异
的累积过程，人体的任何一个系统（如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排泄系统、免疫系
统等）都不可能一蹴而成，越是复杂的生物越是如此。其实，即使在生化水平上，
生物体内的很多反应循环及其链接都只可能是渐进演化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看到
的复杂系统，也许是从更为简单的系统发展而来，而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复杂。
此外，这还要看你如何定义进化的渐进性。达尔文没有明确定义何为渐进变
化，而他的反对者和拥护者都是如此。其实，面对如此
复杂的生命世界，无论渐进性还是不可降低的复杂性都
难以严格定义，或者说，根本无法给出一个定量化的判
别标准。
依笔者之见，如果想一想生命的起源，大自然不是
从简单而离散的有机化合物发展出了具有组织性和结构
化的复杂生命系统吗？因此，这种生命的开端仿佛就是
一种随机性筛选出功能性，进而形成客观选择性的过程。
六、进化论——以辩护代替求证的理论？
奥地利裔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

K. P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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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94 年）曾说，达尔文学说并非真正的科学理论，因为自然选择是一种全
能的巧辩，可以解释一切事物，所以就等于没有解释任何事物（詹腓力 1999）。
这是一种方法论的批判。
美国法学教授、反达尔文主义者詹腓力（Phillip E. Johnson，1940～）在 Darwin
On Trial（中译本《审判达尔文》）一书中说，达尔文“形容《物种起源》一书是
‘冗长的辩论’。辩论的中心便是认为共同祖先是很合理
的，所以严谨的试验是不需要了。达尔文没有提出冒险性
的实际试验，所以这科学的开头便错了。他领先以理论化
解化石记录；引用人工选种繁殖为证据但不提及它的限
度；将微变与巨变的重要分别抹杀，因此自己树立了以辩
护代替求证的传统”（詹腓力 1999）。
因为进化论难以求证，所以到处充斥着辩护与反驳。
例如，法国动物学家 Pierre-Paul Grassé（1895～1985 年）
在 Evolution of Living Organisms 一书中说，“很难相信，
恰好的突变，会准许动植物达到自身的需要。然而，达尔
文理论甚至要求得更多：单一的动植物需要数千次的运气
和适当的机遇方可造出。也就是说，奇迹必须成为普遍规律：可能性极小的事件
会轻易发生……没有禁止白日做梦的法规，但科学不可沉迷于其中 ……‘巧合’
成为无神论掩盖下的一种天意，人们不仅这样命名，而且暗中崇拜它”（Grassé
1977）。
但是，以研究视觉机制而闻名的美国生理学家、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沃尔德（George Wald）却认为，
“事
实上时间是生命起源中的英雄。我们涉及的时间长达 20
亿年……有了这么长的时间，‘不可能’会变成可能，可
能会变成或然，或然会变成必然。只要等待，时间就会创
造奇迹”（古尔德 2008）。
Mills（2010）在《进化论传奇：一个理论的传记》中
说，“他把《物种起源》写成了一部长篇论辩，更像是一
位律师的辩护状，而不像是一篇用永恒规律写就的宣言。
这至少反映在他的潜意识中，他懂得生物体不是物体，不
大可能臣服于他写下的任何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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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变异从何而来？
没有变异就没有进化，这是从古到今所有进化论者毋庸置疑的共识。但是，
关于变异的来源或产生方式（渐变或突变）却是历来进化论者争论的焦点之一。
关于来源，博物学家、遗传学家、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各持己见。关于产生方式分
为两大阵营：博物学家信奉渐变论，他们以“自然无跃进”为箴言，而遗传学家
和物理学家则信奉突变论。杜布赞斯基（1964）曾说，
“对于自然选择学说最常发
生的异议，也许就是说这个学说没有能说明遗传变异的原因，而只是先承认有变
异的存在，然后自然选择就得以发生作用”。
一、拉马克和达尔文（博物学家）——环境与适应决定变异
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强调动物的主动性适应，他认
为生物在趋于完美意志力的驱动下进行变异与适应而获得遗传，而这种适应的形
式就是所谓的用进废退。相比之下，达尔文更相信不同的生存环境引起变异（虽
然他也承认拉马克的用尽废退可导致变异）
，认为这样的变异主要是随机的，并通
过自然选择而获得遗传。虽然拉马克强调主动性适应（意识性适应）而达尔文更
强调被动性适应（非意识性适应）
，但他们都认为生理体制上的变化最终会走向遗
传（这似乎是博物学家的一种直觉）
。
但是，现代生物学家（特别是分子遗传学家）则认为这有悖于所谓的“中心
法则”。巴顿等（2010）指出，“现代进化理论假设突变和选择是分开的过程。突
变（和重组）产生变异而不考虑其后果（如生存和繁殖）；选择和其他作用于变异
的力量导致了适应”。当然，他们也承认，“否定‘拉马克’进化的可能性或者证
明突变和选择不相联系都是非常困难的”。
达尔文一方面旁征博引地阐述了自己对变异原因的种种分析，但又承认他并
不知道变异产生的真正原因，这也是他的进化论常常遭受攻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对变异的认识依赖于表象与想象，颇为含混不清。他在
《物种起源》中说，“在较早驯化的动植物中个体之间的差异……一般都比自然状
态下任何一个物种或变种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更显著”，而事实上这可能并不准确，
因为，有人甚至认为家畜和栽培植物的品系或品种的个体之间的变异是非常小的。
达尔文认为将家养动物饲养在不同环境之中就会产生更多的变异，他说，
“生活条
件的变化，在引起变异上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它既直接作用于体制，又间接影响
到生殖系统”。达尔文指出，
“个体如果饲养的越多，变异出现的机会也越多”。这
既有一定道理，但也并非绝对如此。

达尔文认为动物“品种的改良，一般绝不是由于不同品种的杂交”，但有时又
说，
“在某些例子中，不同原种的杂交，在我们的品种的起源上，似乎起了重要的
作用”。
达尔文也指出了生物自身的适应性对变异的意义，他说，
“博物学者们接连不
断地把变异的唯一可能原因归诸于外界条件，如气候、食物等。从某一狭义来
说……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譬如说，要把啄木鸟的构造，它的脚、尾、
喙，如此令人赞叹地适应于捉取树皮下的昆虫，也仅仅归因于外界条件，则是十
分荒谬的”（Darwin 1872）。
达尔文说，
“变异性是由许多未知的法则所支配的……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
生活条件的一定作用，但究竟有多大程度，我们还不知道。有一部分，或者是很
大的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器官的增强使用和不使用。这样，最终的结果便成为无
限复杂的了”。
达尔文其实颇为迷茫，他说，
“在分明不同的外界条件下的同一物种，能产生
相似的变种；另外，在分明相同的外界条件下的同一物种，却产生不相似的变种，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事例。还有，有些物种虽然生活在极其相反的气候下，
仍能保持纯粹，或完全不变，无数这样的事例，对于每一个博物学者都是熟悉的。
这种论点，便使我考虑到周围条件的直接作用比由于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原因所引
起的变异倾向较不重要”。他的直觉和推理是对的，但他对有性生殖的机制一无所
知，在他的思想中，作为个体变异来源的有性生殖只具有非常次要的作用。
二、魏斯曼（发育遗传学家）——有性生殖是变异的唯一来源
德国遗传学家魏斯曼（August Weismann)认为有性繁殖是能产生无限个体变
异的唯一途径，而这正是生物种群的主要特征，在受精时“就好像是两股遗传趋
势汇合（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这种结合是可以遗传的个体性状的起因，而且我
还相信产生这样的性状是有性繁殖的真谛。这一过程（有性繁殖）的目的是产生
作为自然选择形成新物种的素材的那个个体差异”
（迈尔 1990）。
杜布赞斯基（1964）说，“魏斯曼早在 1892 年就已指出，有性生殖能够增加
遗传的变异性。遗传学已经证实了这个预言。有性繁殖造成了无数的基因组合，
它们可以被自然选择来测验其适合性”。
魏斯曼将有性繁殖作为个体变异的唯一途径未免过于夸张（虽然是主要途
径），但他意识到有性生殖对个体变异的重要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那时还不可
能认识到有性生殖的分子机制和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有性生殖也不是如魏斯曼
所说的是为了产生变异，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谢平（2013）：进行有性生
殖的物种是以群体基因库的形式保存着变异性状（如通过等位基因）
，此外，虽然
有性生殖在减数分裂中容易导致基因变异，但它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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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柏格森（哲学家）——生命的原始冲动是变异的根本原因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 年）在
《创造进化论》一书中指出，
“……生命的原
始冲动（original impetus），通过连接代际间
隔的成熟有机体从前一代胚芽传给下一代
胚芽。这种冲动沿着进化的路线持续，被这
些路线分开，它就是变异的根本原因，至少
是那些被有规则地传递的变异的根本原因，
是那些积累和创造新物种的变异的根本原
因。总之，从物种开始从共同的祖先分化起，
它们就在各自的进化过程中强化了自己的
差异。然而，在某些确定的点上，它们又可
能出现共同的演变；实际上，倘若接受‘共
同冲动’的假定，它们就必须如此”。那什
原文书名：L’Evolution Créatrice（1907）
么是这个原始冲动呢？柏格森说，“所谓原
始冲动，就是一种使生命得以发展的内在冲动，其形式越来越复杂，其最终目标
越来越高”
（柏格森 1907）。这不就是拉马克所说的一切生命就具有一种内禀的趋
于向高级生命进化的趋势么？
四、德弗里斯（遗传学家）——新物种通过突变（而不是微小的连续变异）而形成
荷兰植物遗传学家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1848～1935 年）于 1886
年偶然发现了两株与众不同的拉马克月见草（Oenothera lamarckiana）类型，之后
对月见草的突变现象进行了长达 16 年的试验研究。他提出了基于突变的物种形成
理论：①新的基本种可不经过任何中间阶段而突然出现；②从它产生的时刻起，
新的基本种通常是完全稳定的；③就性状来说，大部分新类型恰恰相当于基本种，
而不是相当于真正的变种；④基本种常常是在同一时刻内，或至少在同一段时间
内，出现在大量个体中；⑤新的性状同个体的变异性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⑥形成新的基本种的突变，是在所有的方向上发生的，所有的器官几乎在所有可
能的方向上都会发生变化；⑦突变是周期性出现的。德弗里斯于 1901～1903 年撰
写出版了《突变理论》一书，认为达尔文的微小变异并不是形成新物种的真正基
础，而新物种主要是通过跳跃式的变异——“突变”而产生的（任本命 2005）。
后来，人们发现德弗里斯在月见草中所观察到的突变现象多属于染色体畸变
或染色体重排，有些甚至是多倍体，与个别基因的突变有很大不同。之后的遗传
学家对德弗里斯的突变理论进行了充实与修正。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 年）于 1910 年首先在果蝇中发现了基因突变，美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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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学家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1890～1967 年）于 1927 年、美国遗传学家
斯塔德勒（Lewis John Stadler，1896～1954 年）于 1928 年分别用 X 射线等在果
蝇、玉米中最先诱发了突变，1941 年德国犹太人奥尔巴克（Charlotte Auerbach，
1899～1994 年）和俄国犹太人罗伯逊（John Michael Robson，1900～1982 年）发
现芥子气可以诱发果蝇的基因突变。
现代分子生物学家认为，突变是指发生在遗传物质 DNA（或 RNA）上的可
遗传变化，或者简单地说，突变就是指 DNA 碱基对的改变。这样一来，突变可
以小到一个碱基的变化，也可大到成段 DNA 的改变。
根据对个体的适应意义，突变被区分为三类：有利的、中性的和有害的。基
因型中包含了有利的新突变的个体将会得到自然选择的支持，但这会十分稀少，
常见的是不影响表现型适应度的突变（即所谓的中性突变），而有害的突变将会遭
到选择的抵制，如果有害突变是隐性的，它们将会以杂合形式在群体中存在下去，
如果它们直接遭到淘汰，就是所谓的致死突变（迈尔 2009）。
但是，巴顿等（2010）认为，
“最初遗传学家强调单个突变作为新物种形成原
因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新物种是通过单个基因突变的巨大效应直接产生的。事实
上，因为两个原因，这种例子很罕见。第一，巨大表型效应的改变总是破坏生物
体的，是有害的。第二，当导致生殖隔离的突变稀有时可能会受到相反的选择……
雌性可能不会偏好一个新的雄性性状，反之，一个新性状雌性的偏好会导致花很
多的代价去寻找稀有的那些携带该性状的雄性”
。笔者认为，这些都不能绝对一概
而论，也无法给予实证，其实，变异对成种的影响大小与生物的体制密切相关。
此外，基因突变看似与达尔文的渐变论矛盾，但鲍勒（1999）认为，
“现代的
自然选择遗传理论仍然认为突变是变异的原材料，但是已经表明这些突变融入到
群体中；但是突变在融入到群体中使群体的变异表现出连续性，则正符合达尔文
的设想”。
五、薛定谔（物理学家）——只有突变才能遗传

E. Schröd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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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 年）在其 1944 年出版
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对达尔文的“变异”进行了
猛烈的抨击，他说，
“今天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达尔文
是错误地把即使在最纯的群体里也会出现的细微的、连
续的、偶然的变异，当作是自然选择的原始材料。因为
后来已经证明，这些变异是不遗传的”（ Schrödinger
1944），另外，他对德弗里斯的突变论大加赞赏，甚至将
其吹捧为“生物学的量子论”
！薛定谔彻底否定达尔文的
连续变异理论，认为那些细微的、连续的变异是不可能

遗传的。但问题是，要区分哪些变异是可遗传的哪些是不可遗传的却是十分困难的。
但薛定谔也说，
“突变肯定是遗传宝库中的一种变化……突变是达尔文描述的
自然选择的合适的原料，在此过程中，通过不适者被淘汰、最适者生存从而产生
新种……只要用‘突变’来代替‘细微的偶然变异’
（正如在量子论中用‘量子跃
迁’来代替‘能量的连续转移’），达尔文学说的其他方面是不需要作什么修改的”
（Schrödinger 1944）。笔者认为，物理学家的量子理论看上去与分子遗传学家的基
因突变理论十分情投意合，这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是，这在
本质上也是一种唯基因论（基因万能、基因决定论）。
当然，薛定谔也意识到，
“如果突变是如此的频繁，以致有很多的机会，比如
说，在同一个体内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突变，而其中有害的突变又总比有利突变
占优势，那么，物种非但不会通过选择而得到改良，反而会停滞，甚至会消亡。
由基因的高度持久性形成的相当程度的保守性是十分必要的”（Schrödinger
1944）。
杜布赞斯基（1964）指出，
“遗传变异通过突变而起源的发现，说明了在自然
群体中，选择所借以发生作用的材料是存在的。在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中，他自己
也深深地知道的最大困难，由此也就被消除了”，他还强调了突变的随机性：“遗
传学断言，生物并没有具备天赋的产生适应于环境所需要的突变的能力”。
事实上，生物体内的生化机制表明，物种并未放任变异，它们时刻都在努力
减少 DNA 复制过程中的错误以维护遗传的稳定性，这是因为生物界普遍存在着
DNA 的修复机制。但是 DNA 修复又需付出能量与时间的代价，因此是对少量错
误的一种“无奈”的放弃（可能正是这种“无奈”，成为生物界得以如此繁盛的重
要契机之一）。此外，有时不能保证对一切错误的完全修复。例如，当在 DNA 双
链的同样位点同时出错（无论是复制错误还是受到物理化学条件的诱导）时，则
修复就不再可能，要么由于它是有害的突变而被淘汰，或中性或有利的突变而被
保留，如果足够幸运的话，甚至可成为新的等位基因而在种群中扩散。或许可以
设想，如果在配子中再多一份拷贝（二倍体）
，或许就能保证更好的遗传稳定性，
但事实上，这样的结果往往会导致一个新物种的出现！
六、遗传突变——复制错误、染色体重组与多倍化
由于遗传物质——DNA 的信息单元数量巨大，使得分毫不差的精确复制与维
持极为困难，因此，种族一方面努力清除突变（在复制期间对 DNA 进行校正与
修复机制）以维持同质性，而另一方面为了保证速度又不得不对极少的差错进行
妥协。这样看起来，突变因为遗传信息不能精确复杂而不可避免（图 9-1）
。从潜
力上来看，原核生物每碱基对每次复制的突变速率远高于真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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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突变速率与基因组大小的关系。RNA 病毒（红色）：犀牛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水泡

性口炎病毒和麻疹病毒；DNA 病毒（绿色）
：M13、、T2 和 T4；古细菌（蓝色）：Sac——嗜
酸热硫化叶菌；细菌（蓝色）：Eco——大肠杆菌；真核微生物（紫色）：Sce——酵母、Ncr——
粗糙链孢菌；后生动物（黑色）
：Cel——线虫、Dme——黑腹果蝇、Mmu——小鼠、Hsa——人
类（引自 Sniegowski et al. 2000）

对真核生物来说，染色体重组（表 9-1）对物种变异的贡献不容忽视，即在减
数分裂过程中亲代染色体之间出现联会与片段交换，从而导致染色体变异。总之，
正是 DNA 复制过程的无可奈何的副产物——变异性在生命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它与有性生殖模式相配合，在推动物种分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表 9-1
生物类群

不同类群染色体进化速率的变化
检测的属的数目

属的平均年龄

每百万年染色体的净变化

鼠

42

4.6

17.8

灵长类

12

4.4

14.2

兔

3

9.0

12.8

有蹄类动物

14

4.3

11.5

食虫和贫齿类动物

8

11.0

6.5

食肉动物

11

11.6

4.5

蝙蝠

17

10.7

3.3

鲸

3
—

6.3

1.7

7.7

9.1

8

1.9

1.3

有胎盘哺乳动物

平均
其他脊椎动物
有袋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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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测的属的数目

属的平均年龄

每百万年染色体的净变化

蛇

生物类群

12

12.4

2.6

蜥蜴

15

23.0

2.4

海龟和鳄鱼

13

51.0

0.21

青蛙

12

16.7

1.8

火蜥蜴

9

21.5

0.6

硬骨鱼

23

18.8

2.6

—

20.6

1.7

前鳃亚纲软体动物的蜗牛

16

64.7

0.3

其他蜗牛

15

49.0

0.4

平均
软体动物

双壳类
平均

3

77.0

0.1

—

64.0

0.3

资料来源：Wilson et al. 1975

值得注意的是，多倍化成种似乎是达尔文渐变论的最大例外。在细胞分裂过
程中，基因组的两份拷贝需要合理地分配到两个子细胞中，但由于染色体分离出
错，偶尔会出现个别染色体甚至整个基因组的加倍现象。基因组加倍导致的多倍
化（polyploidization）是一种剧烈的突变形式，但是，它在真核生物的物种分化中
却具有重要意义。据称，在蕨类植物中约有 16%的物种形成事件涉及染色体数目
的变化，大约 7%的成种事件包括多倍化，在被子植物中，2%～4%的成种事件包
括一个基因组的加倍；而与植物相比，动物通过多倍化而成种的事件却十分罕见
（巴顿等 2010）。
蕨类植物单倍体染色体数目的分布见图 9-2，可以用奇数和偶数染色体数目的
比例估算多倍化的发生，即基因组的加倍得到偶数的染色体数目，反之其他类型
的染色体改变将导致偶数和奇数间的随机摇摆。在所有植物里，蕨类植物瓶尔小
草（Ophioglossum vulgatum）是迄今已知染色体数目最多的植物，有 2n=1260 条
染色体和约 84 个祖先基因组拷贝（巴顿等 2010）。如此之多的染色体实在令人惊
讶，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如何将它们精确地分配到子细胞中去恐怕也非易事。很难
说，这不是染色体反复加倍的结果。好奇的是，瓶尔小草为何会如此独特呢？
在动物界，多倍体偶见于一些低等无脊椎动物（如马蛔虫、果蝇、尺蠖、蝗
虫、丰年虫、蜗牛等），也见于少数高等动物（如泥鳅、蛙和蝾螈等）。但是，多
倍化对哺乳动物似乎是致命的。例如，人类在倍型水平上的大多数改变都有可怕
的后果，除 21 号染色体的三倍体会导致唐氏综合征以外，所有其他的倍型改变将
会导致胎儿期或很早的死亡（巴顿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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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蕨类植物单倍体染色体数目的分布，但省略了单倍体基因组染色体数目多于 200 的 14
个物种（引自 Otto and Whitton 2000）

七、变异在群体中的保存与扩散——孟德尔的性状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
奥地利牧师孟德尔从 22 种豌豆株系中挑选出 7 个特殊的性状（每一个性状都
能区分为显性与隐形两种形式），进行了为期 8 年的一系列杂交试验，提出了著名
的 3∶1 比例（图 9-3），并于 1866 年正式发表在布隆自然历史学会的杂志上，可
惜宛如石沉大海，学术界对此毫无反响。在 30 多年之后，它才被德国植物遗传学
家科灵斯（Carl Erich Correns，1864～1933 年）重新发现，并总结成两个定律——“性
状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接着人们发现，基因也不是总会独立分离的（连
锁现象），多个基因可以同时影响一个性状（多等位基因）等。
aa

AA

亲本 Parents

Aa

AA

Aa

Aa

F1

aa

F2

F3

图 9-3

孟德尔表示 3 与 1 之比的杂交试验图解。图解了两个具有不同性状豌豆株系的杂交结

果，在 AA 或 Aa 基因型的个体中都表现出显性性状（ ），隐形性状只在具有 aa 基因型的个体
中（ ）才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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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之后，英国数学家哈迪（Hardy G H）和德国医生温伯格（Weinberg W）
对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赋予了群体遗传学的含义，他们假定在一个随机交配群体（满
足群体无限大，没有突变、选择、迁移和遗传漂变等条件）中，等位基因 A 和 a
的频率分别为 p 和 q，则基因型 AA、Aa 和 aa 的频率分别为 p2、2pq 和 q2，这被
称为哈迪-温伯格定律（Hardy-Weinberg Law）（式 9-1）。但不过是孟德尔遗传定
律的复述而已，只是添加了一些理想的前提条件。
(p+q)2 = p2 + 2pq + q2
（9-1）
孟德尔定律并未涉及基因变异如何产生，但它却试图说明变异的性状或遗传
因子（现称为基因）如何能在群体中保持稳定而不至于被稀释的机制（正如魏斯
曼所称，遗传是“刚性的”）。当然，该定律表明遗传因子的随机组合能产生多样
的表型。将孟德尔定律改头换面得来的所谓哈迪-温伯格定律被奉为群体遗传学的
重要基础。
八、对种内个体间表型变异之疑惑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生成》中就曾说，
“有些子代相似于
亲本，有些则不相似；无论在整个躯体方面还是在各个部分方面，某些子代相似
于父亲，有些则相似于母亲，它们相似于亲本胜过相似于远祖，相似于前辈胜过
相似于随便什么人……”（亚里士多德 1997）。
公元 6 世纪前，我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种谷》中说，
“凡谷成
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
这是对生物变异的记载（汪子春和陈宝绰 1997）。
达尔文曾说，
“在同一父母的后代中出现的许多微小差异，或者在同一局限区
域内栖息的同种诸个体中所观察到的、而且可以设想也是在同一父母的后代中所
发生的许多微小差异，都可叫做个体差异”
，这种个体差异“常常是能够遗传的”
，
“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材料，供它作用和积累，就像人类在家养生物里朝着一定方向
积累个体差异一样”（Darwin 1872）。
杜布赞斯基（1964）说，
“经验证明，我们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和以前所曾遇到
的不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与现时生存的或已死的人都有所不同。人以外的
其他生物个体，大致也是如此。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主要是属于哲学家
和艺术家所研究的范畴”。这显露了他对有性生殖群体变异性的认识迷茫。他还说，
“每一个体在有些方面像它的亲体，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又并不像。每一物种的后代
都像它的前代，但绝不是前代的重版”
。
迈尔（2009）说，
“变异，即个体的独特性是每一个有性生殖物种的特征……
变异性不仅影响到可见的性状，而且影响到生理特征、行为模式和生态习性（如
适应于某种气候条件）和分子模式，所有这些又支持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每一个
个体都是独特的这一结论”。这简直就是一种语义循环！迈尔接着说，“有性生殖
·103·

群体中的变异有两个来源，彼此相互强化：基因型的变异（因为在有性别的物种
中没有两个个体在遗传上是一样的）和表现型的变异（因为每一个基因型都有自
己的反应基准）
”。
在远古，人们就已朦胧地意识到，表型取决于父本与母本遗传因素的角力。
艾修斯在《哲学家意见集成》（第 5 卷）中说，恩培多克勒（公元前 490～前 430
年）认为，子女同父亲或母亲形貌相似与否，这取决于在生殖中，“种子里父方或
母方的因素孰占优势”，这可能是最早的遗传思想萌芽（汪子嵩等 1997）。这与现
代基因理论中决定表型的显性与隐性基因理论颇为吻合。
遗传变异是生殖之目的？自魏斯曼以来，人们普遍相信有性生殖是为了产生
遗传变异，认为这些变异可以满足未来的适应需求。例如，威廉斯（2001）说，
“产生多样的而不是一致的后代，正是这种生殖的最终目标”。赫胥黎坚持认为有
性生殖中的异型杂交是以牺牲适应的精确性作为代价的，但是它带来的变异却有
益于该种群去满足未来的可能需要；Stebbins 认为，在高等植物的有性生殖过程
中系统发育的变异可能与满足进化可塑性的要求有关（威廉斯 2001）。
九、种内个体在分子水平也存在高度变异
个体的独特性主要源自物种内等位基因的杂合性（即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的
相同位置上控制着相对性状的一对基因各不相同）
。可用杂合体的频率来评价杂合
性，而当考察多个位点时，则可用平均杂合性来表示。杂合性也称为多态性，而
多态性不一定就是杂合性，因为它可针对更多的水平，如基因多态性（包括 DNA
片段长度多态性、DNA 重复序列多态性、单核苷酸多态性等）、酶多态性和性状
多态性等。在实用上，通常将多态性位点定义为最共同的等位基因频率低于 0.99
的位点，否则位点就是单态的（Falconer and Mackay 2000）。Ford（1965）将遗传
多态现象定义为一个物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连续类型同时存在在同一生境
中，并具有这样的比例，从而使它们中数量最少的类型也不可能单单依靠重复突
变保持存在。
与达尔文时代人们只能通过表型来感知变异不同，现在人们能在肉眼不可见
的分子水平去刻画变异，即同一个物种的个体之间在分子水平也存在高度变异性。
巴顿等（2010）声称，
“进化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群体中存在的高度变异。蛋
白质测序技术及电泳分离蛋白质技术的发展为证明分子水平上存在变异提供了证
据。几乎所有的群体都隐藏着大量的遗传变异。例如，任意选定两个人的基因组，
经过 DNA 序列分析就会发现有 230 万个不同的位点，在表达的蛋白质序列中有
近 1.1 万个氨基酸的差异……在果蝇和人中大概有 1/3 的酶是多态的，也就是说不
止一个等位基因，并且在一个随机选定的个体中的任意一个基因都有 5%～10%的
杂合子概率”。
通过电泳发现，在哺乳动物中 19%的蛋白质具有多态性，在果蝇中为 48%，
而在大肠杆菌中可达 90%；对所有等位酶位点做个平均，哺乳动物有 4.1%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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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用 H 值表示，即期望杂合度，H=1-ΣiPi2，Pi 为第 i 个等位基因的频率），
果蝇为 12%，大肠杆菌是 47%；而一个特定单核苷酸位点的杂合子概率（），在
人类中约为 0.0008，但在黑腹果蝇中会高一个数量级，～0.01；因此核苷酸多
样性在原核生物中最高，单细胞真核生物次之，最低的是多细胞真核生物，即基
因组越大基因越多的物种趋向更低的多态性（图 9-4）。不难看出，基因核酸位点
的多样性要比对应的整个蛋白质的多样性小得多，因为蛋白质是由数百个核苷酸
编码的，它们多样的组合显然产生了丰富得多的蛋白质的多样性。此外，有性生
殖物种并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具有更多的遗传变异性。

图 9-4 （A）各类物种的核苷酸多样性值；
（B）基因组越大的生物趋向含有更多的基因，它
们也趋向种类多样性的降低。细菌和古生菌的数据用蓝色表示（引自 Lynch and Conery 2003，
巴顿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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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赞斯基（1964）认为所有的孟德尔式群体多少均是多态的，他说，
“在有
性生殖和异交的生物中，具有时间空间性质的实体就是个体和孟德尔式群体。每
个个体携带着一个基因集合体，它不能在别的个体中同样地找到。每个群体有一
个基因库（gene pool），个体的基因即由此而来，而同时又往往回到其中……表面
地想来，多数物种的自然群体似乎含有正常的或野生型个体，其中散布着由突变
来源的畸变体。但仔细的研究证明，野生型仍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所谓‘正常’
的个体，其实也是异质的基因型集合体；不过它们的一般性质，对于普通的环境
均具有相当的适应性。一旦当它们的异质性表现得使人注目时，或者用一些方法
易于测觉时，它们就被称为是多态现象了”。
Falconer 和 Mackay（2000）曾说，“从一个世代传递到下一个世代的基因是
亲代基因的一个样本。因此，连续世代的基因频率存在抽样变异，而且亲本数量
越小，抽样变异就越大”。如果理解了物种保存变异的本质，就不会有这样的曲解。
一般来说，群体越大，遗传多样性越高。但也有研究指出，生活在遥远且生境特
化的岛屿上的几种夏威夷果蝇与分布广泛、数量很大的果蝇物种，如黑腹果蝇，
几乎具有同样多的等位酶变异；此外，从单细胞原核生物到大的哺乳动物，核苷
酸多样性降低为原来的 1/100，而群体大小则变化更大（巴顿等 2010）。笔者认为，
这要看你如何抽样来代表整个物种，如果难以做到按群体数量的比例来检测的话，
误差难免。此外，酶的种类众多，并不是所有的种类都会同等显著的变化（如功
能越重要，选择压力就越大，能保留的变异就越少），且能同时检测出的酶的种类
也是十分有限的。
十、为何存在杂合性？
对二倍体生物来说，每个细胞中的 DNA 是双份的，一份来自父本，一份来
自母本，控制一个性状的等位基因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前者称为纯合的，
后者称为杂合的。为了解释为何存在杂合性，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其中，
多数主张杂合性的优势，而只有少数主张纯合性的优势（经典假说），而中性理论
认为杂合性仅是随机漂变的结果而与适应无关。
1．超显性假说
超 显 性 假 说 （ overdominance hypothesis ） 是 指 一 对 等 位 基 因 在 异 型 合 子
（heterozygote）中的表现型或生理功能超出其任一同型合子的现象。例如，假设 A
与 a 是一对等位基因，若基因型为 Aa 的个体的表现型比基因型为 AA 或 aa 更突
出，则称基因型 Aa 具有“超显性”。这一假说由 Edward M. East 和 George Shull
分别独立地提出（East 1908，Shull 1908）。这种杂种优势可能由于：①两个等位
基因各自编码一种蛋白质，这两种蛋白质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各自独立存在更
有利于个体的生存；或者②两个杂合等位基因所编码的多肽结合成为活力高于相
同亚基所形成的蛋白质。Falconer 和 Mackay（2000）感叹道，“杂合体优势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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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的一种有吸引力的解释。充分证实这种情况是困难的……”。但在笔者看来，
有些性状杂合体具有优势，而另一些性状则未必如此，因此，杂合与纯合谈不上
谁具有绝对优势，它们不过是一些随机或偶然事件被保存下来的结果。
2．遗传自我调节假说
Lerner（1954）认为，孟德尔群体（即繁殖群体）具有自我平衡的性质，倾
向于保持一种能产生最大平均适合度的遗传组成，而要达到这一点最可能的机制
是杂合体的有利性，即对个体正常发育来说，需要一定水平的杂合性。Ford（1965）
声称，遗传多态现象最后常由杂合有利性所保持，杂合有利性倾向于进化到多态
现象，杂合体具有的仅仅是有利性，它优于纯合体，因为纯合体有利性和不利性
两者都有。
3．经典假说
Muller 就是经典假说（classical hypothesis）的倡导者。据 Dobzhansky（1955）
介绍，经典假说认为进化变异是由更有利的等位基因取代较少有利的等位基因的
逐渐替代和最终固定所组成，大多数个体应该在大多数基因上是纯合的，杂合的
座位将是稀少的。杂合性的主要来源有：①有害突变由自然选择将其在一定数量
的世代中淘汰掉；②适应中性突变；③适应多态现象，由环境的多样性保持；
④稀有的好突变，处在群体中扩散的过程中。
4．平衡假说
Dobzhansky（1955）提出所谓平衡假说（balance hypothesis），认为适应规范
是在一些等位基因上杂合的基因型的系列，这些等位基因的纯合体仅在正常的杂
交群体的少数个体中存在，并且在适合度上低于杂合体，然后将会出现有利于在
许多座位上发展复等位基因系列的选择压力。
Kimura（1983）认为 Dobzhansky 的平衡假说非常类似于 Lerner 主张的遗传
自我调节假说。杜布赞斯基（1964）认为，
“一个单一的基因型，无论它怎样地多
能，总不能在所有的环境中都可尽其最高的效率。所以自然选择保持了各种各样
的基因型，它们或多或少是专化的，致使有机体只有在生活环境的一定范围内才
是适宜的”。
Dobzhansky 还谈到“多样化选择”，作为平衡选择的一种形式，并说某种平
衡的多态现象是由这样的选择保持的，根据他的看法，这一名词是“歧化选择”
的同义词，发生在不同基因型于不同生态位中有利的时候；而木村资生认为，这
种类型的选择并不必定导致平衡的多态现象，而是常常必须满足特殊的条件才能
保持多态现象（Dobzhansky 1965，1970，Maynard Smith and Hoekstra 1980，Kimura
1983）。
5．中性学说
1968 年，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了分子进化的中性理论（neutral theory），
·107·

也称为中性突变的随机漂变理论，认为蛋白质和 DNA 水平上的大多数变异是由
选择中性的或近于中性的突变的随机漂变造成的，大多数多态等位基因是由突变
输入和随机消亡而保持在一个物种之中的。中性学说把蛋白质和 DNA 的多态现
象看成是分子进化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并拒绝承认这样的说法：大多数这样的多
态现象是适应的，并通过某种形式的平衡选择保存在物种内（Kimura 1983）。笔
者认为，分子变异与表型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十分复杂的，非编码蛋白并不一定对
表型毫无作用，因此难以一概而论。即使不言木村资生的说法过于武断，但如何
证实这样的推论依然还面临巨大的挑战。
6．生态假说
一些学者从外部（生态）环境选择的视角也提出了很多假说，认为遗传变异
性和环境因素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相关性：①生态位-变异假说：不稳定环境中的
遗传变异性应该高于稳定性环境中的（Levins 1968）；②营养资源稳定性假说：如
果食物供应是丰富而稳定的，那么物种最好的策略是具有对不同食物特化的等位
基因变异体，因此可预测有高的遗传变异性；另外，如果食物供应是不可预知的，
那么可预测有遗传均一性，因为最好的策略是具有通用性的基因（Valentine 1976）；
③其他假说：生活在随时间而变化的环境中的物种，或者各个个体的生活范围是
广阔的多种环境，功能上灵活的等位基因是有利的；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这些
物种最灵活的等位基因趋向于单态（Ayala and Valentine 1979）。或者说，一个群
体中的个体所经历的环境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在各个地方不同并且随时间而变化，
如果一个等位基因在一个环境中是有利的，另一个等位基因在不同环境中是有利
的，那么杂合体不必处于平均优势也会产生稳定的多态性（Falconer and Mackay
2000）。
Kimura（1983）抨击道：
“这些假设各种适应策略的生态理论是如此灵活，以
至于任何观察到的遗传变异性都可以用它们中的某种假说（或者发明更多的）加
以解释”。当然，这些假说都能找到例外。木村资生认为，核苷酸代换是分子水平
上最常发生的进化变异（Kimura 1983），笔者认为，这固然没错，但并不能取代
对其他生命层次上的进化变异的探讨。正如杜布赞斯基（1964）所说，
“变异的产
生取决于生物本身的结构，而这种结构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进化的过程，而环境
在这过程中是起了部分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本身，即把遗传性变异塑造成族、种、
属和其他复合体，便是以环境通过自然选择作为条件的”。这似乎是在阐述生物的
变异与自身体制与环境均有关系，而且还会带上演化历史的烙印。
木村资生曾说，
“保持分子水平上的如以蛋白质多态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遗
传变异性的机制是什么？这是目前群体遗传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Kimura
1983）。笔者认为，如果知道了有性生殖物种变异保存的方式，这又有何值得奇怪
的呢？本来一个不那么复杂的遗传异质性或多态现象，却催生出五花八门的假说，
还有莫名其妙的争议，是一个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典型。试问，如果纯合是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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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高等植物的近交或自交为何还那么普遍（谢平 2013）？为何有些物种还主
要以单倍体的形式而存在？
笔者认为，上述关于杂合性的各种假说都只反映了事物的某个侧面或某种情
况。对一个具有成千上万个基因的物种来说，有些位点是纯合的，而另一些位点
是杂合的，有些性状以纯合体具有优势，另一些性状则是以杂合体占有优势，这
不足为奇，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机体内复杂的生化调控及其对外界生
存环境的颇为随机的响应。从方向上来看，有些位点可能会走向纯合，而另一些
则可能保持杂合。在杂合体中，有些可能在某种生存环境中具有优势，另一些可
能在另外的环境中具有优势，有些可能是与适应性关系不大的随机漂变。还有，
即便是同样的性状，纯合与杂合的生存意义在物种之间也可能截然不同。此外，
一种性状（等位基因）对一个物种是优势，而对另一个物种可能是劣势，如白色
毛发对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北极熊是优势，但对生活在丛林中的棕熊来说就是一种
灾难（图 9-5）。

图 9-5

棕熊（Ursus arctos）和北极熊（Ursus maritimus）（来源：百度图片）

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看，等位基因最终是通过一定的生化途径来实现影响
的，而对一个特定性状来说，一个个体中的来自父本和母本的等位基因，无论同
质（纯合）还是异质（杂合）
，都有可能是强化的，或不变的，或削弱的，这种强
化或弱化既可带来竞争优势，也可能是致命性的。因此，不可能存在所谓普适性
的杂合体优势或纯合体劣势，也不能认为杂合性与任何适应性无关……那些将少
数特例上升为普适性规律的做法十分荒谬，对基因杂合优劣势的评判离不开它的
载体及其所处的生存环境。
十一、因果关系之颠倒
据威廉斯（2001）记载，
“勒纳（Lerner）认为，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得重要
的变异‘储备’位于这些基因座位之中，它们具有客观的、不止一个的等位基因
频率，并且这些杂合体还表现出可以觉察的杂种优势。多个等位基因的存在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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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合体的优势而不是被突变压力所维持……杂合性作为种群适应自有其价值，它
或者表现为对于改变的环境有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或者表现为对于长远的改变
有所准备，或者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来得到表现”。
杜布赞斯基（1964）说，
“假如环境是绝对地永恒不变的话，则人们可以臆想
一些理想的基因型的形成，其每一个基因型可完全地适应于这个环境中的生态龛。
在这样静态的世界中，进化就算完成了它的任务而停止不前；突变过程排除了，
从此也就不再有什么进步了。然而实际的世界并不是静态的。现在完全适应的物
种，如果在它需要的时候没有遗传的变异性可以使用的话，可以被环境的改变所
毁灭。根据环境变化的性质和速度，同时根据物种繁殖的生理，无论较大的或是
较小的突变能力，都将是有利的。潜在变异性的储存及其实现的速度，是由自然
选择所控制的”
。有性生殖物种的变异性常被认为是物种应对不断变化着的生存环
境的一种适应性优势。
杂交也是一种远交，而杂种优势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问题。据威廉斯（2001）
记载，安德森（Anderson）提出，自然的杂交，即使是非常稀少并且所带来的后
代通常是不可存活的或不育的时，它乃是进化性改变的一种重要原因。笔者认为
这还有一定道理。试问，假如杂种具有绝对的优势，那种的存在还可能吗？
Muller（1949）曾说，
“必须记住在大多数自然杂交群体中，已经发生变异的
大量积累。这些突变是在以往的几百个世代中产生的，但还没有在群体中确立，
而且群体在有关这方面仍然是杂合的。因此，在群体中这个性状还有相当大量的
遗传变异性，在实际上任何方向内都具有对选择做出反应的可塑性，而这又是不
管突变在任何一个基因中特别稀少这一事实的”。
笔者认为，从有性生殖的本质来看，多样的适应性作为等位基因保存在物种
的基因库中，也因此而保存了多样的应对环境的能力，并不仅仅为了未来，也包
括现在！这不过是一种对变异的群体性保存方式而已。从理论上来说，杂合性也
并不可能意味着在任何环境中都会具有绝对的优势。
此外，如果遗传变异对物种是如此的有利，那物种就应该放纵变异，而事实
似乎并非如此。例如，HIV（人类免疫缺陷型病毒）有很小的单链 RNA 基因组，
它的突变速率特别高，比人类细胞 DNA 复制的突变速率高近 100 万倍，而这种
高出错率部分是因为缺少 RNA 聚合酶和逆转录酶的校正功能，另外就是修复单
链多聚核苷酸的困难（巴顿等 2010）。这说明，真核生物运用校正与错配修复手
段以控制 DNA 的出错率，而依然留下极其稀少的错误实属一种无奈之举，因为
纠错也需要能量与时间成本。
因此，物种既努力维持自身的同质性，又无法根除变异性，而残留下来的变
异性（也称之为杂合性）还能为种族储备更多的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十二、个体变异性的本质
生命形式从来不会有精确无误的重复，即使是同一个物种，其个体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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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存在的，既相似又不完全相似。迄今为止，人们并未认清有性生殖物种个
体变异性的本质，竟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只是有性生殖物种保存变异的一种方式。
每个体细胞都是两套 DNA 的混合体。一个物种的遗传信息都保存在 DNA 链
之中，每一个体都保存有两套 DNA：一套来自父本（精子），一套来自母本（卵
子），精子和卵子融合而成的受精卵（合子）为二倍体。每个个体的体细胞均是二
倍体，而精子和卵子为单倍体。两套亲本基因的组合物称之为基因组或基因型。
一套完整的遗传信息被肢解在数目不等的染色体之中。DNA 链在细胞分裂期
形成圆柱状或杆状的形态，称为染色体，如人体内的每个细胞内都有 23 对染色体
（46 条），其中一半（23 条）来自父亲，另一半（23 条）来自母亲。双亲的染色
体并不融合，而是保持分离。
配子形成时，父母本的非同源染色体随机地组合。在减数分裂产生配子时，
伴随着等位基因的分离，非同源染色体上的基因表现为自由组合，即一对染色体上
的等位基因与另一对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的分离或组合是彼此间互不干扰的，各自
独立地分配到配子中去，也称之为自由组合规律（law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
减数分裂时，父母本的同源染色体通过联会与交换而重组。在减数分裂Ⅰ期
（图 9-6），染色体复制后，同源染色体进行配对，并发生联会，使父母本的同源染
色体之间交换片段，即所谓的同源重组，其结果是产生由两个亲本 DNA 片段混
合而形成的重组染色体。但是，为何在减数分裂Ⅰ中分别来自父本和母本的同源
染色体会紧密地黏附在一起并进行染色体片段的交换？这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其结果，减数分裂后的每一条新的染色体都是母本和父本基因的新组合。由于基
因的数目庞大，这种重组能产生几乎无限的组合，因此，变异的潜力是无穷的！
巴顿等（2010）认为，
“对大多数真核生物来说，减数分裂过程中的重组是生
命周期的必需部分”，但笔者认为，导致重组的奇妙染色体行为或许仅仅就是个偶
然，只是受到了自然选择的青睐而已。当然，遗传物质的重组也不仅仅限于减数
分裂。有丝分裂期间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重组，这样的重组事件对单细胞生物或
是多细胞生物的生殖细胞来说，也具有与减数分裂类似的遗传效应。此外，细菌
还可以通过类似于有性生殖的不同细胞之间的“交配”来实现遗传重组。
复制错误和环境诱变。DNA 的复杂并非绝对准确，也会以一定的概率出现错
误。正如美国进化生物学家 George C. Williams 所言，“无论基因可能是什么，它
总是世俗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在其自我复制或者其他功能方面，就不会是完美的。
它的偶然改变在物理上是不可避免的”（威廉斯 2001）。此外，DNA 结构也会被
环境所诱变，如暴露于γ射线、氧自由基等。
生物还可将遗传物质传递给非其子代的细胞。通过病毒等介导的不同物种（甚
至亲缘关系很远）之间的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对遗传重
组或变异可能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在很大的进化范围内发生，因此可能给
某个物种带来一个崭新的基因，而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等位基因。当然，HGT 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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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类的原核细菌（包括古菌）之间遗传物质的交流之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图 9-6

减数分裂和有丝分裂的比较（引自 Raven and Johnson 2002）

为何难以找出两个一模一样的个体？这是因为：①任何一个个体都有两套绝
不会完全一致的 DNA 链；②理论上来说，任一套 DNA（无论来自父本还是母本）
都应该拥有一套完整的遗传指令，都应该能独立地指导个体的发育，但事实却是，
表型取决于这两套 DNA 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所谓的显性与隐性）
；③在物种的遗
传指令中，保存了表型对一定环境变化的可塑性调整，而任意两个个体体验的生
·112·

存环境也难以做到绝对的一致。事实上每个性状（表型）都是在一定的环境背景
下父母本等位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如果这一等位基因相同，就称为
纯合子，如果不同就称为杂合子（如果在一个物种中，同一个座位上有两个以上
的不同基因，则称为复等位基因）。
蕴藏在 DNA 链中的物种的遗传信息就是这样在雌配子、雄配子的形成与结
合中进行传递，但不是原封不动，而是伴随着不断的组合、交换、变异、转移等。
因此，即使在一个个体的配子（单倍体）中，也难以找出两套一模一样的基因组。
有性生殖物种的基因分散地存在于个体的基因组之中，汇集而成物种的基因
库（基因通过个体的生殖而混合与流动），每个个体的基因型都是两套独特的 DNA
（分别来自父本和母本）的组合，其表型就是这两套总会或多或少存在差异的 DNA
链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加上每个个体生存的环境也会存在差异，也会影响到表
型的发育结果。因此，同一个物种绝不会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个体。
巴顿等（2010）指出，
“生物性状通常是正态分布的这种经验暗示这些生物性
状是许多遗传和影响每个个体的环境扰动的效应之和。这个简单的加性模型是数
量遗传学的基础”。但不要忽视一个有性生殖物种任何两个个体的基因组不可能绝
对一致这一事实，而性状的差异反映了这种遗传本质与环境效应之和。
一个物种基因型（因此表型）的多样性是由诸多的因素所决定的，但根本取
决于个体的生存，而这又受制于个体的生存环境，也延绵于种族的演化历史。理
论上来说，假如一个物种的所有基因座位上都只允许一种基因（一种表型）存在，
那我们就能发现彼此间相当一致的个体表型，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在形态
结构复杂的生物物种中更是绝不可能。
在一个物种中个体之间的变异被赋予了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如为了适
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等。例如，Cox 和 Moore（2007）指出，个体之间的“这
些差异为什么存在呢？为什么每个物种不能就环境对它的要求进化成划一的、完
全合乎环境要求的类型呢？例如，那时一个植物物种所有的花将是精确地同一种
颜色，而每一只麻雀将精确地有同一大小和形状的喙。这样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
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的要求既不稳定也不统一。条件处处、天天、季季不同。
任何单一的类型都不能很好地适应所有这些变化着的条件”。依笔者之见，这其实
不过是有性生殖物种保存遗传变异的一种操作方式，虽然其结果是保存了物种适
应不同生存环境的能力，但这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总之，只要一个物种的群体不处在衰退之中，它的基因库就会汇集日益增多
的变异，而不论缘于何种契机，它终究会分裂出新的独立的基因库（以生殖隔离
为标志），因此而迎接新物种的诞生。从繁殖群体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杂合性的确
可提供应对更多样环境的适应能力，但对均一性环境中的生存来说就未必如此。
此外，任何一个物种的基因库也不可能容纳无限的变异，假若真是如此的话，就
不会有物种的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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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谁选择？为何选择？选择什么？

美国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 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 年）在 Ever
Since Darwin：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中译本《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
录》）中说，“为什么自然选择被杜布赞斯基比作作曲家，被辛普森比作诗人，被
迈尔比作雕刻师，以及被朱安利·赫胥黎比作芸芸众生的莎士比亚？我不想为这
些比喻的挑选做辩护。但是我愿支持这种倾向，即说明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就是自
然选择具有创造性”
（Gould 1977）。巴顿等（2010）宣称，
“自然选择是唯一导致
适应的过程……是一种重要的进化过程”。但是，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也有不少的
疑虑。例如，Robson 和 Richards(1936)曾说，
“我们不相信，在进化中作为一个可
能的因素的自然选择是可以忽视的。然而，却很少正面的证据对它是有利的……
以致使我们没有权力来确定它在进化中有主要的创造性作用”。
一、自然选择概念的历史回顾
达尔文指出，古代学者对自然选择只是影射性地述及过：亚里士多德在《听
诊术》
（Physic Auscultationes）中说，“有什么会阻止身体的不同部分去发生自然
界中这种偶然的关系呢？例如，牙齿为了需要而生长了，门齿锐利，适于分切食
物，臼齿平钝，适于咀嚼食物，它们不是为了这等作用而形成的，这不过是偶然
的结果而已。身体的其他部分亦复如此，它们的存在似乎是适应一定目的的。因
此，所有一切构造（即一个个体的所有部分）都好像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被形成的，
这一切经过内在的自发力量而适当组合之后，就被保存下来了，凡不是如此组合
而成的，就灭亡了，或趋于灭亡”，从这里可看到自然选择原理的萌芽，但亚里士
多德对这一原理还没有充分的了解（Darwin 1872）。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 年）在其 1749 年出
版的《盲人通讯》中曾说，在地球历史的开始，自然试着通过自然发生产生出许
多生命类型，其中许多类型肯定缺少基本的生命器官，所有这些畸形都会死掉，
但是偶尔会有机遇降临到一个能够生活下去和生殖的类型上，因此，有些物种之
所以能够生活于地球上，是经过了一个试错的过程（鲍勒 1999）。鲍勒认为，狄
德罗假设的是淘汰自然发生中的粗陋物质而不是已经确立的物种的前进过程，因
此，与自然选择学说不太一样。
据达尔文记载，Wells H C 于 1813 年在皇家学会宣读了一篇题为《一位白种
妇女的局部皮肤类似一个黑人皮肤的报告》的论文，其中说到，一切动物在某种
程度上都有变异的倾向，而农学家们利用选择来改进他们的家养动物，
“人工选择

所曾完成的，自然也可以同样有效地做到，以形成人类的一些变种，适应它们所
居住的地方，只不过自然选择比人工选择来的徐缓而已。最初散居在非洲中部的
少数居民，可能发生一些偶然的人类变种，其中有的人比其他人更适于抗拒当地
的疾病。结果，这个种族的繁衍增多，而其他种族则将衰减；这不仅由于他们无
力抗拒疾病的打击，同时也由于他们无力同较为强壮的邻族进行竞争。如上所述，
我认为这个强壮种族的肤色当然是黑的。但是，形成这些变种的同一倾向依然存
在，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越来越黑的种族就出现了：既然最黑的种族最能
适应当地的气候，那么最黑的种族在其发源地，即使不是唯一的种族，最终也会
变成占优势的种族”，然后他又把同样的观点引申到居住在气候较冷的白种人
（Darwin 1872）。达尔文承认这是对自然选择原理的最早认识，但认为仅局限于人
种的某些性状。依笔者之见，Wells 其实已将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随机变异、
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其结果是适者生存）一网打尽。
植物学家诺丁（Naudin M）在一篇于 1852 年发表的讨论物种起源的论文中认
为，物种形成的方式同变种在栽培状况下形成的方式是类似的，他把后一形成过
程归因于人类的选择力量，但他没有阐明选择在自然状况下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他说，这是“一种神秘的、无法确定的力量，对某些生物而言，它是宿命的；对
另外一些生物而言，它乃是上帝的意志。为了所属类族的命运，这一力量对生物
所进行的持续作用，便在世界存在的全部时期内决定了各个生物的形态、大小和
寿命，正是这一力量促成了个体和整体的和谐，使其适应于它在整个自然机构中
所担负的功能，这就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Darwin 1872）。
生命个体既选择也被选择，前者是常识，而后者却不那么直观。即便如此，
被选择的朴素思想也是源远流长的。达尔文的追随者杜布赞斯基（1964）客观地
评价道：“曾经在古老的经典中预示过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原理，由达
尔文把它提高到了科学理论的地位上”。
二、谁选择？为何选择？
达尔文深信人工选择的威力，这个选择者就是饲养家，他说，
“饲养者习惯说
动物的体制好像是可塑性的东西，几乎可以随意塑造”，并引用了动物鉴定家尤亚
特（Youatt）的话：人工选择“可以使农学家不仅能够改变他的畜群性状，而且
能够使它们发生完全的变化。选择是魔术家的魔杖，用这只魔杖，可以随心所欲
地把生物塑造成任何类型和模式”
（Darwin 1872）。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所不能
做的是：改变一个物种的构造，而不给它一点利益，却是为了另一个物种的利益。
他以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述说他的自然选择。
（1）“我把每一个有用的微小变异被保存下来的这一原理称为‘自然选择’，
以表明它和人工选择的关系。但是，斯宾塞先生所常用的措词‘最适者生存’，更
为确切，并且有时也同样方便……”自然选择“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力量，它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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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优越于微弱的人力，其差别正如‘自然’的工作和‘人工’相比一样”。
（2）
“每一物种所产生的个体，远远超过其可能生存的个体，因而便反复引起
生存斗争，于是任何生物所发生的变异，无论多么微小，只要在复杂而时常变化
的生活条件下以任何方式有利于自身，就会有较好的生存机会，这样便被自然选
择了。根据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下来的变种都会有繁殖其变异了的新
类型的倾向”。
（3）
“我把这种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叫
作‘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无用也无害的变异则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
它或者成为彷徨的性状，有如我们在某些多形的物种里所看到的，或者终于成为
固定的性状，这是由生物的本性和外界条件来决定的”。
迈尔（2009）如此解读道：
“谁来选择？在人工选择中，是动植物培育者挑选
出一些优秀的个体作为下一代的种源。但是，严格地说，在自然选择中没有这样
的代理者。实际上达尔文将自然选择称作一个淘汰的过程。作为下一代亲本的个
体是那些由于具备或缺少某些性状因此比起同代的其他个体更能适应当时环境条
件的个体。它们的兄弟姐妹都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遭到了淘汰。赫伯特·斯宾塞曾
经说过，自然选择只不过是‘适者生存’，他这样说是对的。自然选择是一个淘汰
过程，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采纳了斯宾塞的比喻”。
也有学者从遗传的观点出发，将自然选择定义为变异（或突变）类型的差别
增殖（Muller 1960）。换句话说，自然选择发生在基因型之间的适合度存在差异的
时候。这里适合度这个名词代表生物体留下后裔的能力。对每一个基因型来说，
适合度是以每一个个体的达到成熟的后裔数目来度量的（Kimura 1983）。道金斯
（2005）认为，“自然选择是相互竞争的 DNA 将自己成功地垂直传递到物种档案
的这样一种过程。‘DNA 竞争对手’是指物种染色体地址中的其他不同内容。这
些基因要比竞争对手更容易、更成功地保存于档案”。Falconer 和 Mackay（2000）
指出，
“亲本之间不同的基因型可能有不同的生殖力，如果是这样，则它们对形成
下一世代的配子贡献也不会相等。通过这种方式，基因频率在传递过程中可能会
改变。而且，新形成的合子之间的基因型可能有不同的存活率，因此到个体成熟
且它们本身成为亲本的时候，新的世代中基因频率也可能会改变。这些过程称为
选择”。
自然选择也被区分为正选择和负选择（Kimura 1983）：
“如果一个基因的突变
型（简称突变体）在群体中产生，而且它增强携带它的个体的平均适合度，从而
帮助它本身在群体中的散布，我们说这是正选择在工作。这是达尔文所假设的为
生物界中适应进化的主要原因的那种自然选择型式，可以公正地称之为达尔文选
择。被选择的基因并不必须是一个新的基因，它可以是以前的一个有害基因，由
于环境的变化而成为有利的基因。另外，如果突变对生存力或生殖力的有害效应
而减少个体的适合度，那么它将易于从群体中淘汰掉。这种类型的选择可以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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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选择”。依笔者之见，这种区分既无新意，也无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害”，何
来“利”？反之亦然。
人工选择的威力是强大的，农作物的选育满足了人类对粮食的需求（图
10-1A），对动物的选育则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人类对动物行为的选择效果也是
惊人的。例如，有学者通过实验对果蝇的向光飞行能力进行了筛选，起初，果蝇
只能以 2 cm/s 的速率飞行，将那些最强的 4.5%的果蝇选择出来继续实验，经过
100 代后，飞行的平均速度提高了 85 倍，达到了 170 cm/s（图 10-1B）。对狗的选
育效果也令人惊愕（图 10-2）。

图 10-1 （A）农作物玉米和与其有亲缘关系的野生品系——墨西哥类蜀黍的比较，
（B）对果蝇
飞行能力的选择，显示两个研究组的结果（引自巴顿等 2010）

图 10-2 奇瓦瓦和大丹：皮囊之下都是狼，但谁又能猜到经过几个世纪的人工选育后形态上发
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引自 Dawkins 2009）

·117·

我的问题是，在没有人干预的自然界，到底谁进行了选择呢？或者说这个自
然到底是什么呢？达尔文十分强调被选择者及其过程，但对选择者——自然及其
动因并未耐心说明，到底自然为何要进行这样的选择或者说其目的何在呢？
道金斯（2005）指出，
“自然选择这个达尔文发现的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
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知的、对于生命的存在以及看似有意图的生命形式的解释，
本身是毫无目的性的。它没有心智，也没有心智之眼，更不会对未来进行规划；
它没有洞察力，没有先见之明，甚至根本没有‘视力’。如果非要说它在自然界中
扮演了‘钟表匠’角色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盲眼钟表匠’”。
巴顿等（2010）认为，自然选择创造了复杂的、更为适合的生命结构特征。
但笔者认为未必都会如此，因为既有复杂化的情形，也有简化的情形（如寄生），
适合也不是绝对的或永续的。正如杜布赞斯基（1964）所说，
“自然选择只对在一
个时候有利的变异体起作用，而不顾它们以后的价值如何。选择是没有预见性
的……”
三、选择什么?
1．基因选择
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Wilhelm Johannsen,1857～1927 年）于 1911 年提出两
个重要概念——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前者是指一个生物体
内的 DNA 所包含的所有基因的总和，而后者是指一个生物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呈
现出的性状（形态结构、生理生化、行为习性等）的总和，或者说它是个体从受
精卵向成体发育过程中基因组对环境不断响应而产生出的一系列表型的总和。基
因是内在或潜在的，而表型是外在或现实的。一般认为，表现型是基因的产物，
但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反之亦然。威廉斯（2001）指出，“在最终意义上，
自然选择设计一个控制论意义上的抽象概念——基因，和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抽
象概念——平均表现型适合度”。
环境对表现型的影响有时极为深刻，诱导有机体启动不同类型的形态发育。
威廉斯（2001）列举了一些著名的例子：
“有时一个较大的表现型差异也许是来自
于不起眼的、转瞬即逝的生态学因素，更多的是通过体质环境中的一个关键变化
的触发。在发育早期微不足道的食物改变，也许会使一个蜜蜂变成一个工蜂而不
是一个蜂王。遗传信息的含义在一个工蜂的体内与在一个蜂王的体内是不一样的。
在有尾两栖类中，变态现象的存在或缺乏相似地也是由一个食物的阈值决定的。
海洋动物幼虫阶段的固着和变态与从合适的固着位点发出的刺激有关。植物受到
某种日夜周期的影响，就会决定它在以后一段时期的开花情况”。
环境对表现型产生显著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水毛茛（Ranunculus aquatilis），
其茎叶在水下生长时呈细条状，而在水面上生长时则呈宽阔的裂片状（图 10-3）。
如此巨大的形态可塑性，真是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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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水毛茛（Ranunculus aquatilis）

一些学者认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基因而不是个体，因为遗传信息通
过基因世代相传，因此进化最应该从基因的视角来考虑，称之为基因选择（gene
selection）或自私基因（selfish gene）理论。这与传统的个体选择理论相对立。分
子生物学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 of molecular biology）被认为是基因选择理论的
基石。基因选择理论的倡导者包括英国进化生物学家 William Donald Hamilton
（1936～2000 年）、英国生物学家 Colin Pittendrigh（1918～1996 年）、美国进化生
物学家 George Christopher Williams（1926～2010 年），而 1976 年英国进化生物学
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的 The Selfish Gene（译文《自私的基因》）
的登场使之达到了巅峰。
道金斯宣称，自然选择的不是物种、群体，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他
认为，生命，不仅仅是生物体，而是基因（DNA 的简单片段），因为它们是稳定
的并且可以复制的，所以就能生存下来，
“基因犹
如钻石，是永恒的。个体和种群就像天空中的浮
云，或者沙漠中的尘暴”（Mills 2010）。威廉斯
（2001）说，“体质的演替和所选择的生态龛是为
基因服务的工具和战术”，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说
法未必有理，事实上它们都应该是服务于种族延
绵的工具和战术。
基因选择还被细分为：对有害突变的纯化选
择（purifying selection）、维持变异的稳定选择
（balancing selection）以及能固定有利突变的定向
R. Dawkins
选择（directional selection）（巴顿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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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性状与基因之间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基因选择理论或许成立，而遗憾
的是，这并不是所有的情形，因为很多基因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其一，存在所
谓基因多效性（pleiotropy，即一个基因影响多个蛋白质的表达）和多基因效应
（polygene，即由多个基因控制某个表现型）等；其二，一个基因在某个特定的基
因型中可能是有利的，但在另外的基因型中则可能是有害的。因此，选择绝不可
能都是针对单个基因。也许可以想象针对基因群，就像个体水平的群选择一样。
巴顿等（2010）强调，
“自然选择需要影响适合度的遗传变异，也就是说必须
有可遗传的变异影响到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杜布赞斯基（1964）指出，“在某
一环境下为不利的突变，可能在改变了的环境下变成为有利的。因为自然选择不
是对于个别突变发生作用，而是对于基因组合或基因型发生作用；因此一个与某
些基因一起存在时降低生活力的突变，当它被放置在一个不同的基因背景上时，
可能就会增进生活力……假如一个群体由若干遗传上有区别的类型所组成，则其
中有些类型或许会比另一些类型产生较多的生存后裔。于是，在以后的世代中，
某些基因、基因复合体和染色体结构，就将增多；而另外的一些，则将减少”。
威廉斯（2001）感叹道，
“需要引起生物学家注意的并不是突变发生的频繁性，
恰恰相反，倒是它们的稀罕性。我们还能在自然界的什么地方，发现这样一种复
杂的、具有生物化学功能的分子，它们能够经历数百年或数千年的时间，在陆地
温度中、在水分子的包围之下，能够生存下来，并且保持不变？它们不仅生存下
来，而且还以极高的精确度复制自身。确实，这些过程只能通过这一假设才可以
解释，那就是一个长期的、无情的选择是有利于稳定维持的……”
2．个体选择
一般来说，传统的博物学家或生物学家信奉个体选择（individual selection）
理论，认为自然选择作用于个体水平，因此适应是为了有利于个体，从而导致个
体间的选择。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就是构筑在个体水平的自然选择之上，他曾说，
“同种的个体之间所进行的斗争几乎必然是最剧烈的，因为它们居住在同一区域
内，需要同样的食物，并且还遭遇同样的危险”
（Darwin 1872）。美国进化生物学
家迈尔（Ernst Walter Mayr，1904～2005 年）认为，基因只是表现型的组成部分，
而个体总体上的表现型（建立在基因型基础上）才是选择作用的实际靶子（迈尔
2009）。
迈尔强烈反对基因选择理论，认为基因永远不会是选择的焦点，因为基因是
由个体携带的，而个体的性状则来自成千上万个基因以及这些基因的无数的相互
作用，因此，基因从来都不是单独行动的，所以选择永远不可能作用在一个基因
上，或者说自然影响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基因而是个体整个基因组的集体行动和相
互影响，因此，不管一个基因有多么适应，只要它所寄居的生物体不适应，这个
基因便会消失（Mills 2010）。迈尔（2009）认为，“暴露给自然选择的是表现型，
而基因并不直接暴露给自然选择……正是由于选择的靶子是表现型而不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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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因库中才得以存在大量的遗传变异”。
3．群体选择
个体间（种内或种间）的生存斗争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灵魂。在很多情形下，
同种个体之间确实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但也有不少物种的个体之间也能演化出
良好的协助关系（图 10-4）。如果通过少数个体的牺牲可以改善群体适应的话，将
会有利于物种更长的延续，这便引申出所谓“群体选择”的问题。这也被认为是
对利他主义进化的一种解释。

图 10-4

在南非 Kalahari 沙漠上的一只猫鼬正在观察捕食者，如果看见捕食者正在接近，

它将发出警告的叫声，通知群体中的其他同伴能够逃跑与隐藏，随后自己跟随它们
（引自 Allman 2009）

其实，群体选择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达尔文，因为他曾指出，
“在社会性的动物
里，自然选择能使各个体的构造适应整体的利益；如果这种被选择出来的变异有
利于整体”（Darwin 1872）。
美国哲学家和史学家费斯克（John Fiske，1842～
1901 年）在 1874 年出版的《宇宙哲学大纲》中倡导
了一种协作观点，即那些彼此合作的动物通常能够更
成功地生存下去，于是出于本能的合作就得到了强
化。他提出利他主义是人类进化的突出特征，在他看
来，利他主义，即愿意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行为，
是物种最成功的进化策略，从而从根本上激发了人类
文明的发展（鲍勒 1999）。
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1921 年）在 1902 年出版《互助，进
J. Fiske
化的一个要素》一书。他根据自己对野外生物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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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的斗争迹象并不多，动物一般通过
与其他动物的合作来改善生存的机遇，因此有理由宣称
进化实际上是通过增加每一代合作的水平而进行的，动
物群中成功发展出来的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并在后代
中得到强化。他认为互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得
以保存下来并不断进化的主要因素，并称这一理论是对
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的一种补充，为达尔文主义弥补了
一个重大的空白。
据杜布赞斯基（1964）记载，在 20 世纪 40 年代，
一些学者认为合作在适应上的重要性也存在于有些并
P. A. Kropotkin
不形成高度组织的社会生物中，一个孤立的完全独立的
个体，可以说是捏造的；事实上，大多数或者甚至所有的生物，都是生存在或多
或少联合的团体中，维持这些联合的能力，就会造成一些合作，至少是“原始的
合作”。60 年代，英国动物学家 Vero Copner Wynne-Edwards（1906～1997 年）正
式提出了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的进化理论，认为自然选择作用于群体而不
是传统的个体水平，这可能适合于一些形成社会结构的物种（Wynne-Edwards
1962）。其实，群体选择也得以个体选择为基础。
许多生物学家已经暗示，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生物学
家明确支持，由相互作用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也许以这
样一种方式适应性地组织起来，即个体利益通过一种功
能上的从属关系服务于群体利益，这种与群体有关的适
应必定可归功于群体的自然选择（威廉斯 2001）。群体
选择可细分为两种类型：软性群选择（指在疏散的类群
中选择）和硬性群选择（指在有密切社会关系的类群中
选择）
，硬性群中的成员通过相互合作（通报敌情、分
享食源以及联合抗敌等）增加类群生存的机会。渔猎阶
段的人类可能就是采用的这种模式（迈尔 2009）。
杜布赞斯基（1964）指出：
“在社会生物里，一个
V. C. Wynne-Edwards
个体的生存率和生活力，只有当它对于该群落（colony）
或类群（groups）的维持能发生作用时，则它在适应上才是重要的。这个事实在
昆虫社会中是非常明显的，在其中，大多数的个体是完全不育的。在群体的成员
之间，竞争完全消除，而由合作和互助所代替”。
Allee 等（1949）认为，一个群体不单是一个集群的意义，而是一个具有空间
和时间性的实体，它具有以下 5 种有机属性：①具有一定的结构和组成；②群体
有其自己的个体发育，它像生物一样，表现着生长、分化和分工、生存、衰老以
及死亡；③群体也具有遗传性；④群体是在相互依存的遗传和生态两个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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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下发展起来的；⑤群体像一个有机体一样，是作为一个整体单位而接受环
境的影响的；这是一个相互的现象，由于这种影响的结果，引起群体发生变化，
而群体迟早也会改变它的实际环境。
杜布赞斯基（1964）指出，
“在自然界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的群体中，以具有两
性生殖和异体受精的生物所形成的繁育集合体，最易看出群体的有机整体性。在
这种孟德尔式的群体内，其整体化的因素就是生殖过程本身；这种过程在成员之
间建立了交配联系、亲体联系和子代联系。所以，一个孟德尔式群体就是一个享
有共同基因库（gene pool）的繁殖集团……在有性生物中，孟德尔群体(并不是个
体)已成为对适应性最有决定性的自然选择形式的作用单位”。
但是，也有学者反对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群体选择。例如，英国进化生物学
家威廉姆斯（George C. Williams，1926～1010 年）就认为，通过利他主义的个体
行为，欺诈者总是繁荣，能生存留下更多的后代，而种群中的利他主义成员将会
快速灭绝，被骗子们所取代（Mills 2010）。
4．亲属选择
群体选择中有一种称之为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的学说，它是由英国进化
生物学家汉密尔顿（William Donald Hamilton，1936～2000 年）于 1964 年提出的。
该学说认为，亲缘关系越近的动物彼此合作和利他倾向越强烈，而亲缘关系越远
则表现越弱。典型的例子就是工蜂/工蚁（图 10-5），它们养育·建设蜂巢/蚁巢而
自己却不能繁殖后代，还要抚养女王蜂/蚁的后代。而 kin selection 一词则是同年
由另一位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 John Maynard Smith（1920～2004 年）首
次使用。

图 10-5

社会昆虫蜜蜂的合作行为视为一种亲缘选择（引自维基百科）

Mills（2010）认为，汉密尔顿的亲属选择为利他主义问题提供了一个戏剧性
的解答，因为亲属个体能使它们自己的基因组得到保存，这是它们乐意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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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我牺牲的原因。亲属选择造成了进化论和行为的综合，即所谓的“社会生物
学”（Wilson 1975）。而道金斯 1976 年的《自私
的基因》一书被认为是将亲属选择的逻辑往前推
进了一步，即归结为一个舍己为人的基因（Mills
2010）。
5．性选择
达尔文在 1871 年出版的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中译本《人类的
由来》）中正式提出了“性选择”的概念。他将
可能使雌雄两性根据不同生活习性通过自然选
择而发生变异，或者，这一性根据另一性而发生
变异的现象称之为“性选择”。
达尔文说：“这种选择的形式并不在于一种
生物对于其他生物或外界条件的生存斗争上，而在于同性个体间的斗争，这通常
是雄性为了占有雌性而起的斗争。其结果并不是失败的竞争者死去，而是它少留
后代，或不留后代。所以性选择不如自然选择来得剧烈……任何动物的雌雄两者
如果具有相同的一般生活习性，但在构造、颜色或装饰上有所不同，我相信这种
差异主要是由性选择所引起的：这就是由于一些雄性个体在它们的武器、防御手
段或者美观方面，比别的雄性略占优势，而这些优越性状在连续世代中又只遗传
给雄性后代……在许多动物里，性选择，能够帮助普通选择保证最强健的、最适
应的雄体产生最多的后代。性选择又可使雄体获得有利的性状，以与其他雄体进
行斗争或对抗；这些性状将按照普遍进行的遗传形式而传给一性或雌雄两性”
（Darwin 1872）。雄性孔雀艳丽的尾巴（图 10-6）是“性选择”的经典案例。

图 10-6

绿孔雀（Pavo muticus）（来源：维基百科）

达尔文指出，
“大多数的雄性动物，如一切最美丽的鸟类，某些鱼类、爬行类
和哺乳类，以及许多华丽色彩的蝴蝶，都是为着美而变得美的；但这是通过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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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所获得的成果，就是说，由于比较美的雄体曾经继续被雌体所选中……鸟类的
鸣声也是这样。我们可以从一切这等情形来推论：动物界的大部分在爱好美丽的
颜色和音乐的音响方面，都有相似嗜好……最简单形态的美的感觉，即是从某种
颜色、形态和声音所得到一种独特的快乐，在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心理里是
怎样发展起来的呢，这实在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如果我们追究为什么某种香和
味可以给予快感，而别的却给予不快感，这时我们就会遇到同样的困难”（Darwin
1872）。其实，达尔文关于动物界为何产生对美的感觉这样的疑惑迄今依然是未解
之谜。
但是，精致的进攻手段、引人注目的色彩装饰和雄性求偶时炫耀行为的产生，
也许有利于雄性在竞争中获胜，但这些特征由于浪费和损害了身体资源以及在性
冲突中使捕猎者有机可乘，从而降低了种群的适合度（威廉斯 2001）。笔者猜想，
假如爱尔兰麋鹿那极度炫耀而夸张的大角是由于雌鹿畸形的审美观所致，导致雄
性伴侣过度发育而终致灭绝，这该是多么悲情的性选择。
对有些性别发育可塑性大的物种来说，环境直接决定了性别的发育取向。例
如，雌雄异株的草本植物——女娄菜，当一个雌性处于雄性包围的区域中时，它
的柱头将收到大量的花粉，于是它就产生过量的雌性后代（环境就是这样奖励雌
性的出生），如果仅仅只有少量的花粉落在柱头上，表明本地雄性个体稀少，这时
雄性后代的比例就会增加（威廉斯 2001）。不少无脊椎动物（如蚜虫、溞和裂螠
等）也如此。
6．其他选择
还有一些人在更高的分类层次考虑选择的对象，如物种、支序等。由于大的
地貌变化导致不同生物区系的物种之间的竞争（如上新世巴拿马海峡形成后使北
美洲和南美洲区系混合），引起物种的大量灭绝，称之为物种选择（但笔者认为，
这更应该称为物种替换）。还有人提出支序选择理论，
所谓支序是指形成种系发生树上某一分支的一个分
类类群，如白垩纪结束时整个恐龙支序灭绝了，但鸟
类和哺乳动物却得以幸存。但是，迈尔（2009）认为，
物种也好，支序也好，绝不是选择作用的对象，选择
的对象仍然只能是个体。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What it is, Where it Came
from, and Why it Works（中译本《进化论传奇——一个
理论的传记》）的作者 Cynthia L. Mills 女士指出，
“生
命支撑起了太多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不能用把它们各
个组成部分的不论巨细的相加来解释的。一个生物
体，并不仅仅是基因的集合，甚至也不仅是基因表达
的集合。它产生于一种所谓的‘浮现’——超过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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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性质总和的性质的产生。生命是‘浮现’的；它不仅仅是新陈代谢反应路
径和细胞结构所组成的混合环境。生命更源于自组织的结果，浮现于混沌之中。
”
（Mills 2010）
7．综合
Mills（2010）说，“为什么不承认选择是可以作用于基因上、个体上、群体
上、亲族上，以至物种上……如果选择在所有这些层次上发生，再结合了系统的
限制和偶然性，那就再也不能靠简单、严格的法则和规律来解释进化论了”。
威廉斯（2001）说，
“选择就导致了个体的产生，生命演变成为生理学上分离
的个体和遗传学上独立的谱系。无源的生命就变成多源的，但是这仅发生在自然
选择已经不可逆地使多肽成为代谢的工具，多聚核苷酸作为有效的信息储存库之
后。但进化成为多源的之后，它就失去了其决定论的特征，变成一种随机的过程”。
8．没有任何选择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 年）早期反对自然
选择，赞同德弗里斯的观点，将突变作为新物种产生的直接基础。他在 1903 年出
版的《进化和适应》一书中，不仅攻击选择机制，也攻击整个功利主义自然观，
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去想象选择会在任何水平起作用，任何突变只要不与环境明显
不相容，就可以生存和繁殖，环境并不有效地控制进化，进化的历程完全由各种
突变来决定（鲍勒 1999）。
四、自然选择之我见
什么是生命延续的基本单位？当然是具有一定遗传稳定性的物种。可以这样
来描述生命：①生命存在的实体是个体；②个体的构造与生存原理源自所携带的
基因组；③物种的构造与生存原理保存在基因库之中，而基因库则分散在种群的
个体之中，并通过有性生殖在世代间传递。因此，基因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种族的
遗传信息，服务于种族，而种族由个体组成，那么它理应服务于个体。
个体与种族利益孰重孰轻？个体，无论它采取完全孤立的生存方式还是群体
合作形式，无论亲体是否照顾幼体，无论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
无论雌雄通过何种方式进行配对……其行为（如本能、习性等）必定遵从有利于
种族延续的内禀约束性。
自然选择什么？毫无疑问是物种，虽然延伸到了种族利益约束下的个体与基
因，以及在一些类群中涉及的群体或亲属……自然允许多样的路径或方式，只要
能使物种得以延续！
从基因的视角来看，正如杜布赞斯基（1964）所说，
“在实际上，选择的本质
就是一个群体中的不同基因型携带者，对后代的基因库(gene pool)作出不同的贡
献。在同一个环境中，有些基因型的贡献要比另一些的相对大些。一个已知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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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携带者，把它们的基因传递到其后代基因库中去的相对能力，就是那个基因
型的适应值(adaptive value)，也就是达尔文的适合性（fitness）”。
个体何以能承载种族？这里并不是说个体知道为了种族的利益（直白地说，
就是能够繁衍下去）而如何努力，而是说不能够成活到性成熟并成功繁衍的个体
早已遭到了淘汰，剩下的个体必定具备存活与繁衍的基本技巧。不论雌雄间演绎
何等崇高或何等卑劣、何等悲催，或何等复杂，或何等平庸……之爱情故事，只
要能够成功繁衍出子孙后代，自然界就会允许它的存在。
“性”是什么？就是两套 DNA 的抽签与组合，游戏规则就是一套来自父本，
一套来自母本，从浩瀚的个体来看，这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一个物种的 DNA 记
载了它的个体生命原则，并乘载于个（躯）体纷繁的生命之流，在延绵中变幻，
在变幻中延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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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坐什么井观什么天
进化论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它远远超越了人类直观认知的时空尺度。正
如杜布赞斯基（1964）所说，
“经验证明，没有方法能够明了需要地质规模时间的
宏观进化性（macroevolutionary）变化的机制，它不像往往可由人的意志来控制的，
并且有时可在实验室内用试验来重复的微观进化性（microevolutionary）过程，可
以在人的一生时间内通过观察而得到了解”。照理来说，一个完美的物种进化理论
必须是普适性的，应该能够解释所有的进化案例。但是，当我们俯视各种进化理
论时，嗅出的却是强烈的个性化案例的气息。例如，基于小型动植物（如花草、
果蝇等）的研究提出了突变成种学说，以长颈鹿为对象提出了适应性进化学说，
根据爱尔兰麋鹿灭绝的化石证据提出了直生论的进化学说等。
一、月见草与果蝇的随机变异——突变论
荷兰植物遗传学家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通过对一种草本植物——月见
草（Oenthera lamarckiana）的变异研究提出了突变（mutation）的概念。1886 年
的一天，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外散步，发现了两个差异明显的见月草，随后他利
用这两个见月草的种子进行杂交，产生出既不同于亲本，彼此又不相同的类型，
看起来像是一种新的类型，因此，他认为生物有两种变异，一种是微小的不会导
致生物进化的变异，另一种是明显的、会导致生物进化的变异，他把后一种变异
称为“突变”
。德弗里斯于 1901 年出版了《突变论》，声称一个物种可以通过突变
而进化成另一个物种，而无需其他动因的作用（席泽宗 2002）。
20 世纪 30 年代，3 位植物学家重复了德弗里斯的试验，发现他所称的月见草
新物种根本就不是物种，仅是变种而已，也不是由突变形成的，大多是通过染色
体交换，有些则是多倍体（即植物保留了父母两者的所有染色体）（Mills 2010）。
达林（Cyril Darling）曾这样评价道，德弗里斯的突变导致了一个错误的进化理论，
以及一个错误的突变理论和错误的遗传和染色体理论。的确，如果我们要谈论科
学研究阻碍一门科学的进展的例子，Oenothera（月见草属）就是个活样板（Mills
2010）。
但是，正是由于突变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从更微观的层面去思考遗传秉性
自身的变异性，并导致了对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环境条件变化引起变异并能够
遗传）以及达尔文的渐变论（表型）的怀疑与否定。突变论者认为，新物种的形

成是通过一次突变突然形成的，自然选择不是对个体的
微小变异发挥作用，而是作用于更高层次，是在突变产
生新种后，决定它们是否能够生存下去还是被淘汰掉。
美 国 动 物 遗 传 学 家 摩 尔 根 （ Thomas Morgan ，
1866～1945 年）通过对果蝇（图 11-1）的研究，提出
了更为极端的突变理论，认为基因突变是产生新性状的
唯一源泉，进化中的变化都是由于新的突变导致的，因
此，进化的动力不是自然选择，而是突变压力，自然选
择对生物进化是无关紧要的，最多不过是消极地淘汰有
害的突变。

图 11-1

T. Morgan

正常的红眼果蝇（左）
、突变的白眼果蝇（中）和突变的小翅果蝇（右）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德裔美国遗传学家戈德斯密特（Richard Benedict Goldschmidt，1878～1958
年）在 1940 年出版的 The Material Basis of Evolution（译文《进化的物质基础》）
一书中设想了一种新的进化机制：自然选择通过作用于物种之内的基因只能产生
小的进化改变（微进化，microevolution），而由一个种变为另一个新种则是一个
大的进化步骤，不是靠微小突变的积累，而是靠所谓的“系统突变”（systematic
mutation ）， 即 涉 及 整 个 染 色 体 组 的 遗 传 突 变 而 实 现 的 （ 称 之 为 宏 进 化 ，
macroevolution）。染色体的重组可以导致“有希望的怪物”（hopeful monster）的
产生。他不支持把单个的突变作为变化之源，也不愿意接受解释染色体结构的“串
珠”模型，而是设想染色体是在某种分子场中被组织的，可以即刻地、剧烈地变
化，从而导致生物体发生显著的变化，和突变体一样，大多的“怪物”适应性会
很差，会死掉，但某些“怪物”可能具有优势（Mills 2010）。
迈尔（2009）认为突变论是基于一种本质论的世界观，他驳斥道，
“一个个体
的基因型是一个协调、平衡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通过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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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自然选择，最终形成并调节好的。既然已经知道绝大多数基因位点上的潜在
突变会产生有害或者致死的效果，一次重大的突变所导致的整个基因型的大震动
又怎么能产生出能够繁衍下去的个体呢？只有非常稀少的个体（戈尔斯密特称之
为‘有希望的畸形’）可能有机会成功地存活下去，而这样的宏突变种的绝大部分
不会取得成功。但是到哪里去发现这样一个宏突变过程产生出的未成功存活的几
百万个宏突变种呢？从来没有发现过，因为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推想的这种宏突
变过程根本就不会发生”。
笔者认为，突变论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确实，在花草和昆虫的世界，一个
偶然的变异可能会带来体制上的很大改变，如眼睛从红色变为白色，翅膀由大变
小，这些变异是如此之大，可能会使一个不知情的依据形态的传统分类学家认为
是完全不同的种类。
当然，类似的突变并不仅局限于虫草之类的小型生物。达尔文曾在他于 1868
年出版的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中译本《动物和
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收录了这样一个案例：1791 年，美国新英格兰的
一户农民怀特在家里的羊群中发现了一只背长腿短且略弯曲的雄绵羊，由于腿短
而跳不过羊圈篱笆，故易于圈养，后来，怀特将其选育成了一个新的绵羊品种——
安康羊（Ancon sheep）。这应该也是一个突变的例子，但这并未改变达尔文的渐
变进化的观念。事实上，难道我们能期待大象或人的一个基因突变能产生出一个
新种吗？
迈尔（2009）指出，
“有一些染色体现象，尤
其是在植物（多倍体）和一些动物类群（混有单
性生殖的物种）中，通过一步就可以产生出一个
新种。但是这些罕见的现象并不能否定群体逐渐
进化的广泛性”
。
二、拟态物种的微小变异的连续累积——渐变论
达尔文早就指出，
“当我们看见吃叶子的昆虫
是绿色的，吃树皮的昆虫是斑灰色的；高山的松
鸡在冬季是白色的，而红松鸡是石南花色的，我
们必须相信这种颜色是为了保护这些鸟和昆虫来
避免危险……昆虫常常为了保护自己而与各种物
体类似，如绿叶或枯叶、枯枝、一片地衣、花、
棘刺、鸟粪以及别种活昆虫……这种类似经常是
奇异地真切，并不限于颜色，而且及于形状，甚
至昆虫支持它的身体的姿态。在灌木上取食的尺蠖（图 11-2），常常把身子峤起、
一动也不动地像一条枯枝，这是这一种类似的最好事例”
（Darwin 1872），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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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拟色”或“拟态”。

图 11-2

形似枯枝的尺蠖（摄影：Mitsuhiko Imamori）

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拟态现象大概是渐变论的最好证据。一些昆虫（如蝴蝶、
螳螂等）几乎完美地模仿了干枯树叶的颜色与形状（拟态）
，甚至脊椎动物的鱼和
乌龟也能如此（图 11-3）。很多拟态模拟得如此精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在色泽
与形态上与枯叶如此惊人的相似，大概没有人会认为这仅是一次偶然突变的结果吧。

图 11-3

拟态—各式各样的枯叶动物。A. 枯叶蝶（来源：

www.wildlifeandlandscapes.blogspot.com）；B. 枯叶螳螂（来源：www.gallery.sulasula.com）；C. 枯
叶龟（来源：www.photomazza.com）；D. 枯叶鱼（来源：www.picasaweb.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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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指出，
“昆虫是鸟类和其他敌害的食物，鸟类的视觉大概比我们的还要
敏锐，而帮助昆虫逃脱敌害的注意和发觉的各级类似性，就有把这种昆虫保存下
来的倾向；并且这种类似性越完全，对于这种昆虫就越有利”
（Darwin 1872）。很
显然，猎物的拟态一般是为了利用背景色调（如枯叶或绿叶等）来逃避捕食，而
捕食者的拟态也是为了利用背景色调增加隐蔽性（尽量避免被猎物察觉），以获得
捕猎的成功。可以推测，如果偶然出现了一些与背景色调更为相近的个体变异，
因为较不容易被捕食（猎物）或更能成功地捕食（捕食者），就能留下更多的后代，
因此，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体色/形状越是接近背景的个体，可能就越能够成功
地生存与繁衍。这里的选择压力就是逃避捕食或成功捕食，猎物和捕食者的进化
方向都是使体色/形态尽可能地接近背景。如此精巧的拟态（色泽/形态）绝不可能
只是通过一次变异而完成的，必须依赖于微小变异的连续累积，而达尔文的随机
变异与自然选择恰好能对此给予完美的解释。
达尔文认为他的自然选择不断保留了有利的变异而淘汰了不利的变异，虽然
这种过程的结果貌似一种定向进化，但其实并不是一种受内在意志力驱动下的主
动完善。因此，达尔文反对拉马克的主观目的性。
分布于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的兰花螳螂（Hymenopus coronatus）堪称美丽杀手，
其足的颜色和形态宛如美丽的花瓣（图 11-4），且伪装色还能随花色深浅而调整，
恰似一朵隐藏的“兰花”，为的是不易被猎物所察觉，以便其“守株待兔”。

图 11-4

美丽“杀手”——兰花螳螂（Hymenopus coronatus）（引自互动百科）

动物不仅能模拟背景色，还能模仿另外的动物（图 11-5）。早在 19 世纪，英
国博物学家贝茨（Henry Walter Bates，1825～1892 年）在亚马孙地区发现一些美
味的蝴蝶身上的图案和色彩与有毒的同域物种身上的一样，而且不管有毒物种随
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做出什么形态改变，美味拟态类型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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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贝式拟态，Batesian mimicry）（Bates 1862）。不久德国博物学家 Fritz Müller
（1821～1897 年）发现有毒物种彼此之间还会相互模拟，这样食虫鸟以为只要记
住一种图案和色彩就可以避开所有有毒的物种，从而可降低有毒物种被捕食风险
的方式（称为穆式拟态，Müllerian mimicry）（Müller 1864）。

图 11-5

蝴蝶之间的贝式拟态（A）和穆式拟态（B）（引自 Raven and Johnson 2002）

因为昆虫不能主动控制它们翅的颜色，所以模仿的效果不可能是由于拉马克
式的凡使用部分一定会遗传的机制，选择肯定照顾那些偶然以这种方式发生变化
从而得到保护的个体：它们会生活得更长久，繁衍更多的后代，最终整个物种都
会具有这种保护色（鲍勒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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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一些花儿（常见于兰花）还是“感情骗子”，它们在外表上能模拟
某些昆虫雌性的体形（有时甚至散发出类似的香味），其逼真程度令人惊叹（图
11-6），它们借此吸引想来交欢的雄虫，而当雄虫落于花上，即会蹭上花粉带到另
一朵花的柱头之上，达到传粉之目的，Maurice-Alexandre Pouyanne 将这种现象称
之为繁殖拟态（Pouyannian mimicry）（Pouyanne 1917）。

图 11-6

分布于地中海沿岸的角蜂眉兰（Ophrys speculum）
宛如一只雌性的胡蜂（来源：百度图片）

但是，有些动物具有根据环境状况快速改变自身体色的机制。例如，树栖爬
行类动物——变色龙（Chamaeleonidae）能随环境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身体的
颜色，这样的隐蔽方式，既有利于逃避天敌，又有利于捕捉猎物，可弥补自身行
动迟缓的缺陷。而拟态章鱼更是自然界中顶级伪装高手，其身体非常柔软且能任
意改变颜色和形状，可模拟各种环境和其他海洋生物，据称，它们仅用不到 1s 就
能让自身与任何背景颜色及图案相一致。
拟色的重要性可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桦尺蛾（Biston betularia）是一种
小型夜蛾，白天的时候它一动不动地趴在桦树上，不容易被饥饿的鸟类发现，因
为它的不规则斑点在桦树皮上毫不显眼。这种蛾子有浅灰色和黑色两种（图 11-7），
而它们颜色上的区别就是由一对等位基因所决定的。19 世纪初，生活在英国大部
分地区的这种蛾子都是浅色的，可能是因为黑色的蛾子在白底有着亮色斑点的桦
树皮上容易被鸟儿啄食，然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浓烟却逐渐染黑了桦树的
树干，其结果是，在不足 50 年的时间里，某些地方黑蛾所占的比例竟从原来的
1%上升到了 95%（奥芬博格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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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不同颜色的桦尺蛾（Biston betularia）。J. W.Tutt 认为黑蛾在未被污染的树上（上图）

更容易被捕食者发现，而白蛾在被工业污染染黑的树皮上（下图）更容易被捕食者所觉察（引
自 Raven and Johnson 2002）

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对者。McAtee（1934）认为，整个保护作用学说只是一种
神话，只是屈从于一种古老的似是而非的推论：就是认为只有完全不受掠食者的
侵害，方能使自然选择奏效。杜布赞斯基（1964）指出，
“有些作者满足于不加批
判的幻想，给整个学说带来了不良的声名。随便假定某种颜色为保护性的或为拟
态的，其危险是极大的。因为对于人的眼睛看来似乎是生物和有些非生物以及其
他生物之间的一种相似性，但是在假定保护对其发生作用的掠夺者的眼中，却未
必是如此”。但是，这种反驳也不过是言辞上的，并不能令人信服。
三、长颈鹿的脖子、洞穴动物的眼睛及人类的诞生——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
拉马克认为，适应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即生物经常使用的器官会逐渐发
达，不使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物种经过不断强化或完善适应的性状，便能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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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成新种，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拉马克认为生物天生具有向完美
发展的趋势，动物的意志和欲望也在进化中发生作用。
1．大型动物的完美性适应
长颈鹿是拉马克的钟爱。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祖先原本是短颈的，但是为
了要吃到高树上的叶子经常伸长脖子和前腿，通过遗传而演化为现在的长颈鹿（图
11-8）。看着长颈鹿的脖子，人们大概会情不自禁地同情拉马克，相信他的动物在
内在意志力牵引下趋于自我完善的观点。

图 11-8

生活在非洲稀树草原的长颈鹿（Giraffa camelopardalisreticulata）（引自 Reece et al.
2011a）

达尔文说，
“长颈鹿，因为身材极高，颈、前腿和舌都很长，所以它的整个构
造美妙地适于咬吃树木的较高枝条。因此它能在同一个地方取得其他有蹄动物所
接触不到的食物；这在饥荒的时候对于它一定大有利益……在自然状况下，初生
状态的长颈鹿也是如此，能从最高处求食的、并且在饥荒时甚至能比其他个体从
①
高 1 英寸（in） 或 2 英寸的地方求食的那些个体，常被保存下来；因为它们能漫
游全区以寻求食物……身体的增大可以防御除了狮子以外的差不多其他一切食肉
兽；并且在靠近狮子时，它的长颈……可以作为瞭望台之用……长颈鹿又会借着
猛烈摇撞它的生着断桩形角的头部，把它的长颈用做攻击或防御的工具”
（Darwin
1872）。对长颈鹿的演化，达尔文主张个体间微小差异的自然选择与器官增强使用
的联合效应。

① 1in=2.54cm，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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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达尔文（Darwin 1872）记载，动物学家米伐特质疑道，如果自然选择有这
样大的力量，又如果能向高处咬吃树叶有这样大的利益，那么为什么除了长颈鹿
以及颈项稍短的骆驼、原驼（guanaco）和长头驼（macrauchenia）以外，其他的
任何有蹄兽类没有获得长的颈和高的身体呢？或者说，为什么这一群的任何成员
没有获得长的吻呢？对这一问题达尔文也无法满意地回答，他无奈地说，
“在南美
洲，大的四足兽特别少，虽然那里的草木如此繁茂；而在南非洲，大的四足兽却
多到不可比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知道……”
2．洞穴动物眼的退化
一些动物可终身栖息于黑暗的洞穴（如石灰洞、溶岩洞等），这些洞穴动物
（cave animal）包括鱼、螈、蜘蛛等，它们体内通常缺少色素，眼睛退化或完全消
失（图 11-9）。不论这些动物在历史上因为何种原因而误入洞穴，它们已经习惯了
黑暗的世界，乃至无法在光明的世界中生存。
达尔文也是用拉马克的用尽废退和获得性遗传来说明洞穴动物眼睛退化的原
因，当然加上了他的自然选择。他说，
“鼹鼠和某些穴居的啮齿类动物的眼睛是残
迹的，并且在某些情形下，它们的眼睛完全被皮和毛所遮盖。眼睛的这种状态大
概是由于不使用而逐渐缩小的缘故，不过这里恐怕还有自然选择的帮助”。他在谈
到南美洲的一种穴居啮齿动物 Ctenomys 时推测，“因为眼睛常常发炎对于任何动
物必定是有损害的，同时因为眼睛对于具有穴居习性的动物肯定不是必要的，所
以在这种情形下，它们的形状缩小，上下眼睑粘连，而且毛生在上面，可能是有
利的；倘使有用，自然选择就会对不使用的效果有所帮助”
（Darwin 1872）。当然，
这只是一种猜测。

图 11-9

一种生活在美国阿拉巴马洞穴中的盲鱼——宽吻盲 （Speoplatyrhinus poulsoni）
（引自 Danté Fenolio/www.anotheca.com）

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个称之为 Pax6 的基因精确地控制着各种动物眼睛的发
育，其突变体表现为无眼（图 11-10）。例如，突变体果蝇没有眼睛，更令人吃惊
的是，如果使 Pax6 基因在身体的其他部位表达，还能够长出异位或额外的眼睛。
很显然，Pax6 基因控制着一种制造眼睛的发育模块。难道洞穴动物的眼睛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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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x6 的突变，虽然这种无眼个体在阳光世界中必死无疑，但在黑暗的洞穴中获得
了生存优势？当然，这得看那些盲眼的洞穴动物是完全没有发育眼睛，还是有眼
但被上下眼睑粘连了。可以想象，模块化的结构建造似乎为动植物躯体的多样化
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基础。

图 11-10

在许多动物中 Pax6 基因控制着眼睛的发育。A. 带有正常眼睛的老鼠胚胎；B. 在一

个带有 Pax6 突变等位基因的杂合子小鼠中的小眼，眼睛的尺寸变小；C. 一个小眼症的纯合子
胚胎，眼睛、鼻子和一部分的脸是完全缺失的；D. 人类的 Pax6（这个基因在人类中叫做 Aniridia）
突变杂合子的眼睛缺失虹膜，少数的 Pax6 突变的人类纯合子胚胎会完全缺失眼睛、鼻子和部
分的面部结构，就像小鼠一样；E. 野生型果蝇的正常眼睛；F. Pax6（这个基因在果蝇中叫做
eyeless）突变导致了眼睛的严重畸形，而完全删去 eyeless 会导致无头果蝇（引自巴顿等 2010，
见所引文献）

在某些特点上，和穴居类型一样异常的个体，也能在地面群体中发现，但是
它们在穴外的频率很小。据 Kammerer 报道，蝾螈在黑暗地方的时候，就会产生
退化的眼睛，很少或没有黑色素，但当它生长在明亮地方的时候，就显然会发生
有用的眼睛和黑色素（杜布赞斯基 1964）。
在哺乳动物中，有负责处理视觉信息的大脑皮层，称为视觉皮层（visual
cortex）（图 11-11），其中，有一个称之为 4C 的视角皮层，它接受来自双眼的信
息输入，并把它们分离成从每只眼睛出发的信息流。开始时，信息输入是随机的，
但在出生前，它们大致被分类整理成各种条带，每一条带主要对一只眼睛做出反
应。在出生后头几个月期间，这种隔离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所有对右眼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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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细胞都聚集到右眼条带之中，而所有对左眼做出反应的细胞则都聚集到左
眼条带之中，这些条带被称为眼优势柱（ocular dominance column）。如果把一只
出生 6 个月之内的猴子的一只眼睛缝合哪怕只有很短的一周时间，那么来自那只
被剥夺视角的眼睛的条带几乎会消失，而那只眼睛实际上也就失明了，因为它在
大脑中没有可去报告的地方，这个结果是不可逆的。这就好像是来自两只眼睛的
神经元在 4C 层中竞争地盘，而表现活跃者赢得了地盘。但是，在成年动物身上，
这种做法对条带基本不起任何作用。这表明，大脑在生命的早几个星期还可以接
受经验调整，在此之后便被固定下来了，只有通过它的眼睛去体验这个世界，动
物才能把输入信息分成不同的条带，似乎是经验在打开某些基因，而这些基因又
在打开其他基因（Nedivi 1999，里德利 2005）。

图 11-11

大脑的视觉皮层（初级），信息输送到两个渠道，分别成为背侧流（dorsal stream）
（绿
色）和腹侧流（ventral stream）（紫色）（引自维基百科）

可否猜测，洞穴动物眼睛的退化就是由于这种早期发育关键期应对黑暗环境
而进行的一种自动调节的结果呢？这在现象上是一种用进废退，而在微观机制上，
也不一定需要等待突变，或许基因的调节系统就能完成“废掉”眼睛的任务，如
关掉制造眼睛的基因模块。
魏斯曼和其他经典进化学派提出了关于退化的两种可能机制（杜布赞斯基
1964）：①既然形成一个器官是需要能量的，那么遗传性的变异如能消除一个多余
的器官，就可节省一些力量，因此就获得了一种正的适应值；②削弱或毁灭一个
器官的突变频率，要比加强这个器官的突变频率大得多，一个器官只要维持其对
于物种的重要性，毁灭它的突变就要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当一个器官的功能变得
不重要时，则选择就会把它放松下来，那么单纯的突变压力可能就要使它发生退化。
在进化中，失去复杂的机制要比得到它们更容易。例如，洞穴动物眼睛和色
素的失去，血液寄生生物代谢能力的丧失，岛上鸟类和昆虫的飞行能力的丧失等。
这些丧失就是哈维（Harvey）和帕特里奇（Partridge）称之为进化的黑洞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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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进化经常采纳的路径，但是，一旦采纳以后大多就是不可逆的。进化的黑
洞似乎是一个陷阱，它经常导致灭绝，或者至少对于系统发育的增值提供极为有
限的机会（威廉斯 2001）。
威廉斯（2001）认为退化或许带来遗传信息的节省：
“形态发生机制的复杂性
和精确性需要一定容量的遗传信息来承担。如果这种信息量被削减，从属机制走
向退化，以至有利于维持它们的选择逐渐松懈，于是节省下来的遗传密码就可另
作他用……有理由把遗传信息看作是一种必须受到限制的商品，它必须用于最有
效的可能途径”
。内共生体基因组的简化似乎支持这样的观点，因为内共生的基因
含量比自由生活的亲缘物种要少得多，在细胞器基因组中，蛋白质编码基因的最
大数目接近 100，这比任何已知的细菌甚至内共生体的编码基因要少得多（许多
细胞器仅编码远远少于 100 个的基因），这可能由于细胞器生活环境的稳定性，它
们因此放弃了很多对其他细菌不可缺少的基因，这种基因组的减少伴随着细胞器
生命活动的普遍简化（巴顿等 2010）。至于这些内共生细胞器基因组的一些基因
是如何丢失的，则无从知晓。
但事实也并非都如此简单，因为在生物复杂化过程中基因组的变化却呈现出
另一番不同的景象：真核生物的遗传物质中存在大量非编码的 DNA（内含子、假
基因和高度重复序列）。例如，在人类基因组中，非编码区占整个基因组序列的比
例高达 98.5%（图 6-1）。那为何高等生物的 DNA 会如此奢侈浪费呢？这些“垃圾
DNA”
（junk DNA）大多数是演化的副产物，除了一些可能承载着重要的遗传信
息外，多数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如果这些“垃圾 DNA”真的是毫无用处的话，达尔文主义者很难相信选择不
会淘汰它们，因为制造出这些 DNA 毕竟代价不菲（迈尔 2009）。而笔者认为，可
能正是因为选择作用的对象为个体而不是基因，才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在
微生物中，非编码区只占整个基因组序列的 10%～
20%，这显然吻合微生物快速代谢的特点。
3．人类的诞生

T. H. Hux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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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克的生物天生具有向完美发展的趋势其实
也是主张进化过程中存在一种必然的演替规律，而
人类的诞生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有“达尔文的斗
牛犬”
（Darwin’s bulldog）之称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
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 年）认为，
进化中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它被一系列向上的动
力所推动，直到达到最高的层次，但是，只有一个
分支已达到了这一最高层次：
“……到上新世仅有一
个进步的途径仍旧开放——它通往人类”（威廉斯
2001）。

拉马克主义是建立在环境影响或趋向完美基础上的转型论，它认为遗传物质
是“软的”，即环境的影响或用进废退能改变遗传物质的构成，且这样的变化可以
通过“获得性遗传”传递给后代，但这违背了孟德尔的遗传学规律，也有悖于分
子生物学的所谓的“中心法则”（迈尔 2009）。
四、“爱尔兰麋鹿”的过度发育——直生论
爱尔兰麋鹿（Megaloceros giganteus）是一种新近灭绝（在爱尔兰大约是在
11 000 年前）的巨鹿，曾分布于欧亚大陆。James Parkinson 在 1811 年写道：“在
英国皇帝的化石收藏中，据信没有什么比巨鹿更使人惊奇的”
（Gould 1977）。
“爱
尔兰麋鹿”（图 11-12）是直生论（orthogenesis）的代表性案例，一些古生物学家
认为这起因于“过度发育”，即爱尔兰麋鹿由于其内在的力量导致它的角过大（似
乎呈现线性不断增大），最终使物种走向了灭绝。大型动物的“过度发育”可能十
分普遍，并最终走向灭绝。庞然大物恐龙的灭绝可能也与此密切相关。

图 11-12

从前一位富有的学者在测量爱尔兰麋鹿（Megaloceros giganteus）的后肢，该图最初
由米莱斯 J.G.于 1897 年发表（来源：Gould 1977）

直生论认为生物谱系的进化呈直线状，由一种内在的“种系动力”所驱动，
既不受环境影响，也与自然选择无关，生物的变异并不随机，存在一定的方向性，
生物的进化并不一定向着适应的方向，即有些变化并不一定适应环境（而拉马克
主义的进化观就是适应环境）。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持续性倾向，可以用对于某些在适应上有用的性状（如
继续地增加身体大小）的直向选择（orthoselection）来加以说明，而身体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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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则可能产生与许多本身并无适应意义之性状的相关变异（Simpson 1949，杜
布赞斯基 1964）
。
在某一方面的强化必定带来另一方面的弱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个别器
官的过度发展未必总能保持总体的生存优势。从遗传上来说，通过基因库的修修
补补实现新物种分化的方式（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高达 98.8%是相似的）是导
致一些大型物种日趋复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大型化与复杂化导致物种体制与
机能可塑性的降低，往往使这样的动物走向进化的死角，因为物种越复杂，演化
的方向似乎就越来越狭窄。
这种带有累积性或历史性的适应就不可能是真正完美的适应，因为复杂性会
消耗可塑性，也会消费适应性。因此，恕我直言，今天的长颈鹿和人类还是拉马
克主义者完美进化的心怡案例，而当它们迎来灭绝之日时，就会成为直生论的“有
力证据”！
五、“完美”适应或自然选择的代价与命运
柏格森（1907）说，
“适应造就了进化运动的种种曲折性，却并不决定进化运
动的各个总体方向，更不决定进化运动本身……进化并不标志出一条实在的路线，
进化所采取的各个方向全都没有终点，即使在适应进化当中，进化依然富于创造
力”。进化的曲折性、随机性与创造性不容否认，但是，古生物学证据显示，进化
在一些方向（甚至整个动物群）上都出现了终点。例如，寒武纪动物群几乎都已
灭绝，可能源于非生物性的地球环境灾变。
一方面你会为眼前生命世界中数不胜数的美妙、精致、独特或怪异的结构、
功能、行为或关系等而惊叹不已，感慨适应或自然选择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
你又会从化石记录中洞见漫长岁月对物种的无情毁灭（无论源自何种灾难）。因此，
任何完美的适应都不会永恒地存在下去，自然界总会将一切看似完美的生命无情
地摧毁，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适应往往以特化的面孔来显现，这可以是在形态上、结构上或生理上。
但是，特化往往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如组织特化会牺牲再生能力）。在与虫媒的协
同演化中，花的高度特化虽有利于高效的授粉过程的进行，但也容易走向灭绝；
精致的进攻手段，引人注目的彩色装饰和雄性求偶时的炫耀行为，也许有利于雄
性在交配竞争中的获胜，但这些特征由于浪费和损害了身体资源以及在性冲突中
使捕食者有机可乘，从而也会降低了种群的适合度；个体在体积上的增加可能导
致数量上的减少，也更容易走向灭绝。这些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适应性，但
是往往是一种适应取代了另一种适应，而不一定是增加了适应（威廉斯 2001）。
正如杜布赞斯基（1964）所说，
“进化上的可塑性，必须以牺牲一些在适应上
的单一性为代价才能获得”。Cox 和 Moore（2007）指出，“一个高度特化的物种
能够在狭窄的环境限度内有效地开发若干资源，在它能够有效地与其他物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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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生存的意义上，可能是成功的。然而一个有宽广耐度的物种将会有能力应付
较大变化的生境，它可能技术上不如狭窄耐度的物种有效，但是它能通过利用对
它敞开的范围更宽广的选择来补偿”。
此外，由于适应导致一种功能强化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另外功能的损失为代价。
例如，最初的四足动物变成了更好的步行者，其代价却是游泳上处于劣势。最初
的恒温动物降低它们的代谢要依靠环境温度，但因此就增加了它们对于食物等的
需求（威廉斯 2001）。当然，反之亦然，即一些功能的退化往往可通过另一些功
能的加强而得到补偿。
某些器官的完备化，可能使一个物种成为一种生态小境的不可争夺的占有者，
而给予它如此重大的利益，以致使其他器官可能成为退化状态，如军舰鸟（Fregata）
是最能飞的鸟，但如果不在空中的时候，则是最笨拙的，因它们的腿近乎是退化
的了（杜布赞斯基 1964）。
迈尔（2009）从自然选择的视角阐述了同样的问题。他列举出自然选择通常
无法产生出完美类型的八大理由。①基因型的潜力有限：动植物已有的遗传组织
限制了进一步进化，如鸟类无法进化成哺乳动物，甲虫无法进化成蝴蝶。②缺乏
合适的遗传变异：一定的物种种群只能容忍有限的变异。③随机的过程：群体中
的许多差异性生存和生殖并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于机遇，生殖过程充满机遇，
环境灾变（如洪水、地震或火山）在自然选择有机会照顾有利的特定基因型之前，
通常就会淘汰那些潜在有利的基因组合。④种系历史的限制：一旦确立了特定的
身体结构，即不可能再改变，如节肢动物的祖先需要首先发育出外骨骼，而脊椎
动物的祖先则需要发育出内骨骼，自从这两种生物的祖先做出了这种选择之后，
便影响了这两大生物类群的整个进化历程，前者可演化出恐龙和大象这样的庞然
大物，而后者最大也不过是螃蟹。⑤非遗传修饰的能力：表现型的柔性越大，越
能抵御相反作用的选择压力，比起高等动物来，植物特别是微生物更具修饰表现
型的能力；当一个群体迁移到一个特殊环境中的时候，在以后的世代中基因会遭
遇选择，从而加强乃至最终取代非遗传的适应。⑥生殖年龄后无反应：选择无法
淘汰导致老年患病的基因。⑦发育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整个发育机器就是一个相
互作用的系统，生物的结构和功能就是竞争需求的妥协产物，每一种生物的形态
都体现出妥协的程度，每一次迁移到新的适应区都会留下不再需要的形态特征的
痕迹，这些形态已经成了累赘。⑧基因型的结构：存在不同功能类型的基因，有
些产生出物质，有些调节物质的产生，还有一些似乎没有什么功能。依笔者之见，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物种（基因组）修修补补的成种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定
了物种演化的随意（机）性，生物越是复杂就越是如此，否则，为何仅从外貌就
能如此明晰地辨别出种系呢？
笔者认为，不论适应或选择多么的完美，都是相对的，都只可能是相对于一
定的生存环境（而且还是在有限的地质历史背景下）而言，而任何物种（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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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人类）的命运最终都会走向灭亡，即使不被灾难灭绝，也会消逝于变异之中。
这就是为何有人推测现存的物种只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物种总数的 1%，虽然这
个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因此，自然选择绝不可能保证物种永远都会成功（正如
达尔文强调的那样，一个生物只需要完美到足以成功地与现存的竞争者进行成功
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像是为了迎合个体短期的生存目的而不是种族
的长久延续，否则哪会有如此彻底的物种灭绝方式呢？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物种
可以适应一切生存条件，也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生存环境，更没有永恒不变的有
机体模式（以种的形式定义的）
，因此不仅世界的永恒变化外在地决定了物种灭亡
的必然命运，而且即使没有这，生命也会消逝于内禀的裂变或漂变之中。
现代达尔文主义者十分纠结适应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试图将两者机械地割裂
开来。迈尔（2009）说，
“在每一代中，经历过淘汰过程后存活下来的个体事实上
都是‘适应’的，是它们的特征使它们能够生存下去。淘汰并没有产生适应的‘目
的’或者‘目的性的目标’，适应是淘汰过程的副产品”。迈尔强调适应不是一个
有目的的过程，而是淘汰（或）性选择后的产物。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同义反复，
最适者生存，生存者最适。
试问，像高等动物后天学习（如幼狮对捕猎技能的学习）这样的适应过程没
有目的性吗？像人这样的复杂动物的一切适应性都是没有目的的吗？为什么一定
要否定生命的目的性呢？生命之适应可以是形态的、结构的、生理的、食性的、
行为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的或心灵的……而生命之目
的既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除非否定生命的目的性。其实，现代达尔
文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否定适应的目的性，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与拉马克的主
动性适应划清界限。
柏格森（1907）是这样来评价各式各样个性化的进化理论的：
“我们将进化论
的各种当前形式交给一个共同的检验，并且申明：它们全都遇到了同一个不可克
服的困难，而我们绝不打算将它们一概否定。恰恰相反，它们当中的每一种都有
相当数量的事实作为支持，因而其本身必定都是真实的。它们每一个都必然与进
化过程的某个方面相关。一种理论将自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观点上，以便维持其
科学性（即为细节的研究指出明确的方向），这也许甚至是必需的。然而，这些理
论从各自的局部角度去观察的那个真实，却必定会超越它们全部。那个真实是哲
学研究的特殊对象，哲学并不局限于科学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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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浅尝辄止——谁是谁非？

人的心智容易在两种极端世界中迷失——要么太黑暗要么太灿烂。圣贤将人
们从黑夜带入这光之岸，庸者报以惊异和崇拜乃人之常理。但真谛总是隐藏在那
浩渺无限的迷宫之中，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接近。
一、渐变与突变，孰对孰错？
渐变与突变之争一直延续至今。但一个谬误之处就是两个学派并未在同样的
含义下使用“渐变”与“突变”。博物学家拉马克和达尔文是在谈论表观（按现代
的话说就是表型）的变化问题，而遗传学家德弗里斯和摩尔根则是在谈基因（基
因型）的变化问题。在形态学意义上的表观之细微变化也许是由于基因结构的变
化，也许不是（如发育调节）。但是，在现代的分子遗传学中，突变其实是一个十
分限定的词语，只要是基因结构的变化都称之为突变，但是，突变也许会引起形
态、结构或功能的变化，也许并无变化。因此，上述两个对立的观点并不构成互
相之否定的结论。从根本上来说，表现型是生物在发育过程中基因型与环境相互
作用的产物。
依笔者之见，如果两者都直接针对物种分化的问题，方能分清孰是孰非。真
实的情况应该是，如果都针对物种的分化，无论在形态水平还是在基因水平，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一个从“渐变”到“突变”
（或者说从“量变”到“质变”
）
的变化过程，当然这还会受到生物体制的影响，对复杂的高等动植物来说，变化
更是一种渐进的过程。
如果十分幸运，一个群体由于一个基因的突变导致了与原来种群的生殖隔离，
因此导致了新物种的分化，这样的基因突变也就与物种意义上的突变吻合起来了。
这在体制较为简单的类群中或许有发生的可能，但对复杂的脊椎动物就像是天方
夜谭。
早在 1902 年，G•乌德尼•于尔就曾提出一种解决变异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
间矛盾的方法，即如果设想多于一对的遗传因子能够影响一种性状的话，那么，
根据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就可以解释连续变异的性状；如果一系列遗传因
子使同一性状只发生很小程度的变化，那么，在这些遗传因子的恒定重组中，简
单的孟德尔比例就会消失；结果，多个因子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变异的连续分布（鲍
勒 1999）。
迈尔（2009）指出，
“因为所有变化都发生在由遗传上各不相同的个体所组成
的群体中，所以进化一定是逐渐的和连续的过程”。这也不无道理。

二、随机（偶然）性或目的性？
达尔文的进化论排斥了目的论（这甚至被迈尔赞誉为其伟大的贡献之一），因
为他主张变异是随机的，他用比上帝一点也不逊色的“自然”一词来解释其所精
心构建的进化理论的核心。但是，达尔文其实颇为无奈，他感叹道“这广阔无垠、
奇妙无比的宇宙……竟然是盲目的机遇或必然的产物感到非常难于甚至无法理
解”，依此可窥见达尔文内心之矛盾或疑惑。
在随机论与目的论之间彷徨甚至倾向于随机论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缺憾之
一，这在现代分子遗传学家那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甚至完全藐视生命的本质，
自我陶醉与淹没于浩瀚如烟的随机性之中。而他们不知道这生命之目的性在古代
哲学家那里早已得到过深刻的诠释。
此外，达尔文的“选择“似乎难言明确，因为他并没有对“自然”进行具体
的目的性界定，虽然给予了一种抽象的说明——许多自然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
物。育种家的选择是有明确目的性的，否则根本不会有什么成功的选择。因此，
笔者试问，一个没有具体目的的选择会是一种什么选择呢？
围绕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哲学家分为目的论和偶然论两大阵营，
前者主张功能决定形式，而后者则主张形式决定功能。亚里士多德曾说，
“大自然
里，生物的器官顺着功能而演变，功能不是顺着器官而来”，这是一种目的论；而
卢克莱修曾说，“身体不是因应我们的需要而造，存在是功能的因”，这是一种偶
然论。依笔者之见，它们其实反映了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两者皆是生
命的本然，没有目的不能称谓生命，没有偶然就不会有大自然的万紫千红！对进
化论来说，拉马克主义者信奉目的论，强调的是机敏，而达尔文主义者则追随偶
然论，强调的是幸运，它们长期被对立。其实，它们本不该必然对立，因为它们
强调的是进化的不同侧面。
三、什么才应该是自然选择的真正含义？
达尔文用“自然”指称许多自然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而法则则是人们
所确定的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Darwin 1872）。因此，达尔文的“自然”有点类
似于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前 571～前 471 年）的“道”
。问题是，法则意义上的
自然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呢？
在达尔文之前，一些学者也有过类似的法则性表述。英国动物学家欧文
（Richard Owen，1804～1892 年）在 1849 年出版的《论肢的性质》一书中就指出
新的生命类型的产生是由于“直接的原因”或“法则”，这意味着他抛弃了神奇创
世的观点，而将上帝视为自然中一些力量和原因的化身。英国地质学家赖尔
（Charles Lyell,1797～1875 年）曾主张在新物种的创造过程中，存在着类似法则的
过程，这种过程不同于“第一因”（鲍勒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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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指存在之物，如“大自然”可涵盖所有的生命及其生存环境，按现代
的语言来说，就是地球表面的生物圈层。从地球环境的演化历史来看，现在的大
自然其实是经过不断演化与发展的产物。因此，从地史尺度来看，物质性的自然，
也只能是一种抽象。如果基于实体的自然观，对地球上现存的 175 万个物种来说，
你能说有 175 万个自然吗？显然，用一个可以涵盖整个生物圈的术语去说明个别
物种的演化问题确有不合时宜之处。
笔者认为，对物种分化来说，与其说自然选择，还不如说生态位（也称为生
态灶或生态龛位）选择。显然，生态位比自然更为合适，因为可以将自然界的各
种生态位比喻为育种人员的形形色色的人工选择目的，就像人为的选择可使个体
的差异更易显露出来一样，生态位越多，就越容易出现种群间的生殖隔离，因此
就越容易分化出新的物种。一百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使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这也无妨，只要将这个“自然”理解为“生态位”即可。
那生态位是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生态位定义，笔者倾向于将生态位定义为：
支撑一个物种生存要素的总和，包括食物资源、空间资源、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
系和一切其他生存条件（如陆地生物的气候因子、水生生物的物理化学条件等）。
物种的生态位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在自然分布区之外）。此外，一个
物种的生态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变化或细分。生态位是物种内在生理性
与外在现实性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产物。
趋同现象是生态位选择约束物种进化方向的良好例证。例如，美洲的仙人掌
和非洲的大戟属植物是干旱沙漠环境（可看作相似生态位）中植物趋同进化的范
例。在动物中也存在不少类似的案例，如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和北方大陆的哺乳类
之间的趋同演化。
据达尔文记载，动物学家克莱巴里得（Claparede）曾阐明，
“属于不同亚科和
科的寄生性螨（Acaridae），都生有毛钩。这等器官必定是分别发展成的，因为它
们不能从一个共同祖先遗传下来；在若干群里，它们是由前腿的变异、后腿的变
异、下颚或唇的变异，以及身体后部下面的附肢的变异而形成的。从上述的情形，
我们在全然没有亲缘关系的或者只有疏远亲缘关系的生物里，看到由发展虽然不
同而外观密切相似的器官所达到的同样结果和所进行的同样机能”（Darwin
1872），这也可视为一种趋同演化。
用生态位选择来说明岛屿成种的外在机制似乎也更为明晰。达尔文曾注意到
岛屿上的物种更容易发生变异的现象，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环境变化了。但笔者认
为，岛屿上快速的物种分化速率，不一定主要是由于物种的变异加快了，更可能
首先是岛屿上不同的生存环境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态位，因而出现了与原来大陆环
境中完全不同的选择方向，从而导致自发的变异（也许以同样速率发生）能更快
地被遗传所固定。此外，物理上的隔离加速了岛屿种群与原来的大陆种群之间的
生殖隔离，因此也缩短了成种过程。这也是为何多样而隔离的生境有利于物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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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缘由。当然，由于环境变化也可导致生物个体在生理或形态上的变异，这些
变异在隔离的情况下也可能更容易被遗传所固定（即获得性遗传），也能促进物种
的分化。
许多物种（近缘或非近缘）的生态位往往相互重叠，这也是种间竞争存在的
缘由。正是由于物种间生态位的相似性或重叠性，才使得不同的生物（甚至亲缘
关系相隔甚远）产生出十分相似的形态结构，以达到同样的生存目的或生态功能，
这就是所谓的趋同进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球的生命史也是一部物种和生态
位相互促进的不断多样化的协同演化史。
杜布赞斯基（1964）也述及了物种分化与生态龛的关系，
“在一个生物体的生
活期间，于其可能出入活动的地域中，或者在一个个体散播生殖细胞或种子的地
域内，也存在着多样的生存场所。适应于这种局部性生存场所的多样性，其结果
就造成了同地分布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广阔的多样性，可以想象是与地球上
各种各样的环境和生态龛相关的。但是生态龛不单繁多，而且是不连续的”。
考夫曼（2004）说，
“把有机体的生态位看作是一种谋生方式，把谋生方式叫
做‘自然游戏’
。显然，在过去的 40 亿年里，自然游戏与谋生的有机体在一道演
化”。考夫曼将生态位看作一种谋生方式，认为这样的自然游戏可以很好地被有机
体演化的搜索策略（如突变和重组）搜索出来并掌握，因此，有机体、生态位和
搜索过程自我连贯的共同构建了彼此。
四、马尔萨斯的“斗争”对物种分化真的是如此重要吗？
达尔文从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那里搬来了“生存斗争”作为生物进化的动因，
他在自传中写道，“1838 年 10 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Malthus）
的《人口论》
（Population），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有了一定
的准备，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
趋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Gould
1977）。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绪论”中说，“全世界所有生物之间的生存斗
争，这是它们依照几何级数高度增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就是马尔萨斯
（Malthus）学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应用”（Darwin 1872）。
达尔文主张，通过过剩繁殖引起的生存斗争对变异的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
重要驱动力，这种生存斗争既发生在种内，也发生在种间。试问，生存斗争（竞
争）真的能够导致越来越多的物种分化吗？
首先，物种分布的地理格局未必支持这样的结论。例如，谁能说寒冷的极地
或酷热的沙漠竞争就不激烈呢？那里的物种不仅要经历残酷的种内和种间竞争，
还要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但动植物种类却十分稀少。而在富饶的热带雨林，
竞争一定就比极地或沙漠残酷吗？未见得一定如此，但何以有如此琳琅满目的动
植物在那儿栖息呢？因此，生存竞争虽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但与物种分化（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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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速率）之间未必一定就是正的相关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两个物种间的竞争可能会出现 3 种不同的结局：①势均力敌，
双方共存；②一方胜过另一方，败者去寻找另外的生存之道（生态位分化）；③一
方胜过另一方，败者灭绝。如果在这两个竞争的物种之中有一个是刚形成的新物
种，则在情况①和②中，物种数增多，而在情况③中，物种数维持不变（但如果
能导致多个物种灭绝的话，物种数就会减少）。但谁又能说得清它们孰重孰轻呢？
就人类社会来说，企业的竞争既能导致大部分企业消失而出现垄断寡头，也能出
现细分与共存的局面。
其实，过剩繁殖是任何一个物种得以存在的内秉特性之一，物种的兴衰取决
于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相对平衡，这反映在物种的生态对策（r-对策和 K-对策）之
中，任何一个物种都有潜在地使自身的种群无限扩张的本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
致种间和种内个体之间竞争的发生，因为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但这种生存斗争
未必就是物种分化的根本缘由，即斗争越激烈，分化速率未必就越快。换句话说，
生存斗争可能加速物种的分化，但未必就是最重要的动因。
内共生提供了一个非竞争性因素推动物种分化的案例。有证据显示，线粒体
和叶绿体起源于内共生于真核生物细胞中的原核生物。如果这是一种真实现象的
话，在这里推动物种改进或分化的动力就不是达尔文所说的竞争与冲突，而是合
作与共生。
内共生学说的倡导者美国生物学家 Lynn
Margulis（1938～2011 年）认为，从前在古老地
球上有个时期，一个较大的细胞“吞噬”了一个
细菌细胞，但没有消化；相反，这两个细胞——
一个细胞现在生存在另一个细胞体内，适应了
这种状态；细菌细胞从大一些的细胞那里得到
营养，反过来，又把它生存并储存的一些化学
能传递给较大的细胞；当大一点的这个细胞再
L. Margulis
生，小一点的这个细胞也再生，而且其后代继
续存在于大一点的细胞（寄主）体内；经过一段时间，共生细胞会失去许多独立
生存细胞所需要的机制，越来越专化为为其寄主提供能量，最终变成一个线粒体
（贝希 1998）。
有研究表明，真核生物的核基因组中，有大量的基因来自细胞器基因组。例
如，对模式植物拟南芥基因组进行分析时发现，接近 18%的核蛋白编码基因是从
叶绿体衍生而来的（巴顿等 2010）。从基因组的比较，人们知晓了细胞器的可能
形成机制。例如，叶绿体的祖先可能是蓝细菌，线粒体的祖先则是一种好氧细菌
（一种能进行三羧酸循环和电子传递的革兰氏阴性菌）。但真核细胞的核起源问题
依然是未解之谜，虽然人类对细胞核的探索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依笔者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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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产生或许是伴随细胞以及基因组复杂化的必然产物：其一，过大的基因组使
得遗传信息保存在单一的 DNA 双链中十分困难，不得不分成若干片段（后来发
展染色体）；其二，复杂化可能驱使细胞内的功能分区，被膜包裹的核在多数时候
行使指挥功能，只有细胞分裂时，才将核膜溶掉进行自身的复制；其三，复杂化
要求亲代细胞能将遗传信息精确分配到子代细胞之中，因为与简单细胞相比，复
杂细胞的可塑性（对差错的耐受性）降低，这样，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这样的 DNA
精确复制与分配模式得到了青睐。可以设想，相对简单的原核细胞可能更能耐受
遗传物质的不均等分配，而在进行两性生殖的真核生物中，由于父母本的染色体
需要配对，将难以耐受遗传物质的不均等分配，反过来，这种机制的形成也是对
精确分配的一种保障。
Margulis 和 Sagan(2001)声称，“生命并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协作占据整
个全球的”！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就意味着至少在生
命演化的早期，原始生物物种之间的这种共生与协作方式对推动真核生物的繁荣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在真核生物的起源问题上依然还没能达成共识）。此
外，内共生学说也是一个非渐进进化的案例，但不是源于基因突变。
另一个非竞争性进化的案例就是协同进化。大量的证据表明，物种间互利互
惠的协同进化也是促进物种分化的重要形式。例如显花植物与传粉昆虫之间的关
系就是如此：植物通过艳丽多彩的花朵、芳香甘甜的花蜜吸引来昆虫为它们传粉，
且相互间还存在不断特化的趋势，这可能就是为何显花植物是植物中最为多样的
类群以及昆虫则是动物种类之最的重要缘由吧。这显然应该是一种相互适应驱动
的协同演化的结果，而不能归因于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虽然还存在种内的生存
竞争）。
其实，达尔文也描述了植物与传粉之间的协助关系：
“差不多我们的一切兰科
植物都绝对需要昆虫的降临，以带走它们的花粉块，从而使它们受精……假如任
何一个物种的有一定数量的植株，从其内部分泌这种液汁，即花蜜。寻找花蜜的
昆虫就会沾上花粉，并常常把它从这一朵花带到另一朵花上去。同种的两个不同
个体的花因此而杂交；这种杂交，正如可以充分证明的，能够产生强壮的幼苗，
这些幼苗因此得到繁盛和生存的最好机会。凡是植物的花具有最大的腺体，即蜜
腺，它们就会分泌最多的蜜汁，也就会最常受到昆虫的访问，并且最常进行杂交；
如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就占有优势，并且形成为一个地方变种。如果花的
雄蕊和雌蕊的位置同前来访问的特殊昆虫的身体大小和习性相适合，而在任何程
度上有利于花粉的输送，那么这些花也同样会得到利益。我们用一个不是吸取花
蜜而是采集花粉的往来花间的昆虫为例：花粉的形成专是为了受精之用，所以它
的毁坏，对于植物来说分明是一种纯粹的损失；然而如果有少许花粉被吃花粉的
昆虫从这朵花带到那朵花去，最初是偶然的，后来乃成为惯常的，如果因此达到
杂交，虽然十分之九的花粉被毁坏了，那么，这对于被盗去花粉的植物还是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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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的，于是那些产生越来越多花粉的和具有更大花粉囊的个体就会被选择下来”
（Darwin 1872）。达尔文是这样来解读这种协同进化现象的：一是从生存斗争（即
通过食物链对植物种群的抑制作用），二是通过植物获得所谓的“杂交优势”。
总之，不光生存斗争，物种之间的内共生和物种间相互适应驱动的协同进化
等对物种的分化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管斗争也罢，共生也罢，适应也罢，
都还不是能够说明什么是驱动地球上产生出数以百万计的生物物种的根本原因！
五、生物界之目的性——既有也没有
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提出了目的论，认为功能决定
形式，即在自然界中，生物的器官为了适应功能而演变。目的可以是外在的，也
可以是内在的。是否存在一切生命共有的原始目
的性呢？
1．生命内禀的原始目的性——获取阳光（或
食料）、求生与繁殖
19 世 纪 的 德 国 哲 学 家 叔 本 华 （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年）曾列举了生命的
三大本能——求生、生殖和母爱（叔本华 1996）。
笔者认为，关于母爱，在低等的生命中是没有任
A. Schopenhauer
何意义的，像很多单细胞生物，它们的生命行为
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重复细胞生长—分裂—生
长的简单过程。因此，母爱应该是高等动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本能行为，在一些
物种中，甚至能超越自身。
已故的法国生物化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莫诺（Jacques Lucien
Monod，1910～1976 年）认为动植物具有这样的本性和目的性：“植物生长、寻
求阳光、死亡；动物窥伺捕猎目标，攻击敌害，饲养和
保护幼仔，雄性为了占有雌性而争斗……这些生物全都
有一个目标：活下去，并使自己的后裔活下去，哪怕是
以死亡为代价”（Monod 1971）。
还有人认为，“一个生物的目的是生存、竞争和繁
衍”（凯恩斯·史密斯 1995）。应该可以说，竞争可看
成是求生的一种方式，当然，合作现象也可看成是一种
广义的竞争，这种合作可以发生在种间（如互惠的共生
现象），也可以发生在种内（如动物的群体捕猎或防御
行为）。
正如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威廉斯（George Christopher
J. L. Monod
Williams，1926～2010 年）在 1996 年出版的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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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atural Selection: 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中译本《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
中所说，由相互作用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也许以这样一
种方式适应性地组织起来，即个体利益通过一种功能上
的从属关系服从于群体利益。
因此，笔者认为，一切生命（隶属于特定的物种）
必定具有三大内禀的原始目的性，关乎食料、生存与繁
衍。它们是：
（1）享受阳光的沐浴（当然在适当的养分和水分存
在的前提下）是所有植物之内禀目的性，而获取植物合
成的有机物（对食肉动物来说则是间接）是所有动物及
许多异养微生物之内禀目的性。
（2）求生（至少在繁殖成功之前）乃是所有生命个体的第二个内禀目的性，
虽然许多物种的雄性在完成交配后立即死亡（这是多么残酷之生命程序啊）。求生
也是个体生存竞争与适应得以存在的基础。
（3）繁殖或交配是所有生命的第三个内禀目的性，无论通过无性还是有性的
方式。没有它，或许就没有大自然中花儿和蝶儿的灿烂，
就没有迷人动听的鸟语啁啾，就没有雄性间为爱之殊死搏
斗……当然，没有繁殖，任何物种都将不复存在。正如古
罗马诗人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 c.99 BC～55 BC）
所说，
“那神圣的欢乐，生命的引导者引诱人去接近的那些
东西。她给人们做带路的向导，目的在于通过她的爱的狡
谲勾诱，叫人类永远繁殖出新的世代以免灭种”
（卢克莱修
1981）。
2．物种“嗜好”无目的性的创造
T. L. Carus
达尔文曾说，
“如果能证明任何生物种内有任何的结构
是为了其他种的利益而产生，我的学说就马上化为乌有，
因为这些情况不可能从自然选择而来”
（詹腓力 1999）。很显然，互利共生就是既
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惠及相伴的物种。
对生命趋于复杂的分化现象，哲学家德日进也颇感迷惑，他说，
“生命在不断
地积累各种特性（不管真正遗传的活动有多少），以至于看起来像在滚雪球一
样……于是它越变越复杂，但，全盘地说，它扩展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它难道
是像一个内燃机一样只作有限的功能式的爆炸么？或是像高级炸药爆炸一样把它
的能量四处随意放射呢？”（de Chardin 1955）。
我常常自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生命要不停地创造出新的物种？新物种对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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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物种有何好处致使它们如此不知疲倦地进行新物种的创造呢？是否真如达尔文
认为的那样——新种将必定消灭或排斥它们的由之而来的旧物种呢？
首先，古生物学的证据告诉人们，任何物种都是具有一定寿命的（虽然可能
存在巨大的差异），也终将走向灭亡，但旧物种的灭绝不一定都是新物种所为。化
石证据显示，地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数次大灭绝，但一般认为是由于环境巨变所
致。当然，不可否认存在生物性灭绝，即一部分老的物种被新物种消灭，或排挤
出原来的生态位。
我们也得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物种都会本能地将自己的种族延
续下去，这是它还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但是，既然新的物种可以（并不是必定）
消灭掉旧的物种，那对任何一种生物来说，新物种的创造行为就只能是一种被动
的行为。如果认为物种是有目的性地创造出一个新物种来消灭自身的种族，那就
有悖常理，虽然在一些物种的个体水平上，旧的生命就终止于新生命的产生。因
此，笔者认为，从表象上来看，物种其实只是“嗜好”无目的性（或随机）的创
造行为。
达尔文说，
“自然选择总是在使每一物种的缓慢变异着的后代适应于自然界中
未被占据或占据得不好的地方”
（Darwin 1872）。这似乎是在说自然选择使得变异
的物种能够填补空缺的生态位。这话有一半的道理，问题是，自然界怎么会创造
出如此之多的生态位来等着不断分化的新物种来填充呢？显然达尔文并未清楚地
说明这些空缺的生态位从何而来。再就是，如何去判断一个生态位占据得不好呢？
热带雨林的一棵大树可以承载上万的物种，这是已经被占据好了，还是未被占据
好呢？
哲学家柏格森（1907）说，
“生命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具有作用于无机材料的
趋向。这个行动的方向并不是前定的；因此就无法预料生命在进化中沿途播撒的
多样形式”，很显然，这也是在指生命创造的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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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自然选择——有无方向？

也许可以认为，有 175 万个物种，就有 175 万种自然选择的方式。但是从表
14-1 你就能看出，生物类别可谓琳琅满目（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但不
同生物类群的物种数却有天壤之别。这是为什么呢？
一、何为“自然”？
根据 Wikipedia，英文的自然“nature”源自拉丁文“natura”，而“natura”又
是希腊语“physis”的拉丁语翻译，原意关乎于植物、动物和其他的世界自我发展
的特性。从广义上来说，Nature 可意指自然的、物理的或物质的世界或宇宙。
在今天“nature”的用法也是多种多样，如意指地球的地质（geology）和天
气（weather）、野生生物（wildlife），以及构成这些世间万物的物质和能量。Nature
也 用 于 意 指 为 受 人 类 活 动 干 扰 的 自 然 环 境 （ natural environment ） 或 荒 野
（wilderness）。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年）在“物理学”一文中指出，
“所
谓的‘自然’，就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
的最初本原和原因”
（亚里士多德 1991）。这似乎是在指称事物的秉性或性质或特
性。他还说，
“既然自然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质料，另一是作为形式，那
形式就是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形式就应该是这个‘何所
为’的原因”。
我国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前 571～前 471 年）在《道德经》中说，
“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意思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
效法自然，这里的道即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或原则，而它又是一种不可违背的自
然而然。
总之，
“Nature”可泛指世界上的一切非人为的（不是由于人为的因素所产生
或所控制的）事物，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它也指世界上一切非人为的
过程或事件，它也指天地万物之道，也可指事物的内禀特性等。
那么，达尔文是如何定义“自然”的呢？他将“自然”视为自然法则的综合
作用及其产物，而法则则是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Darwin 1872）。因此，达尔文
对“自然”的解读与老子的“自然”观颇为雷同。
二、复杂化 vs 简化
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的演化过程中，基因组的增大是不争的事实（图 13-1）。

另外，基因组越大，功能关系（如分子调控）越趋于复杂化（图 13-2）。史密斯（Smith
JM）指出，在新达尔文主义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预测复杂性在长时期中会有

图 13-1

病毒、细菌、古菌和真核生物的基因组大小与基因数之间的关系，数据来自 NCBI 基

因组网站，坐标刻度为对数，Mb 为兆碱基，箭头表示曲线斜率从“小”基因组到“大”基因
组的变化（引自 Koonin 2011）

图 13-2

在各种原核生物基因组中，4 类功能基因与总基因数之间的关系，但不属于直系同源

族（COG）的基因（一般占每个基因组的 15%～20%）未包括在内（来源：Koonin and Wolf 200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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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加，这不是因为没有这种长期的增加，而是因为达尔文主义不能适当地说明
它，我们需要给演化时期一个箭头，但从进化论得不到什么帮助。进化从简单导
致复杂，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原核生物在真核生物之前，单细胞生物在多细
胞生物之前，趋向性和运动在复杂本能或学习行为之前。我不认为生物学目前对
此能说出什么深刻的见解来……我们关于增加复杂性的进化能说的东西很少
（Rolston 2003）。
演化并不都意味着复杂化，它也可能趋向退化。达尔文指出，
“某些寄生的甲
壳动物，它的若干部分的构造在成长后反而变得不完全……”
（Darwin 1872）。迈
尔（2009）指出，
“像洞穴动物和寄生虫表现出来的那样，进化经常也是一种退化”。
威廉斯（2001）指出，
“对于无用器官退化的经典解释之一，是它们的结构中所用
的物质能被节省下来派上更好的用途”
，而信息经济学也许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形
态发生机制的复杂性和精确性需要一定容量的遗传信息来承担。如果这种信息量
被削减……节省下来的遗传密码就可另作他用”。
在进化的过程中，一些类群的某些器官或功能日益发达了，但也可能出现另
一些器官或功能的退化。例如，在从陆生的有蹄类向水生的鲸类的演化过程中，
步行功能（足）消失了，而游泳功能（鳍）则十分发达。威廉斯（2001）指出，
“生物分类学上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独立的、不同遗传谱系上的一种适应取代另
一种适应，而不是适应的累积，正如被‘进步’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最初的四
足动物变成了更好的步行者，其代价却是游泳上处于劣势。最初的恒温动物降低
它们的代谢要依靠环境温度，但因此就增加了它们对食物等的需求”。当然，他承
认，“毫无疑问在生命进化的早期，曾经存在某些重要的、长远的、累积性的
趋势”
。
三、何为“进步”或“高等”？
1．智慧化=进步？
关于生物体制的进步性，达尔文指出，
“什么叫做体制的进步，在博物学者间
还没有一个满意的界说。在脊椎动物里，智慧的程度以及构造的接近人类，显然
就表示了它们的进步……人是最智慧的生物体，人最近已经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
赢得了生态学上的优势。但是，并不由此可以认为，人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无
与伦比的……在植物方面，我们还可以更明确地看出这个问题的晦涩不明，植物
当然完全不包含智慧的标准”
（Darwin 1872）。因此，演化既趋向智慧，也与智慧
毫无关系……
Rolston（2003）指出，“海洋，虽然为生命发端所需要，虽然长期以来是多
种生命形式的环境，但它不是产生大脑的环境；引人注目的大进化，总是在陆地
上发生的，因为更富挑战性的陆地环境似乎要求更大的神经力量。甚至今天海洋
·156·

中的‘心灵’（鲸、海豚）也是在陆地上形成之后又回到海洋的”。
2．复杂化=进步？
关于体制的复杂性，达尔文说，
“每一类型都是由无限复杂的关系来决定的，
即由已经发生了的变异来决定的，而变异的原因又复杂到难于究诘，是由被保存
的或被选择的变异的性质来决定的，而变异的性质则由周围的物理条件来决定，
尤其重要的是由同它进行竞争的周围生物来决定的，最后，还要由来自无数祖先
的遗传（遗传本身就是彷徨的因素）来决定，而一切祖先的类型又都通过同样复
杂的关系来决定”
（Darwin 1872）。因此，生命体制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交互作
用的结果，它随机但不完全如此，它留存有历史的痕迹……
威廉斯（2001）说，
“生物体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体现为结构的不断复杂；从
鱼类到哺乳类的变化证明了这一进步趋势的存在。在有些方面，如大脑结构，一
个哺乳动物确实要比任何鱼类都复杂，但是在其他方面，如外皮的组织学构造，
鱼类一般要比哺乳动物复杂得多”。
迈尔虽然认识到许多生命形式并不进步，但也无奈地说，从支配生物世界 30
多亿年之久的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它们有很有组织的核、染色体及胞质细胞器）；
从单细胞的真核生物到植物和动物（在它们高度专业化的器官系统中有严格的分
工）；在动物中，由于气候的原因从冷血动物到热血动物，从只有小的脑和低级社
会组织到那些有很大的中央神经系统、高度发达的亲代抚育、有能力使信息代代
相传的动物，谁能否定其中的进展呢（Rolston 2003）?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指出，在进化过程中也曾出现逆转，但从生物史
总的情况平均来看，是从简单到稍微复杂，直到非常复杂。在过去的几十亿年中，
总的说来，动物演化在躯体尺寸、喂养和防御技术、脑和行为的复杂性、社会组
织以及环境控制的精确性等方面都呈上升的趋势——在每一个方面，都比它们简
单的祖先距离无生命的状态更为遥远。更精确地说，这些特征的总的平均和它们
的上限都上升了。所以，从任何几乎可设想的直观标准来看，进步，是整个生物
进化的一种特殊性，包括动物行为中目的和意识的获得。至于判断它的无关紧要
的方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Rolston 2003）。
瓦伦丁（Valentine J W）指出，生物世界与它的有利于增加适应性，并导致“生
物进步”的选择过程的一种动态图像，投射在涨落起伏的环境背景之上……产生
的生态形象扩展与收缩，但是，当用某种标准化的构型来衡量时，复杂性是逐渐
平均上升的，展示一种逐渐扩展的生态空间（Rolston 2003）。
但是，古尔德（2009）以颇为激烈的言辞说道，
“进步如果真的那么显著，那
么蚂蚁捡拾我们的野餐、细菌吞噬我们的生命，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不否认复
杂的生物，随时间而增加精致程度；但是我坚决否认，这件细小有限的事实，能
够支持进步就是生命进化的推动力的说法。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根本就是尾巴
摇狗的荒唐事情；也可以说是把琐碎的副现象结果，提升为主因的舛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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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化=进步？
达尔文指出，
“通过自然选择的连续作用，必然会产生出向着进步的发展，关
于生物的高等的标准，最恰当的定义是器官专业化或分化所达到的程度：自然选
择有完成这个目的的倾向，因为器官越专业化或分化，它们的机能就愈加有效”
（Darwin 1872）。
威廉斯（2001）说，
“我倾向于承认，在生理学上，哺乳动物的组织在某种意
义上要比鱼的组织更为特化。这种组织特化明显地需要以再生能力作为代价。在
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是一个适应代替了另一个适应，而不是增加了适应”。他还
指出，“那些努力避免用进步来表示进化的生物学家有时用特化这个词来替代高
级。然而这个词，在生态学的框架中有其特定的价值，它独立于系统发育的立场”。
4．适应=进步？
威廉斯（2001）指出，
“进步通常也被用于暗示适应有效性的改善，它类似于
人类工具的进步性改进……在索迪（Thoday）看来，进步意味着适应的长期效果
的改善以使种群更不可能趋于灭绝……某些进化性的演变，诸如某种泥盆纪鱼类
对于边缘厌氧生境的特化，能够突然带来具有极其重要的适应性辐射，而其他的
发展就没有这样的后果”。
迈尔（2009）说，
“我比较喜欢的是比较强调进步适应特征的定义：进步是‘通
过增加一些结合成适应性复合体的特征，种系逐步改善适应度以适应它们特殊生
活方式的趋势’”。
威廉斯（2001）说，“植物学家正是在一种系统发育的意义上使用先进概念，
把对于陆地生境的适应作为判断的重要标准。这一性状，如受精过程中精子的传
递不再依靠水作为媒介，就受到了极度的重视……将被子植物的胜利归之于对陆
地环境的适应，确实是有道理的，在维管束和繁育系统中就可发现这一点”。
5．信息化=进步？
杜布赞斯基指出，“什么可算是演化的进步，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满意的定义。
然而，把生物世界的演化看做一个整体，从臆想的原始的自我繁殖的实体到高等
植物、动物和人，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发生了进步，进展，或上升，或变得高贵……
作历史的回顾，进化作为一个整体无疑有一个一般的方向，即从简单到复杂，从
个体依赖于环境到相对独立，到越来越大的自主性，到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越来
越大的发展（而神经系统是传递和加工有关生物机体周围环境状态的信息的），最
后是越来越强的自觉意识”；而阿亚拉（Ayala F J）将进步定义为“增进获取和加
工有关环境信息的能力”（Rolston 2003）。
生物学在方法上是历史的，而这在物理学或化学中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界中，
物理—化学层次的本质是物质和能量，但它们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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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子物理和天体物理学层次，两者可相互转化）
，而生物还需要第三类东西——
信息，它记录在基因之中，既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这种遗传信息是生物界一切
进步的关键（Rolston 2003）。为何生命要去获取与加工信息呢？或许这根植于其
内在的适应、调节与优化秉性。
迈尔（2009）说，
“现代的进化论者已经放弃了进化会最终产生完美的思想……
人们常常把随时间的推移从细菌到单细胞真核生物、最后再到有花植物和高等动
物的逐渐变化称作进步进化……高等和低等并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判断，
‘高等’只
不过意味着出现于较近的地质时期，或者在种系发生树位于较高的位置。但是位
于种系发生树上较高位置的生物就意味着‘更好’吗？还有人声称，进步体现在
复杂程度更高，器官之间有进一步的分工，能更好地利用环境资源，更加适应等。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说并没错，但是哺乳动物或鸟类的骨骼并不比它们早期的鱼类
祖先的骨骼更复杂”。
威廉斯（2001）坚持，
“在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中，绝不表明有任何累积
性进步概念的存在”，他指出，“进步的概念必定来自于与生命历史有关的、以人
为中心这一立场的考虑”，他列举了 5 个与进步相关的范畴：“伴随着遗传信息的
累积；伴随着形态学上复杂性的不断增加；伴随着生理学上功能分化的不断增加；
伴随着某种任意规定的方向性上的进步趋势；伴随着适应有效性的增加”。
笔者认为，如果进步包含适应性意义的话，那就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此刻的
适应在彼刻就不一定还是如此。高级和低级也不是能适合所有的情形。例如，对
细菌或昆虫来说，你能说刚分化的物种就更高级吗？至于好坏，那要看你针对什
么，对思维来说，人类的确是自然之最（因此，从原核生物→真核生物→无脊椎
动物→脊椎动物→哺乳动物→人类的进化肯定可称得上是一种进步），对飞行来说
鸟类为王，对游泳来说鱼类称霸，但对行使分解功能来说，简单而原始的细菌则
无与伦比。
四、为何自然界不同等级生物能够共存？
达尔文指出，
“如果一切生物，既然在等级上都是这样倾向向上，为什么全世
界还有许多最低等类型依然存在？在每个大的纲里，为什么有一些类型远比其他
类型更为发达？为什么更高度发达的类型，没有到处取代较低等类型的地位并消
灭它们呢？拉马克相信一切生物都内在地和必然地倾向于完善化，因而他强烈地
感到了这个问题是非常难解的，以致他不得不假定新的和简单的类型可以不断地
自然发生……根据我们的理论，低等生物的继续存在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
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对于生物在其复
杂生活关系中有利的那些变异”
（Darwin 1872）。这是达尔文运用其自然选择学说
对为何地球上有如此多样（无论高低贵贱）的物种能够共存的解释，他已经意识
到这是它们各自生存的需求不同所致，但是这样的描述还不能真正回答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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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说，
“全世界生物的体制虽然都进步了，而且现在还在进步着，但是在
等级上将会永远呈现许多不同程度的完善化；因为某些整个纲或者每一纲中的某
些成员的高度进步，完全没有必要使那些不与它们密切竞争的类群归于绝灭。”
（Darwin 1872）。显然，这是一种基于生存竞争强弱的解读。
达尔文相信，“许多体制低等的类型现在还生存在世界上，是有多种原因的。
在某些情形里，有利性质的变异或个体差异从未发生，因而自然选择不能发生作
用而加以积累……在某些少数情形里，体制起了我们所谓的退化。但主要的原因
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在极简单的生活条件下，高等体制没有用处，或者竟会有
害处……”（Darwin 1872）。这几乎要触碰到生态功能的问题了！
达尔文说，
“‘自然选择’导致了生物根据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进；
结果，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形里，就会引起体制的一种进步。然而，低等而简
单的类型，如果能够很好地适应它们的简单生活条件，也能长久保持不变”
（Darwin
1872）。问题是，如何定义简单生活条件呢？此外，微生物的简单性真的是由于其
长久的不变性引起的吗？
德日进说，
“人人都会十分清楚地看到有机物质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而且甚至
于这些变化因时间会越变越成为不可能的形式。但我们如何去估量这些纤细的构
造的绝对，或甚至相对价值的程度呢？例如，我们以什么权利说哺乳动物，或甚
至于人，是比一只蜜蜂或一朵玫瑰花更进步、更完美呢？也许我们多少能按照生
物离开原始细胞的时间长度而安排它们相续的许多圈子……一个轮上的辐是支支
相等的，没有一支看来特别为了什么方向而做成的吧”（de Chardin 1955）。他似
乎是认为进化是不同分支上随机演化的产物，因此并不应该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杜布赞斯基（1972）也提出了一种解释：
“自然选择当然不具有任何意识和意
图……自然选择是盲目的同时又是有创造力的过程。只有一个有创造力的然而又
是盲目的过程才能一方面产生像人类这样的生物界的伟大成功者，另一方面又产
生了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过度特化的真菌、甲虫、蝇虫这样的狭窄、受限制的适应
形式”
。笔者认为，如果能从宏观的生存环境与生态功能的视角来考虑，这样的难
题就会迎刃而解。
迈尔（2009）感叹道，
“相当原始的原核生物自从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已经生
存了 30 亿年，到现在依然还活着。鱼类依然在海洋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除了人
类之外，啮齿动物在绝大多数环境条件下都比灵长类生存得成功”。
Rolston（2003）指出，
“低等生物也依然存在；必须有营养金字塔，食物链。
即使是微生物也有多样性。它们不可能有更高的形式。它们必须叠生在更低的形
式之上，包埋成一些群落。所以似乎只有变化着的多样性，没有增加复杂性……
在所有的下层中（如果要形成生物群落这些层也必须被占满），这里主要是更新，
或许为了生存增加了某种适应性”。这可视为是从生态系统功能的一种诠释。
考夫曼（Kauffman S）指出，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实际上一直把自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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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看做是等级的唯一根源。但是达尔文不可能猜测到自组织的存在，这是新近的
发现，是某些复杂系统的本性……我们可能已开始把进化理解为选择和自组织的
联姻”（Rolston 2003）。
五、自然选择之方向性——依赖于物种的生态功能与生存环境
有学者根据群体中等位基因频率的变化将自然选择分为三类：①定向性选择，
是指群体中趋于某一极端的变异类型被保留，而淘汰另一极端的类型，从而使群
体中某些等位基因频率逐代增加，而另一些等位基因的频率逐代减少，整个后代
种群中，等位基因频率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②稳定性选择，是指群体中趋于极
端表现的变异类型被淘汰，而保留那些中间变异类型，其结果是后代中中性性状
变异范围不断缩小，生物性状更趋于稳定；③分裂性选择，是指群体中极端变异
类型按不同方向保留下来，而中间常态型大为减少（徐刚彪 2009）。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在生命进化洪流中的自然选择，绝不都是漫无方向的。
物种演化的方向性和宏观格局与生态系统的功能息息相关。在地球生命的演化历
程中，形成了一种由太阳能驱动的物质循环系统，由三个功能类群——生产者、
消费者和分解者所构成。所谓生产者就是指的绿色植物，它们能够利用太阳光和
养分（CO2、H2O、N、P 等生源要素）制造出复杂的有机物质。这些绿色植物通
过光合作用能将光能转化成化学能，为一切生命的运行提供了基础。消费者是指
直接或间接地以绿色植物为食来获得能量的各种动物（包括寄生者）
，因此，没有
植物利用太阳能来生产食物，一切动物将不复存在。分解者主要是一些结构简单
微小的微生物，以细菌占绝对优势（还有一些真菌）
，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承担着分
解各种各样的生物残体的功能，有些微生物还与动植物共生，行使一些特殊的生
命使命。
不同的生态功能类群，受到不同的选择压力，具有不同的演化方向。此外，
即使是同样的功能类群，在不同的生境中演化方向也可能不同。例如，初级生产
者在陆地与海洋中的演化方向完全不同。因此，生态功能与生存环境是制约物种
分化方向的两大生态因素。
但是，很多现代生命科学家依然信奉完全的随机性。例如，英国进化遗传学
家巴顿等（2010）说，
“进化并不存在方向也没有确定性，因此不存在进化出更精
细或‘完美’结构的必然倾向，进化过程总体上也不是流畅的或可预测的……随
机事件发生在许多地方。突变的产生是随机的，因为在复制遗传物质时会发生不
可避免的误差。在不同规模上的环境变化可以是随机的：从海洋微生物的流动产
生的零星营养流、偶尔流行的疾病直到可以影响所有物种的气候变化。更具戏剧
性的还包括罕见的小流星撞击地球，这可能导致某类生物灾难性的灭绝，如恐龙”。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泛随机论（过分强调随机性）的看法，关于环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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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你的视角基于何种时空尺度，在地理尺度上，气候的模式还是具有一定确定
性的，海洋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在特质上也是泾渭分明的，地史尺度上的气
候变化对物种分化和植被演替等影响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律性的……
植物的形态学就反映了它们对地带性气候类型的适应，其本质就是物理环境
（温度、水分等）对植物的一种方向性塑造（图 13-3、图 13-4）。例如，如果受到
霜冻，大多数的常绿阔叶热带乔木冻死，温带落叶乔木（如栎树）受地域－40℃
的低温之害，而许多北方常绿针叶的松柏类（如云杉和枞树）能够应付－45～－60℃
的温度，有一些针叶落叶松柏类（如落叶松）甚至能耐受更低的温度（Cox and
Moore 2007）。
总之，进化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它的宏观方向性受到生态功能（生
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与生存环境（陆生和水生）的强烈影响，各自承受完全
不同的选择压力。即使是在同样生存环境之中的具有同样生态功能的类群，也会
通过不同的生存对策（如 r-对策和 K-对策）应对竞争。

图 13-3

植物群系分布与气候因子（年平均温度和降水量）之间的关系。在虚线区域，其他因

素（如火烧、牧食和降雨的季节性）强烈地影响群系类型。气候也能与其他因子（如土壤类型）
相互作用决定植物群系的分布（引自 Gurevitch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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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沿热带梯度（降雨变化而温度相对稳定）植物生活型优势的变化（Chapin etal. 2011
根据 Ellenberg 1979 重新绘制）

六、分解者之选择方向性——快速的分解代谢，因此细菌独霸天下
如果没有分解者，地球表面早就被动植物残体淹没了。植物利用 CO2 等合成
的复杂有机物质，少部分通过动物而绝大部分通过微生物分解为 CO2，循环往复。
从短期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但从地史尺度来看，却并不是一个绝对
平衡的循环，因为部分有机质被永久地埋藏在地层之中了，虽然又被现代的人类
挖掘出来作为燃料或动力。
分解者这个庞大的生态位几乎仅被一小群原核微生物——细菌（所有细菌加
起来也才 1 万种左右）所占据，这只可能源于一种选择压力：保持尽可能大的比
表面积（面积/体积之比）以实现尽可能快的分解代谢（图 14-2）与繁殖速率
（图 13-5）。微生物正是这样一种极端选择力量的产物，它诠释了分解者选择的“价
值”标准。事实上，连它们的基因组也符合同样的选择目的——保持简洁性，即
细菌基因组较小，由于不含内含子而几乎没有什么“无用”的 DNA，这使其能维
持微小的细胞体积，为快速繁殖与高效代谢奠定了遗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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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42 个物种内禀增长率（r）和体重（W）之间的关系（引自 Fenchel 1974）

七、陆生植物之选择方向性——最大的光能利用，因此群落结构立体化
在陆地上，植物扎根于土壤，以吸收其中的养分和水分，通过茎干与分枝支
撑一片片绿叶沐浴阳光（根、茎和叶的分化也是高等植物的象征）。在合适的水分
和养分存在的条件下，对太阳光的有效利用是陆生植物群落进化的重要驱动力。
陆生植物对太阳光的有效利用必定导致植物群落的立体化发展（图 13-6），其中一
些植物向大型化的参天大树（图 13-7）发展，达到克服机械应力的极限，达到克
服重力将水分向上输送的极限等。低等植物通过器官分化导致了维管束植物的出
现，这正是植物对陆生环境适应与进化以及大型化的产物。此外，陆地环境的无
限异质性也为各式各样的生物物种的隔离与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

图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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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着阳光的澳大利亚库仑达热带雨林（立体发展的植物群落）

图 13-7

参天大树（引自 Reece et al. 2012）

种子植物的诞生也是对陆生环境的一种适应，它使植物的繁殖对水分的依赖
性大大降低，大大扩展了陆生植物的生存范围，但它们还必须解决授粉（雄花的
精子与雌花的卵子结合）问题，因为经过雌雄结合的有性生殖在陆生植物中已不
可或缺。陆生植物演化出了各种传粉方式——昆虫、鸟类、风和水等，特别是显
花植物与传粉昆虫之间的协同进化促进了这两个类群的极大繁荣——昆虫是生物
界物种数之最，显花植物是植物界物种数之最。
八、海洋藻类之选择方向性——漂浮于表层获得阳光，进化停留于原始微藻
光在水中会急速衰退，因此，无论在海洋还是在内陆水体中，扎根生长的大
型维管束植物只能在沿岸带的浅水区域中生存。在海洋中，绝大多数初级生产者
必须漂浮在真光层中，为此，它们必须维持尽可能大的比表面积。当然，微小的
体积还有利于提高细胞的受光面积，也能增加对 CO2 的吸收。因此，提高浮力的
选择压力趋向于选择小的细胞体积，这也就是为何海洋中一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
能看得清的微小的单细胞藻类（偶有几个或十几个细胞的小型群体）占据绝对优
势的缘故（图 13-8）。海洋这样一个巨大的生态位仅被少数原始而低等的单细胞藻
类所占据——全世界的藻类只有约 40 000 种，不足显花植物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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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

海洋中飘荡的微拟球藻（Nannochloropsis），为光学显微镜下的照片（无法用肉眼观察
单个细胞），一个藻细胞的直径为 2～3 µm（引自维基百科）

九、动物之选择方向性——捕食与被捕食的军备竞赛，虫与花的互惠进化
与陆生植物必须固着生活不同，绝大多数动物（无论水生或陆生）需主动寻
找食物、猎物或配偶，因此普遍具有自由移动的能力（一些鸟类、鱼类、斑马等
还能成群结队进行壮观的季节性迁徙）。所有的绿色植物都是为了光合作用而生，
而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为了获得植物合成的有机物而生。植物之间的关系相
对简单，主要是为了光、养分等的竞争，而动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食物
链（初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顶级消费者）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
（食物网）。
动物的种类数为何最多？这可能与它们在自然界中与其他生物或动物间无比
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眼花缭乱的有性生殖方式不无关系，特别是各式各样的协同
进化：①植物—牧食者（包括传粉）；②猎物—捕食者（图 13-9）；③病原菌（或
寄生虫）—宿（寄）主；④雌—雄（动物的性选择）……例如，猎物和捕食者之
间的协同演化包括体积的（如大型化）
、化学的（产毒与解毒）和结构的（攻击与
防卫‘武器’）……植物—牧食者之间的协同演化包括化学的、结构的……这些好
似一种无穷无尽的“进化的军备竞赛”，抵御—破抵御—再抵御……

图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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猞猁（捕食者）追兔（猎物）

植物—传粉昆虫之间则是一种互惠的进化关系，植物往往用花之艳丽的色泽、
愉悦的芳香与精巧的机构吸引特定的昆虫来觅食花蜜，换来花粉（在雌雄花之间）
的传递并实现受精（图 13-10），这往往是一种使两者不断特化的个性化方向的协
同进化，其结果是昆虫由于特化而不断分化，显花植物亦如此，这是一个协同进
化的天堂。

图 13-10 达尔文在他 1862 年出版的《兰花的传粉机制》一书中预测，一定可以找到与马达加
斯加的大彗星兰（Angraecum sesquipedale）长长的花柱之相匹配的长喙的蛾。1903 年确实发现
了一种称之为 Xanthopan morgani praedicta 的蛾，其喙长可达 30cm 以上（引自：Darkins 2009）

达尔文曾感叹道：“花是自然界最美丽的产物：它们与绿叶相映而惹起注目，
同时也就使它们显得美观，因此它们就可以容易地被昆虫看到……我们可以断言，
如果在地球的表面上不曾有昆虫的发展，我们的植物便不会点缀着美丽的花”
（Darwin 1872）。
为何这种协同进化是向特化而不是普适性的方向发展了呢？这对植物又有什
么好处呢？不断变异的传粉者要求花朵的不断变异，而花朵的不断变异也要求传
粉者不断变异……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这是一种永不会停息的协同进化。
特化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马达加斯加生长着一种兰花，其花柱有 30cm
长，因此只有一种蛾子能凭它同样长的喙接触到深藏在花蕊里的花粉，这种蛾子
凭着它长得不同寻常的取食工具，将所有想和它夺食的竞争对手都挡在了自己的
背后（图 13-10）。霍尔丹曾说，借助于分类学上一组小小的昆虫群体作为媒介，
花的高度分化有利于高效的授粉过程的进行，但它容易走向灭绝，这种灭绝正是
由自然选择带来的（威廉斯 2001）。很显然，这样一个物种的衰败就会殃及与其
协同演化而来的另一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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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1907）的一些见解还是耐人寻味的，他说，
“有机界的进化无法事先
总体地确定下来。相反，我们说：生命的自发性通过相继的新形式的连续创造而
体现出来。但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是彻底的，而必定为确定性留出某个部分”。威
廉斯（2001）干脆说，
“进化，无论它体现出什么样的普遍趋势，其实仅是维持适
应的一个副产品……自然选择经常能够产生极其精确的机制，但绝对不能带来完
美的机制”。
纵观整个生物界，生命的进化线路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多姿又多彩，虽然柏格
森的进化延绵在通往人类这一支最为艳丽夺目，几乎达到了智慧的极限，但也有
像细菌/古菌这样微小的原核生物，虽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漫长岁月，依然保持着古
老、原始而简洁的风采。这些原始物种间通过频繁的基因交流共享基因，以快速
的遗传变异应对无限多样的环境变化，因此，在进化线路的这一支，被柏格森视
为生命本质的延绵似乎无影无踪。

·168·

第十四章

物种——缘何如此纷繁？

物种是相对稳定的生命存在形式，在物质世界中绝无仅有。物种既具有同质
性，也具有异质性，最神奇的是，从一个共同祖先分化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物种，
现在依然有数以百万计的生物物种拥挤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为何地球上演化出
如此繁多的生物物种？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进化理论（包括达尔文）可以给出令
人满意的答案。这本来应该是任何一个进化理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生物虽种
类繁多，但各个门类的物种数可谓千差万别。例如，在人们已经描述的 170 多万
个物种中，以昆虫为主的有颚动物超过了一半，而全世界的大象（陆地上最大的
动物）仅有 3 种（Groombridge and Jenkins 2002）。为何昆虫的种类如此之多，而
大象的种类却这样稀少？
一、地球上的物种——已知有 175 万种，以昆虫最多
现已描述的种类约为 175 万种（表 14-1），其中，昆虫和多足类多达 96.3 万
种，植物约有 27 万种，脊椎动物有 5 万多种，古生菌只有 175 种。有意思的是，
物种多样性在复杂性的两端最少，即最原始简单的类群和最高等复杂的类群。
表 14-1

现在已知的生物主要类群的种类，包括尚未被发现的种类的估算

域

真核界

古生菌

已描述的种类数

估计的总数

175

细菌

10 000

真核生物
动物界
脊椎动物门（总计）

1 320 000
52 500

哺乳动物

4 600

鸟类

9 750

爬行动物

8 002

两栖动物
鱼类
有鄂动物（昆虫和多足类）

55 000

4 950
25 000
963 000

8 000 000

螯肢动物（蜘蛛等）

75 000

750 000

软体动物

70 000

200 000

甲壳动物

40 000

150 000

线虫

25 000

400 000

72 000

1 500 000

270 000

320 000

真菌
植物界
原生生物
总计
资料来源：Groombridge and Jenkins 2002

80 000

600 000

1 750 000

14 000 000

人们对地球上现存的物种总数的估计都未能达成共识。有人估计，地球上存
在的物种总数可能多达 3000 万种，只是大部分还未被发现与描述而已，现存物种
的总数，只不过是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物种总数的 1%（道金斯 2008）。而一些古
生物学家根据化石研究认为，99.9%的生物在生存了数十万年到 500 万年不等之后
都灭绝了（奥芬博格 2001）。另据 Mora 等（2011）的估计，地球上约有 870 万种
物种（±130 万），其中 650 万种物种在陆地上，220 万种生活在海洋，自林奈时
代以来的 250 多年期间，人们已描述的物种数约为 190 万种。
二、物种不断地多样化
在过去的 30 多亿年期间，地球上的物种多样性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威尔逊
（Wilson E O）指出，尽管在进化过程中有暂时的或大或小的退化，尽管也重复发
生过某些物种、属、科的几乎完全更新的情况，生物多样性的趋势总是一直上升
的；皮罗（Pielou E C）指出，自从生物多少以分阶段的方式出现以来，通过发育
和允许演替出新的生命形式的适应之利用，世界范围的动物区系的多样化增加了；
辛普森（Simpson G G）指出，在整个生物史中世界上生存的生物总数及其变种显
示出明显的增长，惠特克（Whittaker R H）指出，尽管在一些岛屿和地区有局部
的饱和与平衡，在大陆的规模，物种多样性的增加是一种自我扩张的进化过程，
而且没有明显的极限，有一种增加物种集合的自然倾向；诺尔（Knoll A H）指出，
“自寒武纪以来，亚热带和热带群落中的物种数一直直线上升，而停滞时期尚未到
来”
（Rolston 2003）。在过去的 5 亿多年期间，海洋动物属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虽然不同的估算方法显示的变化过程略有不同（图 14-1）。

图 14-1 在过去的 5.3 亿年（显生宙）期间，海洋动物属的多样化格局。红线依据未校正的经
验 Sepkoski 数据库，蓝线依据对校正（样品标准化）
的古生物学数据库的分析
（引自 Ben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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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物种创造的先人之见
神学家或信奉神学的科学家认为一切物种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例如，18 世纪
的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起初认为万能的神创造了所有的物种。到
了晚年，林奈的思想有所变化，认为上帝创造了植物的目（order），在目以下的
阶元一直到种所有的分类单位都是由杂交（
“混合”）形成的（迈尔 1990）。
法国人莫培兑（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 年）虽以数学
和天文学为专业，但对生物现象却很感兴趣。他认为
自然界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是如此之多，因此世界不可
能是按设计产生的，而倾向于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学
派所提出的起源主要出自偶然的观点。他曾说，
“我们
能不能这样来说明怎样只从两个个体形成了形形色色
的各种物种？它们的最初来源很可能只是偶然的产
物，其中基本的微粒不像在父本和母本亲代中那样有
次序；每一种程度的差误就可能产生一个新种。通过
反复多次的偏差就可能形成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生物无
穷无尽的多样性”（迈尔 1990）。
P. M. de Maupertuis
博物学家拉马克认为每一进化路线是由简单生物
单独的自然发生形成的，简单生物随后就进化成高等
生物。而博物学家达尔文相信，“一切动物和植物都是从某一种原始类型传下来
的”，关于物种分化的内在机制他并未深入涉及，他曾说，“自然选择就经常倾向
于保存任何一个物种的最分歧的后代”
（Darwin 1872），但并未就这一论述给出任
何道理。
哲学家柏格森（1907）曾精辟地说，
“生命从起源开始，就是同一个冲动的延
续，它分成了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通过一系列的增添，一些东西成长发展起来，
而这些增添就是许许多多的创造。这种发展造成了各种趋势的分离，这些趋向若
是不变得互不相容，其成长就不能超过某个点……进化实际上出现在数百万的个
体上，发生在各个不同的路线上，每条线路都结束于一个岔口，而从这个岔口又
发射出一些新的路径，如此发展，乃至无穷”
。虽然柏格森对进化的可能场景描绘
得相当精彩，但这个“冲动”到底是什么呢？
进化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说，
“对生物如此丰富的
多样性，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许许多多生物界的古怪玩意，是从哪里来
的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机体多样性是对应于地球上环境的多样性而进化
来的。没有一个物种，不管是多么完美和多能，能够开发所有的生存机会……化
石证据清清楚楚地显示了，大多数进化途径逐渐走向灭绝。现存的有机体只是过
去生存过的少数物种的成功后代——如果你找得越远，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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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活物种的数目并没有缩减，事实上，它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
所有这一切，只有根据进化论才能够明白。如果是上帝从虚无之中造出了无数物
种，然后让其中的大多数灭绝，这是多么没有道理的操作”（杜布赞斯基 1972）。
四、物种创造的遗传学机制——源自有性生殖物种基因库的反复分裂
新物种的创造肯定不是旧物种的有意识的或目的性的行为。从本质上来看，
地球上如此巨大的物种创造现象似乎主要是有性生殖方式的“意外”之物。任一
物种的存在与演化都是通过生殖来实现的，自然界的生殖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
都可以归结为两种——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而这两种生殖方式又是由两种细胞
分裂方式——减数分裂和有丝分裂（原核生物的细胞分裂方式比有丝分裂更为简
单）为平台来操作的。地球上 98%以上的物种能进行有性生殖，虽然所有的原核
生物只能进行无性生殖，以及一些植物和低等的无脊椎动物能进行有性与无性的
混合生殖方式，但能进行无性生殖的生物种类远不及有性生殖。显然，有性生殖
与无性生殖方式在物种中的分布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有理由判断，有性生殖
是推动物种分化的重要生殖方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取决于以下的有性生殖的生
态遗传学本质（谢平 2013）。
第一，有性生殖物种是将基因库（承载着种族延续的遗传指令）流动性地保
存于相互间能够交配的种群的个体之中。任何一个个体都是来自基因库中的两个
个体（父本和母本）的基因组的随机组合。
第二，与无性生殖相比，有性生殖物种必定具有产生丰富变异的遗传机制。
现已知道，有性生殖物种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之间出现联会与交换，这
可能是引发物种不断进行遗传变异的根本机制。染色体的这种易变行为，可能是
有性生殖的一种偶然而特殊的产物，但却是物种变异的主要来源（当然由环境因
子，如射线引发的生殖细胞的突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有性生殖特有的变
异机制，恐怕就不会有如今万紫千红的生命世界，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人类。
第三，任何一个物种的基因库都有无限增加变异的趋势，而它不可能容纳无
限的变异。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数量相对稳定的群体，变异也将不断地进行下
去而导致基因库的不断扩增或变更，这主要源于减数分裂的内禀特性，也可能起
因于物种在对环境（生物的和非生物的）缓慢适应过程中可获得的一些可遗传的
变异。因此，任一物种的基因库终将分裂（除非它提前消亡），新物种就此诞生，
这个新诞生的物种又将进入新一轮的基因库的变异累积与分裂的循环……
因此，有性生殖物种的不断分化不仅源于其特殊的基因保存方式，也根植于
其基因库的一种内禀特性之中，即物种不断地重复着遗传变异累积——基因库分
裂—遗传变异累积的循环。这是有性生殖物种不断分化的最重要的遗传机制。换
言之，即使没有生存斗争，物种的分化永远也不会停息，这就是为何我称之为“物
种‘嗜好’无目的性的创造”，要不然，旧物种怎能不断创造出与自己竞争甚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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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其消灭掉的新物种呢？
一个正在隔离的亚种群，其基因库的变异累积到何种程度才能彻底实现与原
有物种的生殖隔离呢？这恐怕难以一概而论。可以设想，当一些变异显著影响到
与生殖相关的特性（如形态结构、行为等）时，可能彼此间的基因交流就会趋于
终止。也就是说，不同的基因突变对物种分化的作用并不是等效的，因此，用一
个固定的遗传变异量来区分物种是没有道理的。
基因库的变异性似乎也可以用隐性性状的多寡来度量。俄国遗传学家切特韦
里科夫（Sergei Chetverikov，1880～1959 年）从莫斯科附近捕获了 237 只雌性果
蝇，然后使它们的后代兄妹相交，在一代中，他发现了 37 种隐匿性状，这比其他
生物学家所设想的变异要多得多（Mills 2010）。
发生在岛屿上的快速的隔离成种现象也说明物种基因库的不断变异性。达尔
文曾注意到，生存在岛屿上的所有物种的数目比大陆上同样面积上生存的生物要
少，但其中大部分却是本地的特有种。岛屿上大量新物种的出现不仅仅说明了隔
离对成种的重要性，它同时也说明了任一物种的基因库都在不停的变化，因为没
有后者（假如它的基因库始终维持不变的话），即便某一物种的一些个体漂上了一
座孤岛，不论经过多久它应该还是原来的种，与原来种群的个体还是能够交配。
当然，不同物种基因库分裂的速率会有所不同，这种差异甚至还会很大。
但是，也不能排除一些非遗传性因素对物种分化的作用。例如，如果环境诱
导的生理性调节（如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等能对种群的生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种群之间也可能出现在生殖上的隔离，之后，在内在的遗传变异机制作用下，亚
种群的基因库之间日趋异化，直到新物种的形成。也就是说，成种的契机并不一
定首先是遗传变异，岛屿上的物理隔离诱发的物种分化便是如此，类似的可能还
有生理、生化甚至行为等方面的契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物种无限分化的趋势被冠以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机制。美
国理论生物学家考夫曼（Stuart Alan Kauffman）说，
“自主主体在不断地走向新奇，
如新的分子、新的形态、新的行为、新的组织……适应于这样一个自我构建系统
的热力学第四定律就是：它们要最大化它们的维数，即最大化下一时刻所发生事
件的类型数”（考夫曼 2004）。这真是无稽之谈！
五、物种创造的生理学机制——氧化环境对物种分化的巨大贡献
再来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的生命界，能够在完全厌氧状况下生存的生
物仅限于最原始的生物类群——细菌和古菌，它们都是单细胞的原核生物，但大
部分原核生物也都是好氧的。而真核生物都适应了好氧的生存方式，这与有氧代
谢的能量利用效率远高于厌氧发酵不无关系，因为后者仅为前者的 1/4。
众所周知，能量是维持一切生命运转的根本。但是，复杂生命的进化其实付
出了重大的能量代价，即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维持同样质量的生命活动（图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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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存在一种氧化的大气环境，地球上生命可能还停留在能耗少
的简单生命形态（细菌）。换言之，微生物的质量虽小，但单位体重的代谢速率却
很快。因此，如果代谢速率是最强烈的选择压力，那微生物就会占据绝对优势，
这就是在分解者的世界中微生物得以独霸天下的缘由。

图 14-2

动物体重与单位体重代谢速率之间的关系，数据源自 Hemmingsen（1960）
（引自 Fenchel 1974）

图 14-3

厌氧食物链的生长效率为好氧食物链的 1/4，因此，氧气应该允许地球上更长食物链
的存在（Wilkinson 2007 仿 Fenchel and Finla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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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量（利用）沿食物链逐级衰退，因此，食物链的能量利用效率越高（好
氧），就允许越长的食物链存在。这样，有氧食物链的出现就为生态系统食物网的
复杂化（因此物种多样分化）提供了重要的能量学基础（图 14-3）。一般认为，地
球大气圈的氧化归功于海洋中的一类重要的原始光合生物——蓝细菌，这些微小
的单细胞生物，在数亿年的生命演化历程中，通过光合放氧以一种极为缓慢的方
式将原始地球的厌氧大气圈改造成了现在的氧化大气圈。高效的有氧代谢体系的
建立为真核生物的快速分化与繁荣奠定了最重要的生理学基础。
六、物种创造的生态学机制——生态位的不断创造与细分
对物种分化来说，生态位其实是一种生境岛屿，即使它们在空间上是重叠的。
在地球上的生命诞生之初，哪里会有那么多的生态位来容纳不断增加的新物种
呢？在过去数十亿年间地球环境的演化历史告诉我们，生命的进化不断地创造或
改造着自然界。例如，大气圈的氧化为动植物的登陆创造了必需的生存条件，臭
氧层的出现可防止紫外伤害，为陆地生命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其实是一
次自然历史上最伟大的生态位创造。
物种离不开食物与空间，即它们的生存资源，但地球表面的资源是有限的，
另外，物种又具有不断分化的内禀趋势。这种资源的有限性与物种分化的无限性
之间的对立就推动着地球表面的生态位的不断细分。即便如此，地球也不可能无
限地容纳新物种，物种分化必定会被反馈平衡于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因为当物种
不断分化时，总会有一些物种由于种群数量太小而使同种的个体间难以进行交配
而导致灭绝，这样分化与灭绝就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不断重复着“物种分化—生态位创造—新物种
再分化—生态位再创造……”的循环过程，即随着物种的分化，可促进生存环境
的改造与变化，这又导致生态位的增加，可为物种的生殖隔离创造新的条件，促
进物种的再分化（细分）……如此循环往复。简单地说，生命活动自身不断地创
造新的生态位，而新的生态位又为物种分化提供条件（创造了新的自然选择目标）。
另外，新旧物种间的竞争与适应也还会导致生态位的不断细分。试问，如果不是
这种生态位的不断细分，何以能见到热带雨林的一棵大树承载数以万计物种的奇
观呢？
奥芬博格（2001）也有过类似的直观表述，“多样性创造了更丰富的多样性。
因为一个生存空间的结构越丰富多变，生活在一起的生物越多，它也就越容易为
更多的物种提供一席之地”
。
物种分化与自然（生态位）创新是一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正反馈关系，
两者协同演化，呈现出一种无限分化或多样化的趋势，这似乎也与种群的无限增
殖趋势惊人地相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命及其所形成的群落不仅是其自身进
化历史的产物，而且是物种生态关系演化的产物，还是气候与地理环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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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性生殖物种的分化速率随体积增大而降低
澳裔英国理论生态学家 Robert May（1936～）通过分析陆生动物物种数与体
积之间的关系（图 14-4）发现，在大部分体积区
间，物种数与体积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物种
体积的增大，新物种的分化越来越困难（May
1988）。一般来说，体积较小的动物在进化上较为
低等和原始，结构也相对简单。达尔文曾指出，
“在
自然系统中低级的生物比高级的生物容易变异，是
和博物学者的共同意见一致的。我这里所谓低等的
意思是指体制的若干部分很少专业化，以担任一些
特殊机能；当同一器官势必担任多种工作时，我们
大概能理解为什么容易变异，因为自然选择对于这
R. May
种器官形态上的偏差，无论保存和排斥，都比较宽
松，不像对于专营一种功能的部分那样严格”（Darwin 1872）。

图 14-4

以特征长度（L）来分类的所有陆生动物物种数（S）分布的粗略估算。虚线表示 S-L

－2

的关系，小体积物种的数据相对不足（仿 May 1988, Stork 1997）

为何动物物种的分化速率与体积呈负相关？有几种可能的原因：①动物的体
积越大，繁殖速率越慢，因此，物种分化也就越慢；②动物的体积越大，内部机
构就越复杂，形态与生理变异的可塑性相对变窄，因此新种的分化就越困难；
③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动物的体积越大，所能容纳的物种数就越少，或者说占
据的生态位就越大。一般来说，动物的活动范围随体重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同样
的体重，肉食性动物的活动范围比牧食性动物更大，恒温动物的活动范围比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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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动物要大。
繁殖速率（它也取决于体积大小或体制的复杂性）也许最为关键。对有性生
殖的物种（几乎所有动物都能进行有性生殖）来说，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联
会与交换是变异的重要来源，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繁殖速率越快，物种分化也
越快的现象了。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体长＜1cm 的物种除外），r-生态对策者似乎是物种快速
分化的天堂，而极端 K-生态对策者（如大象）几乎就是进化的死角，它们似乎容
易重蹈爱尔兰麋鹿的灭绝之路。
八、无性生殖微生物的种类稀少，从公共基因库中组合物种实现快速适应
细菌和古菌合计起来也不过 1 万种左右，这不足现存物种的 1/170，巧合的是，
在动物（真核生物）中，当体长小于 1cm 时，物种数也出现显著下降（图 14-4）。
达尔文曾说，
“如果假定许多今日生存着的低等类型，大多数自从生命的黎明初期
以来就丝毫没有进步，也是极端轻率的”，但他又说，“在某些情形里……体制低
等的类型，由于栖息在局限的或者特别的区域内，还保存到今日，它们在那里遭
遇到的竞争较不剧烈，而且在那里由于它们的成员稀少，阻碍了发生有利变异的
机会”（Darwin 1872）。
那么，为何细菌的种类是如此的稀少呢？它们不是繁殖速率很快的 r-生态对
策者吗？细菌种类的稀少有三种客观的解释：其一，微生物定种困难，因为绝大
多数细菌无法进行纯培养；其二，如果结构过于简单的话，形态特征的鉴定和区
分变得越来越困难，容易被分类学家所忽视。但是，这些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细
菌种类稀少的事实。其三，当生命的结构简化到极限的程度时，可能无法允许更
多的物种存在。
虽然细菌种类不多，但是它们却能够通过快速的变异应对几乎无限多样的生
存环境。这种快速的变异通过快速的繁殖及个体间基因的重组得以实现——细菌
的抗药性快得惊人，根本不需要地史的时间尺度，此外，一些细菌之间能灵活地
进行遗传交换，这虽然在方式上有别于有性生殖物种在减数分裂过程中通过同源
染色体之间的联会与交换实现的频繁的基因交换和重组（图 9-6）。
不少证据表明，细菌的基因库似乎具有惊人的变异性与流动性。赫奇斯甚至
大胆地认为，
“可以把基因看作一个巨大的公共基因库，当细菌为了改变境况，即
为了改变与变化中的环境的关系时，临时定义的‘种’就从基因库中获取它们所
需的遗传信息”（詹奇 1992）。
换言之，细菌之间都能快速而灵活地进行遗传交换的事实似乎昭示着整个细
菌界由若干个超级物种所构成，因为在自养细菌（如蓝细菌）与异养细菌（如病
原菌）之间可能还是应该存在若干难以融合的根本性差异的。而真核生物则采取
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即真核生物的一个物种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基因库，它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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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基因库。日益复杂化的真核生物显然不可能再采用原核
生物的这种临时性物种组合游戏了，因为复杂性（多细胞化、组织与器官分化等）
不可避免地牺牲了简单灵活性（谢平 2013）。总之，细菌的生存策略似乎是：以
小的细胞体积、基因组的简洁性、灵活的基因交流以及快速的无性繁殖方式来实
现对无限多变环境的完美的适应性。
九、体制越简单，可塑性越大，成种速率越快
一般来说，体积越大的动物体制也越复杂，这里体制是指生物的内部结构、
组织形式和生理功能等，它们可用一些相关的参数来表征。笔者认为，越小的生
物（如昆虫）其个别基因的突变对体制突然改变的可能越大，而越大的生物其个
别基因的突变对体制的突然改变的可能性越小，像对大象、人这样极端复杂的生
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越小的生物，越能承受体制参数的大幅波动或损伤，或者说能通过快速适应
固定发生变化的新体制，这样可塑性也就越强。因此，生物体制的可塑性就意味
着物种分化的潜力，可塑性越强，遗传重建速度越快，物种就越丰富。例如，小
小的昆虫有 70 万～80 万种之多，而庞然大物——大象在全世界仅有 3 种（进化
的可塑性）。
从生态对策来看，小的物种称为 r-对策者。例如，相对于老虎（K-对策者）
来说，苍蝇和老鼠就是 r-对策者，后者的生态可塑性也强。苍蝇和老鼠能忍受种
群的剧烈波动，可凭借其惊人的繁殖率从极低的种群密度快速恢复，它们除之不
尽；而老虎却不能忍受种群的剧烈波动，十分容易被人类灭绝。显然，体制的可
塑性与这种生态对策相吻合，即 r-对策者的体制可塑性也较强。或者说，生物的
体积（或复杂性）与体制的可塑性呈负相关。
为何结构的复杂性会牺牲体制的可塑性呢？这既有遗传的原因也有生态的原
因。从遗传本质上来看，有性生殖通过基因不断堆积来创造变异与适应（最终新
物种）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基因组、表型、结构与调控的过度复杂化（在
一些情况下还有体型的过度大型化），这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可塑性的降低。
从生态学来看，结构复杂的动物个体对中度以下的环境波动具有较好的缓冲性，
但是，这却牺牲了繁殖速率，也牺牲了更广泛的变异能力与适应范围。因此，一
旦遭遇到环境灾（巨）变，复杂的生命往往难以进行大幅度的改变与适应，不可
避免地遭受灭顶之灾，庞然大物恐龙的灭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悲惨案例（谢平
2013）。
基因及其调控还有生命整体绝不可能趋于无限复杂，终究会将发展途径自我
阻断，使某个方向的进化嘎然而止。生命特有的不断复杂化的遗传进化方式可能
是导致许多大型动物（如恐龙、爱尔兰麋鹿）灭绝的内在机制之一。这种现象常
常被直生论者称为“内部完美原则”或内在的“种系动力”
，但笔者认为，最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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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但是由于这种适应的创造方式使机体越来越复杂，逐步降低了机体的
可塑性（这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可塑性的关系完全不同），最终在环境巨变来临
时惨遭灭绝（谢平 2013）。神创论者常常借此来攻击达尔文的变异。雅荷雅（2003）
说，
“变异不会通过给爬行动物增加翅膀或羽毛，或者改变其新陈代谢的方式，使
它们转变成鸟类”。
类似于生态（或生殖）对策，似乎也可以将成种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较
小的动植物（如昆虫）繁殖速率快，体制的可塑性强，演化的方向多，突变成种
的速率快，物种十分丰富，可称之为 r-成种策略（r-speciation strategy）；而较大型
动物（如哺乳动物）繁殖速率慢，体制的可塑性差，演化的方向少，突变成种的
速率慢，物种数较少，可称之为 K-成种策略（K-speciation strategy）。至于微小变
异的连续累积和用进废退的获得性遗传，不论动物大小都会自然发生，都会贡献
于物种分化。总而言之，r-成种策略是快速的随机性演化的天堂，而缓慢的 K-成
种策略往往会奔向直生论的死角。
当然，具有相似体制的物种之间偶尔也会在成种速率上出现巨大的差异。有
一些物种很难发生成种事件（或成种速率很慢），被称为“活化石”，而相关物种
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或者已经绝灭。例如，在北美洲东部有一些植物（包括臭菘）
，
也存在于东亚的一些地区，这些广泛分布于两个大陆的群体不仅形态上没有什么
区别，而且虽然已经分离了 600 万～800 万年，还可以相互交配。有些动植物物
种经历 1 亿多年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如动物中的鳖、仙虾和酸浆贝，在植物中
长期存在的属有银杏、南洋杉、木贼和苏铁（迈尔 2009）。
Simpson（1949）认为，这些活化石的普遍特征是，大部分是相对小的动物，
有相对大的群体，有某种自由的适应性，生活在相对恒定的条件中，它们中的大
多数在产生的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并在产生的时候抓住机会，很快地进化成新的
适应类型，它们对环境条件有如此好的适应性，以至于以后的类型不能取代它们。
其实，这仅仅是一些十分勉强的猜测而已，大部分甚至缺乏逻辑性。
有数据表明，物种的寿命分布是幂律的，大多数物种形成之后不久便灭绝了，
只有少数物种才能存活较长的时间，这种物种形成与灭绝事件的幂律分布大约在
6.5 亿年前的显生宙时期便出现了（考夫曼 2004）。因此，“活化石”物种似乎可
用物种寿命的这种幂律分布予以解释，虽然这还只是一种统计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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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划时代的生命三域说——真理 or 谎言？

达尔文曾说，“一切动物和植物都是从某一种原始类型传下来的”，这称之为
共同由来学说（Darwin 1872）。之后，进化生物学家试图描绘出反映物种之间亲
缘关系的“进化之树”，并依赖所谓的“分子证据”，将这棵大树在基部的主要分
枝称之为“域”。当然，从逻辑上来说，如果能找到一种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的分子，
而且这种分子的变化十分缓慢且遵循一种时序性的变化规则（类似时钟），就有可
能用于描绘进化之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生命科学家开始追寻这一
神圣的幻影，而一个称之为三域说的“划时代”理论拉开了这曲大戏的序幕。人
们视其为救命稻草，因为对微小而结构简单的原核生物来说，由于难以找到在形
态上可以辨识的化石记录，厘清进化关系无比困难。
一、“三域”说横空出世
1．“神奇”的时钟分子
Zuckerkandl 和 Pauling（1962）通过比较不同生物世系的同一血红蛋白
（hemoglobin）分子的氨基酸排列顺序发现，氨基酸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致以一定的
比例相互置换着，即氨基酸在单位时间以同样的速率进行置换。他们将这样的观
察一般化之后，提出了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 clock）假说，即基因或蛋白质的
序列随时间的推移以相对恒定的速率变化，而且同一基因或蛋白质的变化速率在
－
不同世系的有机体中大约一致。例如，-球蛋白以大约每年 1.2×10 9 个氨基酸的
速率变化，这一速率在整个脊椎动物中都保持恒定（图 15-1）。
1968 年，日本学者木村资生提出了所谓的分子演化中性学说，认为大部分突
变都是中性的（即对生物的演化适应性并无实际作用，它们既不会被自然选择促
进，也不会被抑制），它们要么逐步扩散到整个种群，要么通过“基因漂移”的随
机过程而消失，但大部分中性突变被固定下来了，每一种大分子在不同生物中的
变化速度都是一样的（Kimura 1968）。可以认为，中性学说是分子钟假说的一种
延伸。
虽然图 15-1 的真实性不容否认，但笔者的疑问是，这能否就是普遍规律？为
何不同的蛋白质之间氨基酸的替换速率会有天壤之别（表 6-1），而一种特定蛋白
质在所有生物物种体内就一定是恒定不变的呢？除非你假定任一种蛋白质在所有
生物体内所处的生化环境都是绝对同一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例如，有些多肽
对一种生物是剧毒的，而对另一种生物可能毒性很小甚至是无毒的，因此，同样

的分子在不同的生物体内其功能也会不尽相同。既然一种结构的蛋白质分子与不
同生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不尽相同，那所承受的选择压力也会有所差异，因此，也
就会影响到物种对编码蛋白质的遗传信息变异的保留。关于分子钟假说，人们能
找出一些吻合的例子，相信也能找出大量例外。

图 15-1

-球蛋白中的氨基酸替换随着时间稳定累计。B 图中显示 8 种系统发育关系明确（见

A）的脊椎动物发生分歧后每个点位的氨基酸差异数目随时间的变化，比较是在鲨鱼和其他 7
个物种的均数（右上角实心点），鲤鱼与其他 6 个物种的均数（鲤鱼右边的 6 个物种）一直到
最后狗与人之间进行的（左下角实心点），这些值的计算都对多重替换进行过校正，时间估计
来自化石记录（引自 Kimura 1968，巴顿等 2010）

依笔者之见，分子钟或中性理论的倡导者与达尔文一样都关注随机变异（当
然前者在分子水平，后者在表型水平），只不过前者对不受自然选择作用的那些变
异感兴趣，而后者则关注受到“自然”选择作用的那些变异；可是，任何水平的
变异既具有随机性，又不可能完全随机，而分子钟或中性理论的信奉者就是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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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既普遍存在又逃脱了达尔文选择的神奇分子，或者说一个普适性存在且完全不
受达尔文选择影响的分子就是他们梦幻中的时钟分子。当然，这样的分子还必须
具有足够的复杂性，以便容纳相当大的时序性变异，而过于简单的分子是不可能
作为这种时钟分子的。人们能找到满足如此苛刻条件的时钟分子吗？
2．“美丽”的进化之树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 Woese（1928～2012 年）声称找到
了一个可以作为时钟的神奇分子——16S rRNA（在真核生物中为 18S rRNA）。
Woese 和 Fox（1977）通过距离矩阵法，计算出不同序列之间的进化距离（还揭
示出一些特征序列），最后构建出一般的系统发育树，勾画出了现代生物类群的相
对进化路线与位置（图 15-2）。在树的基部，古细菌与真核生物分化自一个共同的
祖先（未知），而古细菌—真核生物与细菌拥有一个共同祖先，它是系统树最基部
的一个节点，但谁是共同祖先却是个未解之谜。

图 15-2

通过核糖体小亚基的 rRNA 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包括三个域——细菌、古细菌和
真核生物，超嗜热菌中硫代谢的类型予以了标识（引自 Noll and Childers 2000）

对原核生物来说，由于它们结构过于简单，它们绝大多数不能实验培养，人
们无法像对动植物那样建立基于形态学的分类体系，传统上也主要以生化特征作
为鉴别的重要依据。由于核糖体 RNA 的结构具有较好的保守性，因此在原核生
物的大类群的区分方面备受重视。这就是为何 Woese 的方法得到极大的青睐（不
光在微生物领域，而且也在真核生物领域）并一直沿用至今的缘由。但遗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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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上，它好像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在基部类群的问题
上，没有任何其他可信的时序性证据能够予以辅佐。
3．“惊人”的三域理论
Woese 和 Fox（1977）比较了大肠杆菌、万氏甲烷菌和酿酒酵母的核糖体小
亚基中的 rRNA 的结构（图 15-3），认为可以将古菌看作从细菌到真核的酵母菌的
一种过渡类型。因此，他们提出了将古菌从细菌中分离出来以作为一个与细菌和
真核生物并列的一个独立的域，这是一个惊人之举！之后，很多人也就习惯这样
去想，古细菌在进化上是连接细菌与真核生物的桥梁。

图 15-3

区分生命为 3 个域的核糖体小亚基中的 rRNA 的关键结构差异（引自 Woese 1987）

像域这样的大的分类概念似乎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而更像是一种主
观的界定、规定或划分。不停地推出一些新的生命类型或体系也是分类家的一种
普遍嗜好。例如，从图 15-3 的结构比较，如何才能有一种不同域的感受呢？域到
底意味着什么呢？
二、为古菌域“站台”
除了核糖体小亚基中的 rRNA 在结构上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细菌→古菌→
真核生物）外，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呢？或者说，古菌是怎样特殊的一个生物类群
而值得将它们作为一个不同的域呢？
古菌最早发现于一些极端环境，如火山温泉（图 15-4A 为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的大棱镜温泉），它也存在于深海热液喷口（图 15-4B）。现已知道，古菌多是一
些嗜极种类，常常生存于一些极端环境，如＞100℃的温泉、盐湖、强酸或强碱性
水体或动物的消化道之中。例如，一类古生菌——硫化叶菌（Sulfolobus）是化能
营养菌，它既嗜酸（最适 pH 为 2～3），也嗜热（最适生长温度为 70～75℃）。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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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菌也广泛栖息于土壤、海洋和沼泽等十分多样的生境之中。需要指出的是，
能够在类似极端环境中生存的也不仅仅只有古菌。

图 15-4

地面热泉（A）和深海热液喷口或“黑烟囱”（B）

（来源：A 为维基百科，B 为 The Daily Galaxy）

古菌不仅仅限于极端环境，甚至同一类古菌在生存环境上也有很大的可塑性。
例如，隶属于宽广古生菌门的产甲烷菌包括 4 目 12 科 31 属，它们为专性厌氧菌，
但具有宽广的温度适应范围：低温菌为 20～25℃，中温菌为 30～45℃，高温菌为
45～75℃。
表 15-1 就是对细菌、古菌和真核生物在形态、遗传与生理特征上的比较。总
的来看，古菌在能量产生与新陈代谢方面与细菌有许多相同之处，而其复制、转
录和翻译则更接近真核生物。
表 15-1
特征
形态和遗传
原核细胞结构
共价闭合环状 DNA
组蛋白
被膜包围的核
细胞壁
膜脂质
核糖体大小
起始 tRNA
多数基因中有内含子
操纵子
mRNA 加 5′端帽和 3′端聚
A尾
质粒
核糖体对白喉毒素敏感
RNA 聚合酶
需要转录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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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域（细菌、古菌和真核生物）特征的比较
细菌
Bacteria
是
是
无
无
含胞壁酸
酯键连接
70S
甲酰蛋氨酸
否
有
无（部分有聚 A 尾，
但作用与真核不同）
有
否
1 个（4 亚基）
否

古菌
Archaea

真核生物
Eukarya

是
是
有
无
不含胞壁酸
醚键连接
70S
蛋氨酸
否
有

否
否
有
有
不含胞壁酸
酯键连接
80S
蛋氨酸
是
无

无

有

有
是
几个（各 8~14 亚基）
是

稀少
是
3 个（各 12~14 亚基）
是

续表
特征
启动子结构
对氯霉素、链霉素和卡那
霉素敏感

细菌
Bacteria
-10 和-35 序列
（Pribnow 盒）

古菌

真核生物

Archaea

Eukarya

TATA 盒

TATA 盒

是

否

否

生理
产甲烷作用

无

有

无

还原 S 或 SO42 到 H2S，
或 Fe3+到 Fe2+

有

有

无

硝化

有

有

无

脱氮

有

有

无

固氮

有

有

无

基于叶绿素的光合作用

有

无

有（在叶绿体中）

基于视紫红质的能量代
谢

有

有

无

化能营养（Fe、S、H2）

有

有

无

气泡

有

有

无

聚-β-羟基脂肪酸作为碳
储存颗粒

有

有

无

在 80℃以上生长

有

有

无

在 100℃以上生长

无

有

无

－

资料来源：Madigan and Martinko 2006

古菌的能量来源从有机物糖类到氨直到氢气，但是没有一种古菌能像蓝细菌
和高等植物那样能进行固定 CO2 的光合作用，虽然少数古菌（极端嗜盐古菌
Halobacterium salinarum）能利用光能合成 ATP（因此，也能称得上是一种光合作
用），但它依靠一种特殊的色素蛋白复合体分子——细菌视紫质来创造膜内外的
H+梯度，使 ATP 合成酶得以运转。但是这也不是古菌的专利，也被真细菌所用。
因此，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古菌不能靠叶绿素或细菌叶绿素来进行光合作用。
但问题是在细菌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之前，在古菌中从未报道过存在细菌叶绿素 a 的生物合成，因为它们并不进
行依赖于细菌叶绿素的光合作用。但是，最近 Meng 等（2009）在古菌中发现了
一种细菌叶绿素 a 合成基因（bacteriochlorophyll a synthase gene）。可问题是，这
样的基因到底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从其他光合细菌通过水平转移（horizontal
transfer）而来的呢？如果相信前者，就只好假定古菌本来是能够进行利用叶绿素
或细菌叶绿素的光合作用的，到后来逐渐退化，最终就只在少数种类中还残留了
个别不发挥作用的细菌叶绿素 a 基因。但实际上到底是何种途径也无法确定。
从表 15-1 不难看出，与真核生物相比，原核的细菌和古菌在与能量代谢和碳
代谢相关的生理功能上要丰富多样得多，或者换句话说，在基础代谢方面，细菌
和古菌表现出了惊人的可塑性，而真核植物看似只选择了基于叶绿素的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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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进化之路，虽然它是如此的宽广与自由！
古菌在膜脂的结构上与细菌和真核生物也有一定差异。古菌膜脂由分枝碳氢
链和 D 型磷酸甘油通过醚键相连而成，而在细菌和真核生物中，则是由不分枝脂
肪酸和 L 型磷酸甘油通过脂键连接而成。细菌和真核生物的细胞膜由双层类脂构
成，但一些嗜热古菌的双层类脂出现了共价交联，形成了结实的疏水层（变成了
一种两端亲水的单脂层），这种结构增强了膜的机械强度和耐热性。
此外，嗜热古菌的双链 DNA 结构也呈现出较好的稳定性。例如，大部分嗜
热古菌的生长上限温度和 DNA 中 G+C 含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 DNA 双链
中，G 和 C 以三个氢键相连，而 T 和 A 只以两个氢键相连，而氢键的多少体现连
接的能量，即氢键越多，需要的解链能量越多。因此，古菌 DNA 中的 G+C 含量
越高，解链温度也越高，对高温和碱的耐受性也越强。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嗜热古菌在细胞膜结构和核酸成分上的这种热适
应性与系统发生真的有必然的关系吗？这能反映时序性的物种演化过程吗？还有
其他证据来佐证吗？
三、醉人的幻想？
1．吻合之梦——在反证中淬灭
基于核糖体小亚基中的 rRNA 序列构建的一般系统树果真如此完美吗？绝对
不是！一些学者指出了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进化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是
不可能从进化树来获知的，虽然很多人试图这样做，其次，序列的变化也很难与
时间准确相关，因为不同世系的进化钟也不是恒定的；最后，仅仅依据一种分子
的序列，也无法从进化树中找出现代世系的共同祖先（Pace 1997）。
不同类群序列的比对如何能够决定它们进化时间的先后呢？当然，如果有一
些其他证据（如化石）的帮助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生命起源早期出现的一
些无法留下化石痕迹的微小的单细胞原核生物来说，基于这种序列的比对是根本
无法推测出进化的时间先后的。谁有证据能确认产液菌是细菌中最古老的呢？谁
能说化能营养就一定比光能营养起源早呢？从序列本身，再怎么比较，也不会产
生时间先后的概念。对这个神化的 rRNA 分子来说，是什么引起了它的缓慢变化
呢？仅仅是缘于时间的随机变化吗？难道生存环境不可以引起它的变化吗？如果
既有时间的影响又有环境的影响，那如何才能将它们分离开来呢？
不容否认，一些大分子在有限范围内的变化符合分子钟理论。例如，无论是
在鱼类、鸟类或是在哺乳动物中，-球蛋白都是每 600 万年积累一个氨基酸变异
（巴顿等 2010）。但这并不能保证接下来的推论的正确性：任意一个给定的蛋白质
即便来自不同的生物体，它都以稳定的速率演化。
谁能保证一种分子的变异能建立起所有的进化关系呢？以细胞色素 c 为例
吧，这是一类对“分子钟”概念的提出起到过关键作用的分子，它既复杂，又广
·186·

泛分布（作为电子载体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生物类群之中）且变异也十分缓慢，看
上去十分符合理想时钟分子的条件。但是，雅荷雅（2003）指出，一些研究表明，
这种分子在生物中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变异：两种不同爬虫间的差异，要比鸟跟鱼
或鱼跟哺乳动物的大，同一鸟类分子间的差异，比这类鸟与哺乳动物的还要大，
此外，看上去相似的细菌，在分子中的差异，要比哺乳动物、两栖动物或昆虫的
大。类似的例子应该数不胜数。
最近通过对一种能在接近沸点温度下生长的超嗜热菌（Aquifex aeolicus）的
基因组序列测定发现：①如果用 FtsY（参与细胞分裂调控的蛋白质）作为分子计
时器，该菌与 Woese 进化树上位于细菌分枝的枯草芽孢杆菌（一种土壤细菌）相
近；②如果以一种参与色氨酸合成的酶为准，该菌应属于古菌；③如果选择合成
胞苷三磷酸的酶时，则古菌不再形成独立的一群。因此，不同的基因似乎在讲述
不同的进化故事，而这不同的故事也似乎与进化的时序性并不那么紧密相关。
Denton（1985）指出，
“在分子水平上的每一生物种类是独特、孤立的，并且
与任何媒介没有关联。因此，像化石一样，分子没有给长期寻找难懂的中间形式
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以证据……在分子水平上，任何生物体没有可以比作‘祖先’
、
‘原始’或‘高级’的亲缘关系……无疑，如果这些分子证据在一个世纪以前存在
的话……器官进化的观念也许根本不会存在”
。
再回到 16S rRNA（或 18S rRNA），难道它们果真如此神奇吗？笔者认为，如
果没有绝对时间的进化矫正，它们充其量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中提供一种系统发育
关系或进化的极为有限的参考，对共同祖先周围的基部类群尤其如此。
2．基因搅局——转移与丢失
生命的系统树还面临一些其他的棘手问题。例如，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水平
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可能使现在的系统树相互交叉（这在结构简单的原
核生物中更是问题）。此外，像在一些真核生物（如寄生虫）中发生的基因丢失现
象难道就不在原核生物中发生吗？再就是关于真核生物的起源问题，这依然是生
命科学的最大谜团之一。但目前至少在一些真核生物细胞器的起源问题上基本达
成了共识，即按照内共生学说，线粒体可能起源自好氧的变形菌门细菌，而叶绿
体则起源自蓝细菌，这些细胞器有单独的基因组，但一些蛋白质（如在叶绿体内）
的合成仍然依赖于核基因，这表明了细胞器基因组与核基因组之间存在整合或交
换，这其实与基因的水平转移并无本质差别。从根本上说，基因的水平转移、复
制、丢失等就是一种谱系痕迹的改写、擦除或毁灭过程。
此外，系统树的准确性似乎还受到体制可塑性的影响。体制可塑性越大的生
物类群（简单的原核生物），在系统树中就越有可能是盘根错节的，而体制可塑性
越小的生物（复杂的真核生物）在系统树中就越有可能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对变
异速度快的原核生物来说，现存的系统树可能根本反映不了什么真正的演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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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充其量只是现存原核生物的基于分子结构相似性的一种归类而已。
3．自乱方寸——乏力的辩解
20 世纪 70 年代，Woese 利用核糖体小亚基的 rRNA 序列构建了现代生命的系
统发育树，但也没能解决共同祖先的起源问题，随着微生物基因组数据的日益增
多，人们对基因水平转移对谱系痕迹的可能影响日益担忧，也开始怀疑用这样的
分子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是否真正可靠。
为此，Woese（2002）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说，认为生命伊始之际，至少存在 3
种结构简单而松散的细胞组织形式，它们在同一个环境中生存与进化，通过基因
交流，共享进化发明，从这 3 种独立的原始生命形式演化出了细菌、古菌和真核
细胞（这是他亲自划定的 3 个域）。他认为，这 3 种生命形式是独立进化而来的，
但进行了基因交流，现代细胞的组织形式代表了一种嵌合关系（某些情况下 3 种
细胞类型的两者高度相似，而另一些情况下又差异很大），而这正是它们以截然不
同的组织形式开始的证据，在随后的进化过程中，它们进行了频繁的遗传“交流”
与“互换”，终于合而为一。
Woese 说，
“随着细胞的结构越来越趋于错综复杂，终于到达一个完整细胞结
构出现的关键点”，而他称这个关键点为“达尔文开端”，即自这一时间开始有了
系谱的线索，也就是物种起源的开端，在此之后，所有特定细胞类型的组织结构
在进化过程中只有微小的变化发生。
Woese 说，
“如果我们禁锢于达尔文的思维模式，就不能指望对细胞进化作出
真正正确的解释……生物学超越达尔文共同起源假说的时代已经到来……共同起
源学说以及任何共同起源学说的‘变种’都没有抓住要旨，即细胞产生的进化过
程的本质——动力学”。他甚至宣称，地球上细胞进化的驱动力来自基因的水平转
移，即获得外来细胞的组成成分（包括基因和蛋白质等）来促进自身细胞实体的
进化。
不难看出，为了维护他所创立的三域理论之完美性，Woese 真可谓煞费苦心，
他极其主观地将根本性的变异定格于 3 种类型正式确立之前，而将之后所发生的
变异规定为对体制的影响微不足道（依据何在呢）
。进一步，他提出来应该否定达
尔文的一个共同祖先的理论，而主张有三个祖先同时起源，这既维护了他自己的
理论，同时还有伟大的“创新”。
4．轨迹吻合——逻辑何在？
人们期待着能够通过一些广泛分布、足够复杂且相当保守的分子（如细胞色
素 c、16S rRNA）的变异规律去复原物种进化的轨迹，在这里人们期待一种没有
导向性的随机变异，而且彼此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大，就像星体大
爆炸后碎片飞得越来越远一样。但是，没有哪一种分子只发生完全随机的变化，
而一点都不受到指向性环境趋势的影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物质的变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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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累积性并能找到其他可靠的时间参照物（如化石）
，分子钟或许会派上用场（甚
至大用场），这是在复杂的大型动植物那里可见的情形。但是，对简单、微小、多
变、缺乏变异累积性且没有其他可靠辅助辨识手段的细菌和古菌来说，任何一种
分子钟都只可能是对现存物种按一种特定物质结构进行的归类，就像林奈那时的
分类学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任何一种分子的动静，都不可能准确感知时间
的轨迹本身，因此也就不可能复原准确的演化路线。
生命是一种能量驱动的物质性实体，它以自身的变化去应对生存环境不可预
测的永恒变化。任何生命都是由不计其数的有机和无机的分子按一定的原则聚集
而成，当然一些有机分子可能变化较快，而另一些则可能变化较慢，人们常常将
这种缓慢的变化称之为“保守”。虽然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1981）说过，“离开
了事物的动静，人们就不能感觉到时间本身”
，但是，能否用某种动静来准确地把
握时间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可能存在任何神奇分子能够厘清系统发育树基部类群之间的进化关系，因
此，相信用 16S rRNA 构建的所谓“三域”说的人只能是掩耳盗铃，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即便是给予膏田沃野，这样的努力也扎不下任何希望的根须，更
闻不到醉人的芳泽，而收获的只会是荒芜与悲戚！
被誉为“划时代”的三域说绝不是什么真理，不过就是一种幻想。原核与真
核才是根本的区分，这不仅仅依赖于一种遗传物质的宏观构象——核的存在与否，
更是根植于遗传方式的区分——前者只能进行无性生殖，而后者普遍进行有性生
殖。从功能上来说，16S rRNA 关乎蛋白质的合成，而 DNA 则关乎种系的本质特
征——繁衍，因此，从进化的历史视角来看，前者似乎更应是环境性响应特征，
而后者则更是遗传性特质。因此，古菌和真菌也许就是环境塑造的产物，它们不
可能是种系意义（域）上的区分，虽然充其量可以被视为原核家族中的两大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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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拉马克主义之还魂——后天是
先天的延绵与超越

迄今为止，之所以有不同的进化理论，主要是人们对个体的变异机制以及适
应与遗传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分歧，特别是关于“用尽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是否存在的问题。而这在本质上与人们对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关系的看法息息相
关。前已述及，基因型是某一生物个体全部基因组合的总称（但在遗传学中，往
往是指某一性状的基因型），而表现型是指在所有可能的环境内，一个基因型所能
产生的表现型的总汇，它也是基因型的反应规范，是用直接观察所感觉到的生物
的结构和功能（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生物对我们感觉器官所表现的情景）。个体的
表现型，从生到死都在不断改变，而基因型则非常稳定，且基因能自体繁殖（杜
布赞斯基 1964）。借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是现象，另一个为本质。为何
达尔文的随机变异如此受宠，而拉马克的完美适应如此悲情？
一、分子遗传学家率众“围剿”拉马克主义
在 19 世纪初，既不知道基因，更不知道 DNA、RNA 和蛋白质之间存在如此复
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人们信奉生命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认为这会使生物趋于完
美，并可以遗传下去，这就是拉马克的进化论，即拉马克认为，使用的器官越来
越发达，废弃的器官往往成为痕迹器官或完全退化，而且这种获得改变的特征可
以遗传下去。
长颈鹿和洞穴动物是支持拉马克学说的经典案例，但博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秉
持完全不同的解读。对生活在洞穴之中的鱼儿来说，博物学家认为是一种生态适
应性的结果，即那完全没有必要睁开的眼睛由于长久不用必定会渐渐萎缩，直至
完全闭合，而遗传学家认为它们的致盲是由于控制眼睛发育的基因的突变或丢失。
同样地，对举着长长脖子的长颈鹿，博物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器官不断使用通过
复杂的生理学适应过程逐渐带来了身体体制的缓慢改变，终于被遗传所固定，而
遗传学家则相信，那长在高高树枝上的嫩叶在静悄悄地等待着能够催长脖子的基
因突变。
围绕拉马克进化论之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决定了遗传系统，或者更具体
地说，生理生化的改变最终是否能影响遗传系统或被遗传所固定，这是获得性遗
传理论与突变论的分水岭，前者回答“是”，后者回答“否”，前者信奉完美性适

应，后者信奉盲目的随机性。而达尔文的态度则是一种折中，但更偏向于随机，
但他并不否认用尽废退与获得性遗传。那时，达尔文并不清楚个体的变异到底源
自什么，只是主观地归因于环境的影响。对达尔文来说，他感兴趣的只是自然选
择，不论变异由什么引起，只要有变异，他的自然选择就能发挥作用。
随着 20 世纪的来临，人们成功地揭开了遗传的物质基础（DNA）以及个体
变异的基因本质，也认识到生殖及物理化学因素对遗传变异的影响。而“中心法
则”的提出被认为是对获得性遗传的彻底否认，基因突变被认为是新物种创造的
唯一途径，也同时从根本上否定了适应的遗传与进化意义。
杜布赞斯基（1964）指出，
“拉马克主义关于获得性遗传的见解，其错误就是
没有认识到表现型（C）是基因（A）繁殖的副产品，而并不是相反的情况。任何
表现型的形成，必然是环境对于基因活动的一种作用结果。一种基因型在其可能
性上，可以引起许多表现型，假如发挥这些可能性所需要的环境能够获得或能够
创造出来的话，这些表现型就能实现。任何在表现型上所产生的变异，必然是在
这个基因所决定的反应范围之内……”
遗憾的是，反拉马克主义的思想也渗透进一些博物学、分类学和动物学背景
的进化生物学家的思想之中。例如，进化生物学家与动物学家道金斯（2008）断
言，
“基因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得到改善，除非出现非常少的偶然错误，它们只是被
按原样传下去。并非成功产生了好的基因，是好的基因创造了成功。任何个体在
它一生中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对基因产生任何影响”。
杜布赞斯基（1964）说，
“任何基因型必然是经过长时期进化发展的结果；在
这个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环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力量。因此，基因型
的结构及其所能产生的变异类型，分析到末了，无非是由环境所决定的。然而，
这种‘决定性环境’并不是在当前所存在的，而是这个生物在系统发育中所接触
的历史环境的总和”。这样的表述看似魅力动人，但它根植于达尔文式的随机性之
中，如果给予获得性遗传一席之地，这样的进化思想或许会更加璀璨！
哲学家，特别是法国哲学家，表达了对他们的同胞——拉马克的支持。德日
进说，
“就个体性而言，性质的缺陷都依年龄而发展，则为什么（或应该说，如何
地）这些就不能在种类上集合成形呢？并且，在整个种类的层次上，它们难道不
会在生命物上印上它们的肖像么？总之，蚂蚁、白蚁都成功地按照个别的本能替
工蚁、兵蚁附上了得当的外表。而我们不也都认得出狩猎的人么？”（de Chardin
1955）。柏格森（1907）精辟地指出：“后天特征的可遗传性被确认为一种教条之
后，却被以同样教条式的方式加以否定了，因为论证从（被假定为）胚芽细胞本
质中引出了一个 a priori（先验前提）。众所周知，魏斯曼基于他的种质连续性假
说，将胚芽细胞（卵子和精子）看作几乎完全独立于身体细胞之外的东西。由此
出发，许多人曾经主张、而且现在依然主张：后天特征的遗传传递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古生物学家科普（Edward Drinker Cope,1840～1897 年）也是一个拉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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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他认为应该允许生命决定自己的命运，即生物并
不是在环境中幸免于难的机械傀儡，相反，生物能够通过
选择适应新的生命方式，对任何挑战做出回应。在他看来，
意识本身就是进化的驱动力，这种力量通过锻炼其挑选能
力，不断地将生物抬升到新的高度（鲍勒 1999）。
二、达尔文也曾为拉马克站台
对达尔文来说，没有变异就没选择，也就没有进化，
因此，他在《物种起源》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变异。
E. D. Cope
达尔文并未强调基于随机变异的选择是唯一的进化机制，
虽然是重要的机制，因为他同时也承认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这样的变异方式也可
以得到遗传。
达尔文说，
“家鸭的翅骨在其与全体骨骼的比重上，比野鸭的翅骨轻，而家鸭
的腿骨在其与全体骨骼的比例上，却比野鸭的腿骨重；这种变化可以稳妥地归因
于家鸭比其野生的祖先少飞多走”（Darwin 1872）。
达尔文说，
“在地上觅食的大型鸟，除逃避危险以外，很少飞翔，所以说现今
栖息在或不久之前曾经栖息在没有食肉兽的几个海岛上几种鸟的几乎没有翅膀的
状态，大概是由于不使用的缘故”
（Darwin 1872）。例如，鹬鸵（图 16-1）是唯一
幸存下来的无翼鸟（仅有 3 种）
，是新西兰南岛屿上的特有种，那里没有走兽和蛇，
鸟类不必逃避，故飞翔能力逐渐退化，尾巴也退化。

图 16-1

新西兰的鹬鸵（来源：维基百科）

达尔文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鸵鸟（Struthio camelus），生活于非洲稀树草原，
是一种不能飞的鸟，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图 16-2）。达尔文说，“鸵鸟的确
是栖息在大陆上的，它暴露在它不能用飞翔来逃脱的危险下，但是它能够像四足
兽那样有效地以踢它的敌人来保护自己。我们可以相信，鸵鸟一属的祖先的习性
原是和野雁相像的，但因为它的身体的大小和重量在连续的世代里增加了，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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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使用它的腿，而更少地使用它的翅膀了，终于变得不能飞翔”（Darwin
1872）。现存约有 40 种不会飞的鸟类，这些鸟已失去了飞行能力，但却发展出卓
越的奔跑或游泳能力。

图 16-2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中的鸵鸟（摄影：Mitsuaki Iwago）

达尔文说，
“我可以再举一例来说明，一种构造的起源显然是完全由于使用或
习性的作用。某些美洲猴的尾端已变成一种极其完善的把握器官，而当作第五只
手来使用”。蜘蛛猴（图 16-3）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停留在树上形似一只
大蜘蛛，故得此名，它能用其长长的尾巴缠绕在树枝上荡来荡去。

图 16-3

哥斯达黎加的黑掌蜘蛛猴（Ateles geoffroyi）（摄影：Gerry Ellis）

因此，达尔文也承认获得性遗传，虽然他更钟爱环境诱变，他说，
“如果在若
干世代中生长在某些条件下的个体的一切后代或差不多一切后代，都按照同样的
方式发生变异，那么，这效果就可看作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这样一定地诱发出来
的变化范围，要下任何结论则极端困难。然而许多细微的变化，如由食物量所得
到的大小，由食物性质所得到的色泽，由气候所得到的皮肤和毛的厚度等，则几
乎无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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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动物在洞穴中闭上或退掉眼睛？为何鸵鸟有翅膀却不能飞翔？为何鹬鸵
完全失去了翅膀？是通过从无数随机变异中的定向筛选还是通过生理性的缓慢适
应或者两者皆有？如何予以证实或证伪？
三、用一个 22 代老鼠尾巴的切割实验就能否定获得性遗传吗？
德国动物学家魏斯曼（August Weismann，1834～1914 年）于 1885 年，发表
了《作为遗传理论基础的种质连续性》一文，提出了著名的“种质连续性”理论：
①每一有机体由种质和体质所组成，前者是“潜在的”，后者则是被“表达的”
，
种质传给后代，而体质则如同树叶一样地凋萎；②生殖细胞并非从亲代的身体上
衍生而来，而直接来自种质一脉相承的延续；③世代之间通过遗传性状的传递而
联系，这种传递是通过一定的化学实体进行的（玛格纳 2001）。
对魏斯曼来说，体质是种质的载体，但两者互不相容，即体质的变化不会影
响种质，世代之间传递的永远都只能是亲本的种质，这也被称之为“硬”的遗传。
这样，他必须拒绝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为此，他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
连续 22 个世代割去小鼠的尾巴，但在第 22 代结束时也没有发现小鼠尾巴的长度
减少了。因此，他认为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不可能成立。依笔者之见，这个实验
与拉马克的“用进废退”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这里老鼠失去尾巴与“使用”并无
关系。
魏斯曼提出，种质由称作“决定子”的单位组成，每一个决定子负责产生身
体的某一部位，双亲的决定子相互结合指导后代的身体构建。一个群体中的正常
变异是由有性生殖中决定子重组决定的，只有因为复制中偶然的事故导致的决定
子结构变形，才能引入新的变异，而身体无法控制这种事故，因此，变异的产生
完全是随机的，这样选择就成为唯一可以接受的进化机制。他坚持认为细胞核中
的种质绝对控制着生物的生长，环境因子对生物生长的任何改变都不重要，都没
有任何进化意义（鲍勒 1999）。
四、“为了要在一边消费，自然就被迫在另一边节约”
这是德国诗人歌德（1710～1782 年）的一句名言。如果有机体不能进行自我
调节，这何以能进行？因此，这就是一种自我调节，类似于拉马克所说的那个“用
进废退”。哲学家和医生拉·梅特里（1709～1751 年）早就指出过人体器官之间
存在的平衡关系。达尔文说，
“动物经过无数世代，达到最深的深处时，它们的眼
睛因为不使用，差不多完全灭迹了，而自然选择常常会引起别的变化，如触角或
触须的增长，作为盲目的补偿”
（Darwin 1872）。类似的例子在自然界中数不胜数。
例如，由于长期生活在浑浊的长江江水中，白暨豚的眼睛缩小到只有绿豆般大小，
视觉能力严重退化，而声纳系统却极为灵敏。
达尔文根据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对拉马克的学说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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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自然选择不断地试图来节约体制的每一部分……身体的任何部分，一经通
过习性的改变，而成为多余时，自然选择终会使它缩小，而毫不需要相应程序地
使其他某一部分发达增大。相反地，自然选择可能完全成功地使一个器官发达增
大，而不需要某一连接部分的缩小，以作为必要的补偿”（Darwin 1872）。其实，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早就说过，在一个有机的自然产物中，“没有
东西是无用的，是没有目的的”
（康德 198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调节就会那样
的完美，有些没用的器官还保留了痕迹，或另做他用。
似乎基因丢失也是“用进废退”在遗传水平上的体现。科学家发现，寄生虫
在进化中发生了基因丢失，如果抛弃一些基因可以保存能量并提高效率的话，这
也是一种选择的方向性。不光是基因，一些寄生性甲壳动物与它们自由生活的祖
先相比，连运动性附肢都丢失了很多。也许你还会认为这些都是基因突变的结果，
但你能完全否定“用进废退”在这样的退化演变中没有任何作用吗？是否可将用
进废退视为种族遗传下来的一种应对变化环境进行自我调节的生存法则呢？
五、鱼变成人，兽变成鲸——“使用”难道毫无意义？
在漫长的岁月中，水中的鱼演化成了陆地上的四足动物（图 16-4），而有些四
足动物又返回水中变成了鲸（图 16-5）
。附肢的变化甚为奇妙。用于划水的鱼的胸
鳍在四足动物那儿变成了行走的前肢，而当四足动物重新返回水中生活时就演变
成了鲸，这时四足动物的前肢和尾巴逐渐又变成了鳍，后肢则完全退化，且为了
适应水中的生活，身体又变回了流线型，简直就是鱼的模样！但是，鲸在生理上
并不能彻底回到鱼的状态，它还是恒温的哺乳动物，也长不出鳞片，还得靠肺呼
吸（过一段时间它还得浮出水面呼气）等。

图 16-4

追踪从鱼到人的演化过程中臂骨的变化（引自 Shub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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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

始新世的中犬亚目有蹄类向鲸的演变（引自迈尔 2009）

从兽到鲸的演变至少说明了：①胸鳍与前肢具有同源性；②生存环境对动物
体型给予了强有力的方向性塑造；③演化并不能通过随机性变异获得无限的可塑
性（即已有的身体构造在一定的程度上约束了演化的方向性，在这种意义上，直
生论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④附肢的这种方向性变化无论如何难以用随机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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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给予令人完全信服的说明，难道前肢的使用在这种形态的转变中毫无作用吗？
随机性变异真有如此神奇？
六、动态特征偶联“用进废退”，而静态特征偶联随机变异
对刻画动物的特征来说，似乎有必要区分为两类——动态的与静态的。动态
特征与通过用进废退的适应性、与涉及运动与感觉的一些特性息息相关（图 16-6），
包括：行走、奔跑、跳跃、飞翔和游泳等；②视觉、听觉和味觉等；③判断与
思维……而这些特性直接关乎动物的觅食、逃敌、交配等。这些反应性或动态特
征的变化不仅会导致生理生化的变化，还可能进一步引起结构性的变异等，并可
推动动物的记忆、学习与思维的发展，这种意识运动发展的巅峰就是具有最伟大
智慧的人类的诞生。难怪拉马克认为生物可以通过“主动性适应性”来完成一些
特征的改变，并被遗传所固定（即获得遗传）。

图 16-6

生命的目的与生命系统的适应与相互作用（引自谢平 2014）

动态特征的发展趋向于推动有机体的复杂性。Rolston（2003）指出，“中央
控制能力的增强（神经网络及其控制中心脑超越了仅仅是遗传和酶的控制）、感觉
能力（耳朵、眼睛、鼻子、触角）的增进、运动能力（肌肉、鳍、腿、翅膀）的
增加、操作能力（臂、手、可对立的手指）的增进、获得知识能力（反馈环、触
突、记忆库）的增强、交流信息掌握语言能力的增强——所有这些也带来复杂性
的增加”。
·197·

但是，一些静态特征就不大可能是用进废退的产物了。例如，拟态的色泽就
可能是一种随机变异并受到方向性选择的产物，此外，动物身体上的一些奇异的
装饰物（如为了在交配时吸引异性）也可能是这种随机变异被选择下来的产物。
还有一些奇怪的突出物（可能也是随机变异的产物）因可作为防御或进攻的武器
而被选择下来了，或许在之后的使用中又能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静态特征似乎是生物的一种“被动适应性”行为，主要是依赖于随机变异
的定向选择而被遗传所固定下来，因此，与“用进废退”并无太大关系。
有一些学者相信行为作用在进化中的重要性。迈尔（2009）指出，
“行为中的
某种变化，如选择一种新的食物，或者提高扩散能力，能够建立一种新的选择压
力，继而这些压力可能会导致进化变化。我们有很多原因可以相信在许多创新中
都包含了行为的改变，因此可以说‘行为是进化的带路人’”。
七、难道生理适应性就不会留下任何遗传痕迹吗？
按照分子遗传学家的看法，只有 DNA 的变异才会给予物种分化的动力，其他
生态或生理的因素都可以忽视，因为遗传不能后天获得。达尔文曾说，
“皮货商人
很熟悉，同种动物的生活的地方越往北，它们的毛皮便越厚而且越好；但谁能说
出这等差异，有多少是由于毛皮最温暖的个体在许多世代中得到了利益而被保存，
有多少是由于严寒气候的作用呢？”
（Darwin 1872）。看一看在寒冷极地中生活的
麝牛（图 16-7），它披挂的厚厚毛被是随机变异被选择的结果？还是由于缓慢生理
变化导致适应的结果？达尔文不知道答案，一百多年过后的今天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图 16-7 加拿大艾利斯摩尔岛（Ellesmere Island）上的麝牛（摄影：Jim Brandenburg）

Dodd（1989）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发现果蝇对不同类型的食物（淀粉
类或麦芽糖类）的反复适应留下了记忆，这种记忆影响到了它们的生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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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代摄食不同食物的果蝇在混合之后，也不会杂交（图 16-8）。笔者认为，或
许不同食物的化学信号通过嗅觉系统对果蝇的择偶判断产生了影响，如果是在自
然界，长此下去，两个种群的基因交流就会中断，最终可能就会导致物种的分化。
当然，这种适应性或许直接影响了遗传系统，也可能只是影响了繁殖行为，而只
要有隔离，两个种群的基因库就会由于随机突变而积累变异，使它们达到功能性
的生殖隔离。

图 16-8

果蝇的生殖隔离实验。同一族群的果蝇分成两组，一组喂食淀粉类食物，另一组喂食

麦芽糖类食物。在经过多代繁殖后，将两组果蝇混合，结果观察到两组果蝇不会杂交
（引自 Dodd 1989）

生殖细胞真的完全不受体细胞的影响吗？笔者认为，至少迄今为止谁也提不
出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结论。对多细胞生物来说，生殖细胞通过反复的细胞分
裂与分化，构建出了特定物种的个体，而那个原来的生殖细胞暂时性地融化在庞
大的体细胞群体之中（每个体细胞都带有那个生殖细胞的遗传信息的完整拷贝）。
随着个体的性成熟，性别不同的身体通过某种特殊的体细胞机构又重新生产出生
殖细胞（精子或卵子）
，谁又能肯定这种生殖细胞一点都不会携带个体在特定环境
中生存的痕迹呢？如果真是这样，已经能够稳定遗传的人类的黑色、黄色或白色
皮肤的分化又如何解释呢？难道这不是生存环境的印记吗？难道这不是生存环境
显著影响生物遗传的有力证据吗？笔者实在不敢相信这仅仅只是随机变异的
结果。
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Johann Blumenbach, 1752～1840 年）就相信黑皮
肤的人种是由热带的强烈阳光作用于白皮肤人种的肝脏而形成的，肝脏被强烈阳
光作用后就使胆汁变黑，进而使色素在皮肤中沉着（迈尔 1990）。现在一般认为，
黑皮肤含有高含量的黑色素，而黑色素能挡住热带地区阳光中的大部分紫外线，
防止紫外线直接对细胞产生损伤。不同气候带人类肤色的变化难道不是环境导致
可遗传的生物表型变化的有力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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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先天本能 vs 后天习性
一些哲学家对本能的阐述精彩而深刻：黑格尔说，
“机体中的内在目的是通过
本能来实现的”，柏格森（1907）说，“知识在本能中是被执行的和无意识的”。
1．何为本能？
达尔文说，
“我们自己需要经验才能完成的一种活动，而被一种没有经验的动
物、特别是被幼小动物所完成时，并且许多个体并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却按照同
一方式去完成时，一般就被称为本能……普遍承认本能对于处在现今生活条件之
下的各个物种的安全，有如肉体构造一样的重要”（Darwin 1872）。达尔文指出，
“像在身体构造的情形里那样，各个物种的本能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据我们所能
判断的，它从来没有完全为了其他物种的利益而被产生过”（Darwin 1872）。
哪些东西是本能呢？例如，对有性生殖物种来说，两性的交配（不论通过何
种方式来辨识与选择配偶以及完成交配）都必定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因为如果一
个物种没有这样的本能，那这样的物种早就不复存在了。挖掘蜂（digger wasp）
会挖好一个洞，接着去抓一只毛毛虫，刺它一下把它麻痹，然后把它带回洞里，
在它上面产一个卵，所有这些复杂的行为，包括重新找回原来挖的洞的能力，都
可凭本能达到，完全不经学习，更别说要父母教它了，一只挖掘蜂绝不会碰到它
的父母（里德利 2005）。达尔文说，
“对于任何特种敌害的恐惧，必然是一种本能
的性质，这从未离巢的雏鸟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虽然这种恐惧可由经验或因
看见其他动物对于同一敌害的恐惧而被强化”
（Darwin 1872）。
达尔文认为，本能也是可变的：
“在改变了的生活条件下，本能的微小变异大
概有利于物种，至少是可能的；那么，如果能够指出，本能虽然很少发生变异，
但确曾发生过变异，我就看不出自然选择把本能的变异保存下来并继续累积到任
何有利的程度，存在有什么难点。我相信，一切最复杂的和奇异的本能就是这样
起源的。使用或习性引起肉体构造的变异，并使它们增强，而不使用使它们缩小
或消失，我并不怀疑本能也是这样的……野生动物中有偶然的、奇特的习性，如
果这种习性对于这个物种有利，就会通过自然选择产生新的本能……动物在家养
下可以获得新的本能；而失去自然的本能，这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一部分是由于
人类在连续世代中选择了和累积了特殊的精神习性和精神活动，而这些习性和活
动的最初发生，是由于偶然的原因……”
（Darwin 1872）。里德利（2005）指出，
本能不必是从一出生就存在的，也不必是不可变的，也不必是自动的。一个本能
被设计出来由一个外在的对象或事件所触发，这里是天性加上后天的培育
（Tinbergen 1951）。
2．本能从何而来？
达尔文曾说，
“要理解幼小哺乳动物怎样能够本能地懂得吸食乳汁，并不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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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未孵化的小鸡怎样懂得用特别适应的嘴轻轻击破蛋壳，或者怎样在离开了蛋壳
数小时以后便懂得啄取谷粒的食物，更加困难。在这等情形里，最可能的解释似
乎是，这种习性起初是在年龄较大的时候由实践里获得的，其后乃传递给年龄较
幼的后代”（Darwin 1872）。
本能是由习性转化而来，既然如此，两者之间就有边界模糊的情形。毋庸置
疑，种族遗传的只能是一些最根本的特性（知识），一些特性（知识）对种族来讲
不可或缺，乃至它们已如此的固化，变成了称之为“本能”的属性。因此，我很
欣赏柏格森（1907）的说法：
“我们所说的后天特征通常是指习惯或者习惯的影响，
而在许多习惯的最深处，则存在着天然的禀赋”。威廉斯（2001）的说法可能也不
无道理：“在遗传信息的流通中，本能所付出的代价要少于后天的行为”，虽然这
仅仅是一种推测。
柏格森（1907）认为，
“很难说清楚一些特定物种，或者使其代表特别被选定
为驯化对象的，究竟是被遗传的后天习惯，还仅仅是某种天生的趋向”。针对这样
的疑问，笔者认为，这既可能是天生的（因为也许这样的特征就存在于群体的基
因库中，偶尔被显现于个体就被选择出来了），也可能是变异产生的（源于真正的
基因突变），还有可能是有后天习得的成分，或者是这三种原因的混合。
种族（通过父母）并没有遗传给后代生存所需的全部技能，也没有必要如此
精确，只遗传一些基本的特性或生存法则，其余就是适应环境的学习了。这就是
为何一只幼狼在其成长过程中，要向成狼学习一系列的捕猎行为——跟踪、追赶、
捕杀、肢解、搬运猎物等，幼狮亦如此。这也可看成是对一些种族遗留下来的生
存法则的测试实验。如果一切早已由基因决定，这又如何解释？
3．习性产生于一种经验化的适应过程
动物可以自我运动，对环境与其他生物体或物体做出反应，在这种行为过程
中产生经验。没有经验就不会有记忆，没有记忆就不会有习性，而习性也是一种
适应的结果。生命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响应与自我调节的反
馈系统，借此发展出各式各样的适应性。
动物的行为并不是从基因就已完全成形的，基因建造大脑，大脑吸收经验，
之后大脑才发送行为（Lehrman 1953）。一个外部刺激先传递到神经系统，再影响
大脑对行为的决策。哲学家萨夫那认为，基因应该与其他原因居于同等地位，它
们不是预成论的，它们的意义极大地取决于具体情境，基因与环境的效果浑然一
体不可分离（Schaffner 1998）。
绝不是只有大脑才会获得经验。例如，线虫没有大脑，甚至只有 320 个神经
元，如果这样线虫在某种温度下找到食物，它就会记录这个事实，随后表现出对
这种温度的一种偏向，但如果在这个温度下没有得到回报，它又会逐渐失去它的
温度偏向，这样的灵活学习受一种叫做 NCS-1 的基因影响（Gomez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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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不仅能够学习，它们还能够按照它们儿时的社会经验发展不同的成年“个性”
（Rankin et al. 2001）
。
里德利（2005）指出，
“动物的演化是通过调整基因前方的自动启闭装置，使
它们能够在它们身体的不同部分生长时有更长的时间——对先天-后天（naturenurture）的争议有着深刻的含义。想象一下在这种类型的一个系统的可能性吧。
你可以打开一个基因的表达，其结果会打开另一个基因的表达，而这又会抑制第
三个基因，如此下去；而且，正是在这个小的网络的中间，你可以插入经验的效
果。某种外在之物，如教育、食物、一次打斗，或得到回报的爱都能够影响这些
自动启闭装置之一”。这或许诠释了一种适应性的分子基础，反复的经验或许可通
过这样的分子途径逐渐强化，在经历足够长的岁月之后，最终被固化进种族的遗
传系统。
九、先天免疫 vs 后天免疫
面对捕食者，动物可以通过行为来逃避或反击，但当受到微小的病原菌或寄
生虫的攻击，则必须有另外的防卫手段。动植物与病原微生物之间是一场激烈的
军备竞赛，微生物致力于攻击并摄取宿主体内的营养物，而动植物则通过免疫（如
多种多样的免疫分子）进行防卫。这种军备竞赛推动了免疫系统的进化，使动物
创造出十分复杂的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不仅用于抵御病原生物的入侵，
还用于清理体内的非正常细胞（如肿瘤细胞）
，以及对损伤的器官或组织进行修补等。
免疫就是动植物的一种生理性防御机制。与本能和习性类似，免疫也有先天
和后天之分。有些免疫特性是遗传的，是在种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称之为先天
免疫系统（innate immune system），如体液中的杀菌物质和吞噬细胞，它们不限于
特定的病原体，因此也称之为非特异性免疫（nonspecific immune），这是应对病
原侵染的一种快速防卫反应。
有些免疫特性是在后天获得的（如通过病原体感染或接种疫苗而获得），这种
免疫是特异性的（只针对一种病原），具有记忆效应，称之为获得性免疫（acquired
immune），也称之为特异性免疫（specific immunity）或适应性免疫（adaptive
immune）。后天性免疫系统由免疫器官（胸腺、淋巴结和脾脏等）和免疫细胞（淋
巴细胞）组成，仅在脊椎动物中出现。
如果将不同物种置于一个演化的链条之中，则可以认为，非特异性免疫如同
本能，而特异性免疫如同习性，是后天获得的，高等动物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特
异性免疫系统。可以推测，一些后天获得的免疫特性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岁月之
后，最终也可转化成先天的禀性。
十、行为印刻（imprinted）——架起“先天”与“后天”连接之桥
早期的社会性经历对哺乳动物的行为有持久而不可逆的效果。例如，19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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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东部靠近阿尔滕堡的多瑙河湿地，一个名叫康拉德的 6 岁小孩和他的朋友
格蕾特得到邻居给的两只刚孵出的小鸭子，这两只小鸭开始印刻（imprinted）孩
子的行为，跟着孩子走，误把他们当做父母，64 年后，成为动物心理学家的康拉
德·洛伦兹说，
“我们当时所没有注意到的是，我被这两只鸭子印刻了……一个长
达一生的行为竟然是被年幼的一次决定性经历所固定”（图 16-9）。有研究显示，
出生后 6 个月一直生活在黑暗中的猴子，要花数月才能学会区别圆形和正方形，
而这样的事正常的猴子只需几天就可学会。如果出生后头几个月缺少视觉经验，
大脑就不能解释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因为关键期已经过去（里德利 2005）。

图 16-9

奥地利动物心理学家康拉德·洛伦兹的“印刻”实验，

一群孵出不久的小雁跟随着这位老人，误以为是它们的“母亲”

70 多年前，英国博物学家斯伯丁（Douglas Alexander Spalding，1841～1877
年）曾提到，有些早期经验会被“印到”（stamped）年幼动物的心智中。洛伦兹
（Konard Lorenz，1903～1989 年）提出了关键期的概念，认为存在着一扇狭窄的
时间之窗，只有在此期间印刻亲本的行为才能发生，这是新生幼体天生的本能行
为。例如，如果幼鹅出生不到 15h 或是已经超过了 3 天，它就不会印刻行为，而
一旦发生印刻，它就会坚持下去，不会再学会跟随另一个不同的养父母（Nisbett
1976，里德利 2005）。
产前环境似乎也触发一些发育开关，如医学家巴克尔（David Barker）用“节
省的表现性”来解释幼儿对饥荒的适应：一个营养不良的幼儿的身体，由于印刻
有出生前的经历，所以出生时就“预料”到一生都生活在食物匮乏的状态中，它
的整个新陈代谢都适应长得较小，储存热量，避免过度运动；相反，当幼儿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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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物质充足的时候，它就会通过快速生长来补偿（Barker et al. 1989）。
里德利（2005）是这样评价洛伦兹的印刻作用的：
“它是先天经由后天的组合
拼图的一个关键部分，并且是这两者的一次巧妙结合。作为确保本能可灵活调整
的一种方式，印刻作用的发明是自然选择的杰作。没有它，我们要么出生时全都
拥有一种自从石器时代以来就没有改变的固定的、僵死的语言，要么我们就会费
劲地重新学习每个语法指令”
。
为何物种留存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来使环境不可逆转地作用于行为发展呢？这
是本能向现实的妥协，还是本能的一个子程序？它似乎保留了一种可塑性，让幼
体可以模仿存在着的亲体行为，如果亲体的行为发生变化，这或许就有将其传承
下去的进化意义。这不就是将行为上的适应性变异固化的一个技术窗口吗？
十一、表观遗传变异——环境对基因表达的可遗传塑造
Waddington（1942）将后生论（epigenesis）和遗传学（genetics）合并在一起
而创造了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一词，可能寓意后天与先天不可分割，但那时
人们对 DNA 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中心法则”
。
引起表型改变的 DNA 序列的变化可传递到后代，这是经典遗传学的范畴。
而在有些情况下，虽然 DNA 序列没有发生变化，但 DNA 的修饰（如甲基化）可
改变基因的功能，进而影响表型，并可遗传下去，这就是所谓的表观遗传变异
（epigenetic variation）。除 DNA 甲基化之外，表观遗传修饰还包括组蛋白（可供
DNA 缠绕）修饰、染色质重塑等。
DNA 甲基化是指在 DNA 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DNMT）的催
化下，以 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 methionine）为甲基供体，将甲基转移到特
定的碱基上的过程。胞嘧啶、腺嘌呤或鸟嘌呤等均可甲基化（图 16-10）。与碱基
的替换不同，甲基化对 DNA 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修饰而已）
，因此修饰/去修饰
都比较灵活。

图 16-10 DNA 的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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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的甲基化/去甲基化具有开关基因表达的作用，这是一种调节基因表达
的灵活方式，即甲基化可关闭某些基因的活性，而去甲基化则重新启动基因的表
达。基因表达可以通过表观遗传标记被外界的因素所影响（Baubec et al. 2015，
Schübeler 2015）。但是，人们对外界环境是如何影响 DNA 甲基化的似乎并不那么
清楚。
假设父母本的甲基化信息可被遗传。受精后，父母本的甲基化信息可能以一
方为准（父本或母本），也可能是两者的综合；若受精后，父母本的甲基化信息能
被彻底抹掉的话，就必须有专门储存甲基化信息及其动态变化的机构。Liu 等
（2013）指出，斑马鱼受精后，子代继承父源 DNA 的甲基化谱图，而母源 DNA
的甲基化图谱被抛弃，并重新编程变成精子的甲基化图谱，因此，DNA 的甲基化
模式可被遗传。
总之，环境可以改变 DNA 的修饰，进而影响到基因表达，并最终影响到表
型。而能够承载环境信息的 DNA 甲基化模式的可遗传性也并非难以理解。但是，
当环境压力消失后，这种表观遗传的印记是否会逐渐消失呢？印记可被镌刻，也
会被抹掉，就像人的记忆一样。
可以认为，像甲基化这样的调节基因表达的灵活机制为环境对基因表达进行
塑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虽然这只具有短期的遗传效应，但它是“获得的”，
而且是对生存环境适应的一种“获得”。当然，这只是一种短期的遗传记忆，但经
过漫长岁月之后，谁又能完全肯定它不会引发显著的遗传或生理效应呢？这难道
不是种族的“硬”遗传留存的对变幻莫测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可塑性吗？
十二、生命 = 种族的记忆 + 个体的学习
1．人类思维的扬升得益于随机还是学习？
如果一切变异都是偶然发生的突变，那人类是如何使自身的心智达到了如此
伟大的境界的呢？如果都是随机变异，那在数以百万计的动物物种中，为何只有
人是如此幸运的呢？还有，为何人类文明在很短（相对于地质时间来说）的时间
之内如此日新月异地不断迸涌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巨大进步呢？这都仅仅只是源
于人脑的随机突变吗？
人从古猿脱胎之后，一直还是那个人，但你能说现代人的心智与最原始的那
个智人没有一点区别吗？如果你承认有区别，那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难道这不
是在人的心智的不断使用过程中发展起来并被遗传逐渐固定的改进吗？
如果一切都只是基因随机变异或突变的产物，那动物个体的记忆还有什么用
处？各种各样此等记忆的产物发展成种族的各种各样的习性乃至本能，难道不是
记忆或思维不断发展的产物吗（图 16-6）？看看那些刚一出生就拼尽全力奔向大
海的小海龟，它们必须冲出等待着在沙滩上结束它们性命的海鸟的包围圈进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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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才有幸存下去的希望。这样的习性不就是来自祖辈们在生存中积累与遗传下来
的记忆效应吗？
在人的思维的发展方面，我很欣赏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他强调人的思维发展
遵循“正题、反题和合题”的三段模式，在这一过程之后，合题又成为一个新的
正题……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思维是一种自我适应、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连
续过程。
个体的适应性是生命永恒的特性，而其遵循的一条重要法则就应该是拉马克
的用进废退。适应经过漫长的演化岁月，有可能最终作为种族的遗传特性所固定
（图 16-6），这便是获得性遗传。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那试问，种族的本能及诸
多习性从何而来呢？用基因的突变或随机变异能解释所有这一切吗？
2．后天——先天的延绵与超越
这个世界是多变的，假如每一个物种将一切都存储于 DNA 之中，而且不允
许改变，那这个生命世界将会是怎样的呢？那这些物种如何适应一个每时每刻都
可能发生变化的外部世界呢？这样的逻辑是不可能成立的，绝不会像那个“伟大
的”的中心法则所刻画的那样，生命的必然逻辑只能是：DNA→RNA→蛋白质。
但是，对生命中的大多数事情来说，种族所能遗传的只能是一些构成法则或
原则的物质性基础，它仍然需要个体出生后在现实世界中去学习、记忆与发展，
才能获得一些有效的生存技能。例如，幼狮虽然从父母那里遗传了作为猎手的物
质基础（强壮的体格、惊人的速度、锋利的犬齿……），但也还要跟随母狮学习捕
猎的技能，还有群体捕猎的合作技能等。看看非洲沙漠上的迁徙大军，是什么驱
使它们年复一年如此奔波？这或许就是由于世代重叠而出现的个体间习性的传
承，父辈带领它们的子代，子代再带领子代的子代……或许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
某种环境巨变的发生。
在动物界中，人是后天学习的顶级高手。近 200 年来出现的人类科学知识的
飞速积聚很难说不是世代间学习传承的极致演绎，这是通过长期而系统的教育来
实现的，它一般会花费掉人的 1/3～2/5 的生涯时间！当然人类的大脑已具备了实
现这种学习目标的生理（或理性）基础，换成猩猩，即使给予再好的教育肯定也
无法训练出一个类似现代人类的一般行为与习性。不可否认，人能感知世界，猩
猩也能，人有经验和知识，猩猩亦如此，但两者在将经验转化为知识所必需的范
畴框架上肯定存在本质的差别，这是一种天赋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带来的后果是
人统治了整个地球，而猩猩濒临绝灭。这种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
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 年）对理性的解读可谓鞭辟入里：人类需同时
通过经验和理性来获取知识，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并非唯一因素，因
为还需要通过理性（或称“范畴”）将经验转换为知识，而这种理性则是天赋的。
换句话说，人类对外界经验的获得依赖于范畴的基本框架，否则就无法感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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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通往人类的进化分支中，先天的本能与习性在后天的学习（通过
经验与知识的累积）中不断推动理性的扬升，而这种理性就是在感性的基础上能
够运用智力或进行判断与推理的能力，此外，理性与本能、习性、知识等也无法
割舍，人类的理性似乎与意识的含义相近。试问，如果没有一种获得性的遗传机
制，这种能够到达人类理性的扬升何以能够成功实现呢？你会相信这仅仅只缘于
随机变异吗？
对一个无限多变的世界来说，遗传永远不可能满足一切生存需求，它永远都
只能是本能和一些生存原则的遗传（我称之为“种族的记忆”），降临世界中后，
生命的个体还必须在现实的生存实践中去不断地学习、记忆与发展，经过无数世
代的发展之后终将对种族的本能进行扩充与更新（虽然这是一个极为缓慢的历史
过程），除非该物种遭遇突然的灭绝。
为何有习性向本能的转变呢？或许可借鉴威廉斯（2001）的说法，
“在遗传信
息的流通中，本能所付出的代价要少于后天的行为”。一个物种的本能肯定是为数
不多的对该物种的存续生死攸关的本性，并肯定是在漫长岁月中从若干重要习性
中慢慢固化而来的。哲学家柏格森有这样一句关于进化的名言：进化就是延绵，
这是生命的唯一本质！拉马克曾说，“大自然，就是时间”！在动物界，如果没有
适应，就不会存在习性和本能，而没有进化延绵，便不会有人类的出现！
十三、灵魂缺失——从结构主义俯视进化论
宇宙中没有什么比生命的结构更为复杂的了，生命绝不是分子的简单堆砌，
而是禀存着一定规则、自我运转的结构化实体（笛卡尔的神造自动机），是子/亚
结构的层层嵌套。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曾在《结构主义》一书
中指出，一个结构本身是自足的（无需依赖与其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可以形式
化，并具有若干普遍而必然的特性（尽管是多样的），即整体性、转化性和自身调
整性。各种结构都有自己的整体性，这是不言而喻的，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
规律组成的体系，借此进行自我调节，保持自身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
（Piaget 1979）。当然，非生命的结构不可能满足这样的定义。
皮亚杰认为，
“一个结构由若干个成分所组成；但是这些成分是服从于能说明
体系之成为体系特点的一些规律的。这些所谓组成规律，并不能还原为一些简单
相加的联合关系，这些规律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作
为全体的全体……真正重要的事情，既不是要人必须接受成分，也不是要人必须
接受这样的整体而又说不出所以然来，而是在这些成分之间的那些关系……因为
这个全体只是这些关系或组成程序或过程的一个结果，这些关系的规律就是那个
体系的规律”（Piaget 1979）。现代生命科学解析了关于生命组分及其运作过程的
无数细节，但却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如蛋白质与核酸是如何演变成今
天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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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结构不会一成不变，但也不可能没有节制或限度，那么，是什么控制
这种变化呢？皮亚杰指出，“‘结构’就是要成为一个若干‘转换’的体系，而不
是某个静止的‘形式’……如果说被构成的这些整体性的特质是由于它们的组成
规律而得来的，那么这些规律从性质上来说就是起造结构作用的”，这是一种永恒
的双重性（Piaget 1979）。皮亚杰很重视转换规律对结构的重要性，他说，“如果
这些结构不具有这样的转换的话，它们就会跟随便什么静止的形式混同起来，也
就会失去一切解释事物的作用了……在一个结构里，应当把它受这些转换所制约
的各种成分，跟决定这些转换的规律本身区分开来”。以我的理解，对拉马克来说，
生命系统内部的转换规律对进化的推动功不可没，而现代进化论者对此不仅熟视
无睹，而且坚决否定。
皮亚杰问道，
“由结构程序或过程产生的这些整体性，从来就是被组成的吗？
是怎样组成的，或者被谁组成的？还是一开始就已经是（并且是否一直是）处在
组成的过程之中呢？换句话说，种种结构是否都具有一个形成过程？或者只有一
个多少具有永久性的预先形成过程呢”
（Piaget 1979）？其实，这也是关于生命起
源与演化研究尚未解决的根本难题。在科学尚未成型的古希腊，秉持本质论或柏
拉图的理念论是情有可原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被高科技武装到了牙齿的现代生
命科学对此也依旧迷茫，也许生命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思维的极限，再叠加
上还原论和经验论的奴役！
瓦廷顿曾用他的“遗传同化”来支持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Waddington
（1957）指出，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环境与遗传综合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从而影
响表现型的形成，表现型就是基因组对环境刺激的反应，选择就在这些“反应”
上进行，而不是在遗传型本身上面进行，正因为这样的选择，才有“遗传同化作
用”，即把获得的性质固定下来的可能性。Piaget（1979）认为，
“瓦廷顿在环境和
有机体的关系上看到了一种控制论的回路”。
皮亚杰指出，“近几年有时有人主张演化作用是在脱氧核糖核酸（DNA）构
成成分基础上的组合系统所预先确定的。要是这样，那就是某种预成论的结构主
义对于演化论本身的胜利了。如若重新确立环境的地位，那环境所提出的问题就
要由内源变异来提供答案了；人们一定会把辨证的意义归于演化，而不是在演化
里只看到有一种永恒的先天命定作用的”（Piaget 1979）。在皮亚杰的眼中，中心
法则就似一种预成论式的结构主义，是一种先天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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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白云苍狗——“积木”搭建起生命世界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其实就是一场场在能量驱动下用简单制造复杂的游戏，从
原子（质子、中子和电子）→化合物（无机和有机）→细胞→个体（组织和器官）
→物种→群落→生态系统→景观→生物圈。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层次化的嵌
套体系，每个层次均拥有若干基本构件，以及一定的自组织与结构化能力，正是
它从低层次的量创造出了高层次的质——新的存在和法则。这个世界表象复杂而
本质简单，是一个用形形色色的积木搭建起来的世界，是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
魔术表演，而用简单堆砌复杂是宇宙万物相互联系之本质所在。这个世界没有永
恒的存在，只有永恒的变化，即永不停息的创造与毁灭，周而复始的循环。
一、用质子拼装出各种化学元素
宇宙中的万物（包括地球上的一切无机与有机物质）归根结底都由一些简单
的化学元素组成，而原子是一种元素能保持其化学性质的最小单位。一般来说，
一个原子由一个致密的原子核及若干围绕在原子核周围带负电荷的电子所组成
（图 17-1），而原子核由带正电荷的质子和电中性的中子所组成，电子的质量大约
仅有质子质量的 1/1840。当质子数与电子数相同时，这个原子就是电中性的；否
则，就是带有正电荷或者负电荷的离子。质子数决定原子所属的元素，而中子数
则决定该原子是此元素的哪一个同位素。

图 17-1

氦原子结构示意图，图中灰阶显示对应电子云于 1s 原子轨道之概率密度函数的积分
强度，而原子核仅为示意，质子以粉红色、中子以紫色表示（引自维基百科）

形象地说，质子与中子像积木一样拼出了各种元素及其同位素。现已发现，
地球上的化学元素多达 110 种，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化学家就认识到，如果指
定氢的原子质量为 1，那么各种元素的原子质量则是氢的整数倍，因此，所有的
元素看上去好像是氢原子的聚集体一样。
质子的成核反应并不容易，它需要巨大的能量推动，称为核聚变（图 17-2），
这就是太阳的核心正在发生的反应，在那里，质子需要 3～10keV 的能量才能够
克服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库仑障壁）而融合成新核。此外，一个较重的核也可
通过放射性衰变而分裂成两个较小的核，称为核裂变。原子核中质子数的变化就
意味着元素的变化，而原子核中的中子和质子还可以通过吸收和释放π介子互相
转换。

图 17-2

核聚变示意图，图中两个质子聚变生成一个包含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的氘原子核，

并释放出一个正电子（电子的反物质）以及一个电子中微子，最重的中微子的质量大约也只有
电子质量的一千万分之一（引自维基百科）

组成地球上物质的大部分原子在太阳系形成的瞬间就基本定格了，而另一部
分原子则是核衰变的结果（人们正是依据它们的相对比例来推算地球年龄的）。之
后，地球表面的绝大多数化学元素是稳定的，但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未停息，
特别是，在太阳光能的驱动下，一些化学元素之间相互结合不断形成各式各样的
有机化合物，并导致了生命的出现。地球上的生命既是物理化学过程的产物，它
们反过来也不断地改造地球环境。
二、用小分子模块拼装出生物大分子
在太阳系中处于得天独厚位置的地球，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过程中，用简单的
元素制造出了许多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其核心是通过各式各样的电子传递链将太
阳光能转化成化学能，储存于能量货币——ATP 之中，再用于各式各样生物大分
子的拼接，而这些生物大分子再进一步拼接出了地球上数以千万计的生物物种。
主要的生物大分子——核酸、蛋白质和多糖的拼接过程是一种在酶催化下的脱水
缩合反应，分别形成磷酸二酯键（图 17-3）、肽键（图 17-4）和糖苷键（图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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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相邻两个核苷酸之间通过 3′,5′-磷酸二酯键进行脱水缩合反应而形成核酸（引自
Nelson and Cox 2004）

图 17-4

肽键的形成（引自 Nelson and Cox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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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糖苷键的形成（引自 Nelson and Cox 2004）

核酸、蛋白质和多糖由为数不多的小有机分子模块聚合而成。DNA 由 4 种核
苷酸（核苷酸由碱基、戊糖和磷酸组成）缩合而成，其中，戊糖和磷酸是不变的，
而碱基只有 4 种——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啶（C）和胸腺嘧啶（T）。
由 3 个不同的核苷酸形成一个遗传密码子（一共有 43=64 个密码子），而蛋白质上
的每种氨基酸都对应于一个密码子。无论多么复杂的 DNA 都是由 A、G、C、T
组合而成。也就是说，一个物种的基因数目可以成千上万（如人类的基因数目多
达 2 万～2.5 万个），但也只是 4 种核苷酸的不同排列组合而已。蛋白质由 20 种氨
基酸拼装而成，虽然迄今为止，在蛋白质数据库中已存有接近 5 万个原子分辨率
的蛋白质及其相关复合物。而多糖一般由少数单糖聚合而成，而在自然界中分布
最广且最为重要的一种单糖——葡萄糖则是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即植
物利用太阳光能裂解了 H2O，将 H 用来还原大气中的 CO2，同时向大气释放了副
产物——O2。
大分子的拼装方式令人眼花缭乱，在较低层次上的量变能制造出较高层次上
的质变。例如，同样的构件，只是略微修饰了一点结构，再稍稍变换一下连接位
置，就能制造出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图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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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

葡萄糖的两种异构体（相互之间可变换）拼接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淀粉和
纤维素（引自 Reece et al. 2012）

三、细胞器的内共生起源——将细菌吞噬与同化
虽然迄今为止人们并未完全揭示真核生物的起源之谜，但已经知道，在生命
的演化历程中，原核生物最先出现，之后才有了真核生物。虽然人们并不清楚核
是如何起源的，但至少可以确认，真核细胞的一些重要的细胞器（如线粒体、叶
绿体等）来自原核生物，即真核细胞可能是通过吞噬原核细菌拼装而成的（称之
为内共生）。例如，真核细胞中的叶绿体的祖先可能是蓝细菌（图 17-7），线粒体
的祖先可能是好氧细菌。支持内共生的证据是：线粒体和叶绿体都含有自己的
DNA，与细胞核的 DNA 相比，更类似于细菌的 DNA，核 DNA 包含了一些可能
来源于叶绿体的基因，此外，细胞器的大小与细菌也相当。这种内共生方式也表
明，真核生物的基因组不可避免地会大量借用细菌的基因。
此外，真核生物后裔享受着古老原核生物祖先的基因创造。最近的研究表明，
与生命基本代谢（核苷酸代谢、氧化还原/电子传递等）相关的基因原始创新几乎是
在细菌时代完成——发生在太古代的短暂的遗传革新，伴随细菌的快速分化，诞
生了 27%的现代基因家族。而进入真核生物时代后，主要发生的是基因的拼装——
转移和重复（David and Alm 2011）。人类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现代人类体内还
借用着 20%的细菌基因！真核生物就是依赖这种转移和重复的基因重组方式推动
着物种的快速遗传分化（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2001）。此外，真核生物体内大量存在的假基因（垃圾 DNA）也是这种拼接的一
个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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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

基于对具有质体的真核生物的研究推测，叶绿体起源于一种被祖先异养真核生物所吞

噬的革兰氏阴性蓝细菌（初级内共生）
，然后分化出红藻和绿藻，其中的一些再被其他真核细
胞所吞噬（二次内共生）（引自 Reece et al. 2012）

四、用细胞堆砌出五颜六色的生物个体
在生命世界中，一切复杂的有机体（如人、大象、参天大树等）都是由一个
个微小的细胞（通常用显微镜才能辨识）拼接而成的，如人体平均大约由多达 1000
万亿（1015）个细胞堆砌而成。在各种生物中，不同组织的细胞往往会与功能相
适应地进行特化（图 17-8）。可以这样说，微小细胞的拼接创造了生物界的无限复
杂性。
此外，复杂真核生物有时还需借助与原核生物的共生来维系生存。例如，一
些高等动物体消化道中就共生有很多异养细菌，这些细菌群落变成了高等动物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们的帮助，很多高等动物无法有效地消化吸收食
物。例如，牛依赖胃中的细菌消化草料，人肠道中帮助消化的细菌数量更是多
的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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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8

水生植物——伊乐藻的薄壁组织细胞和陆生植物——白蜡树的纤维细胞（引自 Reece et
al. 2012）

五、个体发育——用模块搭建躯体
如何从一个单细胞的受精卵发育成一个由数以百亿或千亿细胞构成的复杂有
机体？发育模块化似乎是一种普遍的选择，相关证据来自传统的实验胚胎学（胚
胎移植）研究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
1924 年，德国胚胎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施佩曼（Hans Spemann，
1869～1941 年）与助手曼戈尔德（Hilde Mangold，1898～1924 年）用两栖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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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完成了一个组织者移植实验：将一种蝾螈胚胎的一小块移植到另一种蝾螈胚
胎的一个新的位置上，结果诱导出一个局部的次生胚胎，这个移植的组织取自胚
孔的背缘，胚孔是两栖类胚胎背面原肠开始形成部位的裂缝口样内陷结构，这个
小区域被称为组织者（图 17-9），因为它被认为最终将负责控制完整胚胎形体的组
织（沃尔珀特 2009）。近缘物种组织之间的可置换性也说明了物种创造的模块性
与拼接性。

图 17-9

施佩曼和曼戈尔德证实两栖类早期原肠胚的组织者区可以诱导一个新的主轴。从无色

素的蝾螈（Triton cristatus，黄色）原肠胚胚孔背缘取一块组织（黄色）移植到另一只有色素的
蝾螈（Triton taeniatus，粉红色）原肠胚的另一侧。移植的组织诱导出一个新的具有神经管和体
节的体轴。无色素的移植组织在新位置（在上图的下部）形成一条脊索，而新体轴的神经管和
其他结构由有色素的宿主组织诱导产生（引自沃尔珀特 2009）

其实，早在 1894 年，英国遗传学家 William Bateson（1861～1926 年）就注
意到了发育中的异形现象，如人的颈椎转变成胸椎，昆虫的触角被小腿取代，因
此他推测，大部分动物是由一些在发育过程中相互区别的重复单元构成的。之后，
美国发育遗传学家 Edward B. Lewis（1918～2004 年）揭示了超级双胸基因（Ubx）
突变对果蝇形体发育的一系列影响（巴顿等 2010）。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果蝇的遗传学家发现了同源异型基因（homeotic gene，
hox），它们是一类在胚胎发育中对组织或器官的形成进行调控的基因，即指挥哪
里长头、哪里长腿、哪里长翅膀等。Hox 基因编码参与胚胎发育的转录因子，而
基因中有一个称为启动子的组成部分，它像“开关”一样，控制基因表达（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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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始时间和程度，而基因在其启动子抓住转录因子之前一般是不会被激活的，
因此，Hox 基因的工作似乎就是“打开”基因（里德利 2005）。
Hox 基因的突变常常导致胚胎发育过程中某一器官的异位生长。黑腹果蝇的
Hox 基因分为两群（图 17-10）：一群称为双胸复合群（bithorax complex，BX-C），
其中的 Ubx 基因若突变，会使第 3 胸节（T3）变成第 2 胸节（T2），而由于正常
状态下的翅膀是长在 T2 之上，因此这样的突变同时会使果蝇长出两对翅膀，并
使原本长在 T3 上的平衡棒消失（图 17-11）；另一群基因则称为触足复合群
（antennapedia complex，ANT-C）
，若其中的 Antp 基因发生突变，会使长在头上的
触角替换成第二对腿（图 17-12），而 pb 基因的突变，会使头上的口器变成腿。

图 17-10 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 8 个 Hox 基因，下方左边 5 个属于 ANT-C，
右边 3 个属于 BX-C，基因与果蝇身体的颜色，表示基因所影响的身体部位（引自维基百科）

图 17-11

左图为正常的野生型果蝇，有一对翅膀和两对平衡器；右图为突变的果蝇，一对平
衡器发育成了一对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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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2 左图为野生型果蝇的头部，长有一对小触角，而右图的突变体则在应该长触角的地
方长出了一双腿（引自 Reece et al. 2012）

六、物种演化与模块重组
进化是物种的历史，而发育是个体的历史，但两者的共同趋势都是从简单到
复杂。人类的进化从单细胞的原核生物开始，历经了 30 多亿年的演化征程，而人
的个体发育从一个受精卵开始到成熟，仅需 20 年。如果进化是继承和发展的，那
个体的历史为何就不能保留一些种族的演化痕迹呢？发育和进化能否联姻？
在 19 世纪初，出现了对发育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进行整合的尝试。1828 年，
德裔俄国生物学家贝尔在《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一书中指出：①在发育
过程中，高等动物要经过与低等动物的发育相似的阶段，即首先出现的是一般性
状，其后出现特殊性状；②从一般性状中发展出比较不一般的性状，最后才发展
出特殊的性状。例如，先从肢芽变成肢，再分化为手、翅膀或鳍；③在发育过程
中，不同物种的动物胚胎发育起初经过相似的阶段，以后才越来越有区别；④高
等动物的胚胎经历着与低等动物的胚胎发育相类似的阶段（玛格纳 2001）。
之后，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在 1874 年出版的《人类发生或人的发展史》一书
中提出了“生物发生律”，认为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短而迅速的重演。对此的争
议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因为这种判断基于的是形态相似性，更多的是一种直
觉的推测，但缺乏关于这两种不同时间尺度过程之间内在联系的更直接的证据，因
此，进化和发育两个学科长期割裂，难以联姻。而最近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恰好可提
供这样的证据，使进化发育生物学（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开始复兴。
基因是个体发育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但它又是历史演化的产物，而它却能将
这两种不同时间尺度的过程更精确地联系起来，因为分子水平的同源性比形态水
平的同源性具有了更高的分辨率，而且分子证据具有了一定的可验证性。一个精
彩的例子就是关于调控动物前后轴发育的 Hox 基因家族的研究，它也是微观进化
和宏观进化之间的纽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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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x 基因存在于所有动物，控制着动物身体的区域特化，或者说，是身体区
域特化的组织者。Hox 基因家族在进化中高度保守，表明动物界保留了一种共同
的控制形体或型态的发育模式，即使彼此间在胚胎的形态上差异明显，但它们在
Hox 基因表达的图示上看起来相当一致。例如，Hox 基因在果蝇和脊椎动物中的
表达惊人地相似（巴顿等 2010）。
在不同的类群中，Hox 基因的排列方式（图 17-13）、产物与作用方式会有所
不同，但这恰好留下了种系演化的印记。例如，甲壳动物体节的特化模式就与控
制附肢发育的同源异型基因（如 Ubx）的系统发生分布密切相关（图 17-14、
图 17-15），这说明，由 Hox 基因控制的发育模块的重组或拼接对甲壳动物的系统
演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图 17-13 后口动物 Hox 基因的组织形式，文昌鱼是后口动物中目前唯一具有完整而未被重排
的 Hox 基因家族的物种。水平线代表染色体，因此，玻璃海鞘的家族被分割为 5 个重叠群，而
尾海鞘的家族是完全分开的，而 Hox 基因家族的性质在半索动物和其他棘皮动物中是未知的。
方框表示单个的 Hox 基因，其颜色代表它们的关系（红色=前端组/Hox1～2，黄色=第 3 组，绿
色=中间组/Hox4～8，蓝色=后端组/Hox9+）。纵向实心箭头表示清楚的直系同源关系，虚线箭
头表示推测的直系同源关系（但不太确定）。后端组被括起来而不是被一个个箭头连接表明它
们的直系同源关系不甚明了，可能由于后口动物后端的可塑性以及一些可能的独立重复事件。
X 表示基因丢失。为了表示方便，玻璃海鞘的 Hox10 描绘在 Hox 基因的后端组中，但其实它位
于同样的染色体上，在 Hox1～6 之中。尾海鞘的 Hox4 添加了一个问号，表示根据它在系统树
中的位置来看存在不确定性。在其他棘皮动物一行的基因则是海百合、蛇尾类和海星的混合，
共有 14 个不同的基因，可能代表了这些古老后口动物的潜在的 Hox 基因。虚线盒表示仅知道
部分碎片的基因（引自 Monteiro and Ferri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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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4 各种甲壳动物体节特化的不同模式和 Ubx 表达的系统发生分布。深蓝色为 Ubx 蛋白
高表达，浅蓝色为 Ubx 蛋白低表达，白色为在早期胚胎发育中无 Ubx 蛋白表达，黑色为颚肢。
在每一个生物体中，3 个头部体节后面是 5 个胸腔体节。颚肢的数目正好与科的名字一致，胚
胎中 Ubx 的早期表达与附肢的形态学一致。Ubx 在将产生用于行走的腿的胸腔而不是胸腔的颚
肢中表达。系统发生分布表明，颚肢可能进化出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颚肢数目的改变与 Ubx 的
前端表达线的移动是一致的（引自 Averof and Patel 1997，经 Reece et al.2012 修改）

在昆虫中，很多种类有 4 个翅膀（如蜻蜓、蝴蝶和蜜蜂），而果蝇只有 2 个翅
膀，系统学与化石记录表明，所有这些有翼昆虫的祖先是有 4 个翅膀的。有 3 种
不同的假说试图解释四翼昆虫如何转化为二翼昆虫（图 17-15）。第一种假说认为，
四翼祖先缺少 Ubx，而 Ubx 的出现导致了第三个胸腔体节的翅膀转化成了平衡器，
从而分化出果蝇，但后来随着 Ubx 基因在所有昆虫体内都被发现，这一假说被抛
弃了。第二种假说认为，Ubx 的表达调控发生了变化，它开始在第三个胸腔体节
的附肢上表达，导致了如果蝇等两翼昆虫的出现。但后来发现，与是否有翅膀无
关，Ubx 总是在辨别第三胸腔体节与第二胸腔体节中起作用，所以第二种假设也
被否定。目前被认同的第三种假说认为，Ubx 在前翅区分和后翅区分中保持着差
异表达，但是在进化过程中许多基因对于 Ubx 表达的应答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在
进化过程中，在目标基因上 Ubx 结合位点的获得或缺失在昆虫翅膀形态学的进化
改变上起到了主要作用（巴顿等 2010）。

·220·

图 17-15 蜻蜓（A）和蝴蝶（B）是四翼昆虫，而果蝇则是二翼。关于四翼昆虫祖先进化到二
翼昆虫的三种假说：昆虫祖先没有 Ubx，它在果蝇谱系中出现（D）；Ubx 的前端表达界限从
A1 转移到 T2（E）；Ubx 的表达模式没有改变，但是 Ubx 的调控目标改变了（F）
（修改自 Carroll
and Grenier 2005）

Hox 基因对脊椎动物系统演化的调控也是令人惊叹的。老鼠颈短身长（有 7
根颈椎和 13 根胸椎）
，而鸡则是颈长身短（有 14 根颈椎和 7 根胸椎），这种差别
源自贴附到一种称之为 Hoxc8 基因（调控胸椎制造）上的某个启动子，该启动子
是一段有 200 个字母的 DNA，而在这两个物种中正好有一些字母不同，其结果是
稍微推迟 Hoxc8 基因在鸡的胚胎发育中的表达。在蟒蛇那里，Hoxc8 正好从头部
开始得到表达，并且一直在身体的大部分地方都继续表达，因此，蟒蛇有一个很
长的胸廓——它们全身都有肋骨。这个系统的迷人之处在于，同一个基因能够在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反复得到使用，只要在它边上放上一组不同的启动子即
可。为了获得动物身体上的重大改变，并不一定需要发明新的基因，可以通过以
不同的模式打开和关闭同样一些基因，这样，很小的基因差异就可创造出形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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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演化变异，一个启动子上的微小变化就可产生有机体的一连串差异。这些变
化也许足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物种，同时又根本没有改变那些基因本身（Belting et
al. 1998，Cohn and Tickle 1999，里德利 2005）。
里德利（2005）形象地说，“如 Hox 基因的故事所印证的，DNA 启动子是在
时空的第四维表达它们自己的：它们的时间安排就是一切。一只黑猩猩与一个人
有不同的头，这不是因为它有一个不同的头的蓝图，而是因为它长下颌的时间比
人长，而长头颅的时间比人短。差别全都在时间安排”。
七、为何模块化？
从一个受精卵细胞发育出由数千亿的细胞组成的复杂有机体（如人类），是一
个被精心编织的程序化的自动构件过程。与同源异型基因等相关的研究表明，存
在特化的局域性发育控制中心，即发育过程模块化，而每个模块都是一种自组织
体，它是适应性与结构化的产物。
生命的演化就是一个不断的模块化过程——生物大分子（核酸、蛋白质、多
糖等）由一些小的分子模块拼接而成，真核细胞由一些共生的原核细胞特化而成
的细胞器功能性地整合而成，动植物体则包含无数微小的细胞，它们功能性地整
合成各种组织和器官，并通过模块化的发育程序构建复杂的躯体，物种的演化就
是一系列发育模块的重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命就是一种不断的模块化过程。但为何生命要模块化
呢？①这可能是生命的一种禀性，因为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就是从一个个性化的
基本模块单位——细胞开始演化的；②模块化可能为复杂系统的有序运行提供了
支撑，是一种秩序化的手段，是生命复杂化的产物；③发育模块或许是身体快速
构建之必需；④模块化可能是对周期性环境快速响应之必需，就如同动物的本能
是一种被固化的生死攸关的习性一般。当然，模块化在创造适应性的同时，也在
牺牲可塑性。
模块化的演化方式使得渐变与突变的经典争论失去意义，因为，有些 DNA
上很小的变异，如果能导致发育模块的改变，也能带来重大的表型变异，而有些
DNA 的成段变异也不一定能带来多大的表型改变。当然，表型变化与成种的关系
并不那么简单，有些表型变化虽大，但可能对生殖隔离的影响不大，而有些表型
变化虽小，可能对生殖隔离作用重大，因此，生殖器官的变异往往是分类学家划
分物种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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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进化之“四因说”
今天，主流进化生物学家依然在为达尔文“背书”。迈尔（2009）宣称，“当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过去 140 年间的争论，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达尔文的基
本范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与达尔文竞争的三种主要理论——转型论、拉马克主
义和直生论在 1940 年遭到了明确的否定，在过去的 60 年间，再也没有提出过可
行的、试图取代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达氏进化论果真如此完美吗？其实，我们并
不能彻底否认转型、获得性遗传以及直生现象的存在。大部分进化生物学家认为，
现代进化论还停留于所谓“现代综合”的阶段，中性学说对进化论的贡献并未得
到一致的认同，而间断平衡假说也并未超越达氏进化论。最近的表观遗传研究提
醒人们需重新审视拉马克主义。进化论的“进化”或“综合”是否已经终结？
一、未竟的综合
所谓现代综合进化论是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遗传学和古生物学的综
合。Mills（2010）指出：“很难确切地说是在什么时候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再度出
现了，变成了所谓的现代综合进化论。经过霍尔丹、恩斯特·迈尔等坚持不懈的
论证和由朱利安•赫胥黎（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所做的同遗传学的调和，
‘选择’
又回来了。被认为是转折点的著作是狄奥西斯•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
和朱利安•赫胥黎的《进化：现代综合》……乔治•盖洛德•辛普森把古生物学带进
了综合进化论”。因此，现代综合理论大致成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由于所涉及的尺度不尽相同，无论是遗传学家的突变论还是古生物学家的间
断平衡理论均难以否定达尔文的渐变论。当然，分子遗传学回答了达尔文不甚明
白的变异机制，群体遗传学家将孟德尔遗传定律改头换面成了所谓的遗传平衡定
律（也称为 Hardy-Weinberg 定律），以探讨种内进化机制。但是，综合进化论似
乎难以勾勒出一个像拉马克主义或达尔文主义所拥有的那种明晰的标签，因此，
还停留在一种未竟的状态。
群体遗传学主要是定量研究群体中的等位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而进化主要
是指这些频率随时间的改变，因此，遗传学家认为引起等位基因改变的因素也是
导致进化的因素（温特等 2001）。但这只是反映进化的一个方面，虽然也很重要。
早期的群体遗传学家（如 Fish R A）认为，进化的速度和方向几乎完全由自然选
择所决定，突变、迁移和随机漂变只起次要作用（Kimura 1983）。

二、若干进化概念之审读
1．缘何为生存而斗争？
达尔文声称从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借来了“生存斗争”，作为其进化论的核
心之一。缘何斗争？笔者认为，一方面，生命的原始本能——求生（对动物来说
即食物和水，而对植物来说，这就是阳光、养分和水）是一切种内或种间生存斗
争的根本缘由（当然，那些选择自杀的个体只是极其偶然的事件）。另一方面，物
种的繁殖率必须具有内禀的指数增长特性（那些不能如此的早已灭亡），因为达到
生殖年龄前的死亡在所难免。这两点决定生存斗争在所难免（虽然群体协作能减
轻一些个体间的斗争，但依然存在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斗争）。当然，在某些情况下，
也许物理环境（如极地的严寒、沙漠的水分）成为了限制因子，即便食物依然充
沛，这时与限制性物理因子的生存斗争可能成为主导。
也可从生态位的视角来诠释斗争。任何一个物种必须在一定的生态位中生存，
因此，每个个体都必须拼命地去占据生态位中的一席之地，而生态位的空间是有
限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种内竞争（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当两个不同物
种的生态位重叠或部分重叠时也会发生生存竞争，这也称之为种间竞争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2．“自然”还是“生态位”？
达尔文将“自然”称作地球上所有物种的选育者。“自然”一词虽通俗易懂，
但释义过于抽象或宽泛。而“生态位”是可以界定到个别物种的更专业性的词语。
指数增长的内禀性为物种提供了冗余的适应性，因为不适者的非生理性死亡为物
种的变异提供了方向性，而这种方向性正是由物种的生态位所刻画的。到底是用
泛意的自然（达尔文将自然视为自然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而法则则是各种
事物的因果关系），还是用相对具体的生态位？对地球上居住的近 200 万个物种来
说，生态位的用法可能更为方便。例如，说每个物种有一个自然不如说每一个物
种有一个生态位。
3．缘何同种个体之间存在遗传差异？
达尔文认为，有性生殖物种的个体之间存在变异，这就为自然选择提供了原
材料。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限制了他对变异本质的认识，特别是缺乏对有性生殖
本质的认识。对他来说，冗余个体的存在以及变异性才使择优成为可能，而不用
管这种变异是如何产生的。
在 19 世纪，人们对变异机制的无知情有可原。但拥有精湛遗传学知识的现代
生物学家对此依然一知半解就颇为遗憾了。有性生殖的物种的确可以产生很多变
异，这是事实。但其实是它为这些变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存方式，即基因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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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繁育群体的个体之中，通过雌雄交配，在种族的基因库中随机地混合与流动。
达尔文见到的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的表型差异，其实大部分源于基因库中已有基
因的随机组合或已经存在的性状，应该只有一少部分才是由基因突变产生的新
变异。
4．选择—筛选—占据—适应？
“选择”一词难免不带主观性。达尔文认为是自然“选择”了个体，其实，应
该是个体占据了生态位，未能成功挤进生态位的失败者则遭到了淘汰。自然选择
容易遭受攻击，被误认为是一种泛神论，人们会问，自然难道能像育种者一样有
意识地进行选择吗？例如，地带性气候确实仅能允许一定的植被类型存在，看上
去像是自然“选择”了（虽然结果也的确如此）。当然，如果人们这样去定义它，
也不是不可以。可以说自然“选择”了，也可以说生物“适应”了这种地带性气候。
选择的一个近义词是筛选，进化也可认为是一种适应性的筛选过程，从随机
性中筛选出合理性。那什么是合理性呢？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有这样一句
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即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随机性是指个体内禀的遗传变异之随机性，适应性是指通过
生理•生化过程介导的个体适应性，而筛选则起因于个体的求生本能，表现在为了
占据生态位的竞争（斗争）、协作或适应。筛选就是动因、本性与约束性因子的一
种相互作用，可通过个体间的竞争或协作，也可通过个体的生理性适应。
三、演化是一种漫长的生命运动——方向、速率和动因
演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以种族为单位的长久的生命运动，而所有运动都可用方
向、速率和动因等特性予以刻画。那么，什么是演化的方向、速率和动因呢？
1．演化方向
试问，如果演化没有方向性，为何在大海里的植物都是一些需要显微镜才能
看见的微藻而不会有陆地上的参天大树？为何主要的分解者都是一些原核的微生
物？在宏观上，进化受到地带性生存环境和生物禀赋的生态功能的双重制约，在
这种意义上，进化体现出宏观的方向性。但是，在微观的层面上，它又充满着随
机性。因此，进化既有随机性，也不完全随机，既有方向性，也不完全定向，因
此，是随机性与方向性的对立统一。
像任何运动有前进、后退和静止一样，生命演化可以进步（复杂化），可以退
步（简化）
，也可以相对静止（或围绕某种结构上的平衡点小幅波动）或停滞于简
单的组合变化；前进或后退可以是直线，也可以是曲线。当然，这些还得限定于
一定的判定标准。人类是所谓进步演化的典范（至少从综合智力上来说），寄生
虫和洞穴动物等是退步演化的案例（从形态结构上来说），细菌则是原地踏步的
例子（从形态和遗传结构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在通往人类这一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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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化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进步进化，而昆虫和显花植物则是协同式随机演化的
天堂。在微生物的世界，它们使用一种类似公共基因库的方式随机地应对环境的
变化，保持着一种古老的简洁性，演化就一直停留于这种无性的状况。
生命的演化既有被随机性所主导的，也有被方向性所主导的，至于孰重孰轻
可能取决于生物结构的可塑性。一些可塑性大的动物类群是随机性演化的天堂，
如小巧的昆虫（达尔文的钟爱）。在一些大型动物中，可塑性越来越小，容易走向
所谓“方向性选择”的死角，如爱尔兰麋鹿（直生论者的钟爱），这可能源于基因
库修修补补的成种方式，就像在高等动物胚胎发育中常常可见它们祖先的痕迹一
样。因此，越复杂的生物似乎这种方向性越强，而它们能够自由选择的范围似乎
也越来越窄，这看上去像一种方向性，其实可能是一种遗传·发育模块叠拼式发
展之无可奈何的结局。
细菌这样的原核生物似乎是另一种随机性，即从若干公共基因库中的随机组
合，看看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功能——无处不在的行使分解功能的异养细菌、
漂泊在海洋中进行光合作用的蓝细菌，那些诉说有性生殖如何的优越和无性生殖
如何地必将灭亡的主张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甚至我们人类自身也离不开栖息于肠
道之中的无数异养细菌的帮助。
19 世纪末，法裔比利时古生物学家多罗(Louis Dollo，1857～1931 年）提出
了所谓的进化不可逆法则（law of irreversibility），认为在进化过程中，退化或消
失的器官在以后的进化过程中决不会再次出现，即使原先的环境重现，机体也只
能产生不同的器官来发挥原有器官的作用（Dollo 1893）。从陆生返回水生的鲸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道金斯（2005）说，“‘多罗的法则’事实上是一个申明，它
宣布任何一个进化点不可能两次遵循同样的进化轨迹（或者是任何特殊的轨迹），
这在统计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其实，达尔文早就指出过，“如果一个物种一度从
地球上消失，没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同样的类型会再出现”（Darwin 1872）。
2．演化速率
美国遗传学家缪勒（Herman Joseph Muller，1890～1967 年）认为，进化的速
率主要由选择因素而非突变率所决定（Muller 1949）。这里的选择因素应该就是生
态因素，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现代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地理格局支持这样的论点。
有人认为演化过程是匀速的，如在微观层次上的分子时钟就是基于这样一种
信念，秉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木村资生，他们认为，进化速率等于突变
率，而与其他因素（如种群大小）无关。道金斯（2005）指出，
“一个极端的均变
速度论者认为，进化一直是缓慢进行的，无论是否有分枝或者物种形成正在进行。
他认为，进化变化的数量与时间的流逝是严格成比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
近均变速度论在现代分子遗传学家中很受欢迎。一个好的例子是，他们认为，进
化变化在蛋白质分子水平上的确是以均变的速度缓慢前进”。其实，有研究已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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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子钟并非等速运转，可因不同的物种或年代而异。
在宏观层次上，古生物学家提出了所谓“间断平衡”理论，认为演化不是匀
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进化停滞与短期的快速成种交替发生的过程，其证据就是
化石在地层中分布的不均匀性。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
1902～1984 年）根据化石记录将进化速率区分为两类（Simpson 1944，1953）：形
态速率是有关一个形态性状或性状复合体是如何沿着一个系统（门）变异的，如
牙齿是以何种速度沿着下始新世的曙马（Eohippus，始祖马的异名）变化到现代
马（Equus）的；分类速率是关于某一分类单位的存在时间和多度的，如一个新属
沿着一个进化系统以何种速度出现和取代一个旧的属，如从始祖马
（Hyracotherium）开始到现代马有 8 个渐次的属，全程时间约为 0.6 亿年，因此，
平均分化速率为每百万年 0.13 个属。
演化的速率还取决于生物的结构体系。其实，只要看一看不同类群物种数的
巨大差异，即可判断类群间演化速率的不均匀性。达尔文曾指出，
“不同纲和不同
属的物种，并没有按照同一速率或同一程度发生变化……陆栖生物似乎比海栖生
物变化得快”（Darwin 1872）。但达尔文的下述推测并不正确：“有若干理由使我
们相信，高等生物比下等生物的变化要快得多”。
演化速率快并不意味物种就一定繁多。体制简单的原核微生物可谓极度可塑，
分化速率也极快，但由于结构过于简单，也由于分解对代谢速率的方向性选择压
力，它们以一种流动基因库的形式（可称之为超级泛种）一直延续至今。事实上，
人类可辨识的原核生物的物种其实十分有限。而对有性生殖的物种来说，体型越
大或体制越复杂，结构的可塑性越差，物种分化速率也越慢，这在动物界尤为明
显：已发现的昆虫纲的种类超过百万，而哺乳纲仅有数千种，如全世界的大象仅
有 3 种。
3．演化动因
只要是运动，就离不开动因，种族的演化也不能例外，但它比非生命的物体
运动要复杂得多。驱动种族演化的动因（引擎）可分为遗传的、生理的和生态的，
它们相互交融，不可绝对割裂。
1）遗传动因——在基因水平上的驱动力
首先让我们以基因库的形式来考虑吧。对有性生殖的物种来说，一个物种就
是一个独立的基因库，众多的基因以基因组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中，通过雌雄的
交配在群体中随机地组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考虑这一问题。物种在基因
库的变异累积—基因库分裂—变异再累积……的过程中实现分化。变异主要是内
禀的（复制错误、同源染色体的联会与片段交换、染色体重组等），也在一定程度
上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如物理化学诱变）
。一个基因库不可能容纳无限的变异，达
到一定程度后，它终将分裂……（谢平 2013）。因为，用微小的小分子模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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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的生命信息，不可能绝对精准，因此，偶然的复制错误不可避免。虽然我们
并不知道为何在有性生殖模式下普遍发生父母本（同源）染色体之间的联会与片
段交换，但结果是它使个体的基因组不断重组与变化，种族的基因库不断累积变
异性，因此，任何物种（只要不绝灭）都会不断分化出新物种，自身也会消逝于
变化之中。
群体遗传学家认为，演化的动因包括自然选择、遗传漂变、突变以及基因流
动 4 种，可以认为他们关注的主要是遗传动因，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研究在这
些演化动力的影响下，等位基因的分布与改变规律，并试图解释诸如适应和物种
形成等问题。巴顿等（2010）指出，
“作为随机突变和随机繁殖的结果，群体可以
在几乎完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分化成不同的物种”。这似乎是在强调基因内在变异
性对成种的重要意义，而无论外界的环境条件如何。
2）生理动因——在生理生化水平上的适应力
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应该是生命特有的本质之一，这种变异不能完全解读为
仅仅是遗传物质随机变异的一种筛选。生理生化水平上的适应性可能是通过复杂
的反馈机制来实现的。在控制论中，反馈是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
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有负反馈和正反馈之分，前者使输
出与输入相反作用，减小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之间的误差，使系统趋于稳定，而
后者使输出与输入相向作用，增大系统振荡而导致系统失稳。生物体内存在各种
各样的正负反馈机制，控制着复杂的生理过程。或许正是这种正负反馈机制之间
的对立统一导致了个体的适应性变异，如果经历足够长的岁月，就能驱动物种的
演化。
被现代分子遗传学洗脑的进化生物学家们习惯了用瞬时的遗传机制去抹杀长
期生理性适应的进化意义。但笔者认为，体质上的方向性变化的长期累积未必不
会在生殖细胞上留下印记，因为生殖细胞毕竟也是由体细胞系统产生的。此外，
如果不能获得，种族的适应有何意义？种族的习性如何转化为本能？现代的分子
遗传学家试图扼杀生命的本质特性而将反馈性的生命系统抛向一片黑暗的盲目性
与随机性之中。
随机变异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但获得性遗传是否绝对不会存在？对长颈鹿
来说，用进废退导致的获得性遗传是一种难以否定的事实，这是拉马克的钟爱，
也得到达尔文的承认。拉马克认为这是受趋于完美的一种内在力量驱动的结果，
至少按现在的观点来看，可将这看作是一种对局域环境的适应（因此也非绝对完
美），这对高等动物来说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当然，植物界不可能存在所谓
的意识。
3）生态动因——在个体水平或以上的驱动力
遗传也好，生理也好，最终都是为了个体/物种的生存，都要通过生存的检验
或筛选，而生存就是一种生态过程。当然，驱动物种演化的生态动因也建立在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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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因和生理动因的基础之上。那么，有哪些生态动因呢？
在局域尺度上，物种与生态位协同分化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正反馈关系，即物
种创造生态位，生态位也“创造”物种，这导致物种呈现出一种无限分化的趋势。
当然，由于地球空间的有限性，也终将趋于平衡。昆虫和显花植物之间的协同进
化（尤其是特化）可能是促进物种无限分化的重要的生态动因之一。其他的生态
动因还有：捕食者和猎物、牧食者与植物、寄生虫与宿主之间的“军备竞赛”……
在地域尺度上，对陆地生态系统来说，雨热（也决定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是
决定物种分化速率的关键因子(对水生态系统来说，热量也是最关键的因子之一)。
充裕的雨热条件（如热带雨林）促进各类生物的繁衍，为物种的分化提供了物质
与能量基础。
巴顿等（2010）将基因流视为一种进化动力，即动物能够长距离迁徙，细菌、
花粉或种子借风力、水流或动物可带至远方，通过这样的途径，基因的地理格局
得以改变。但笔者认为，这更应该称之为影响物种分布的生态因素，虽然它们对
与进化相关的基因流动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性也是进化的一种重要推动力，但它的作用模式却是十分复杂。例如，在体
积上，雄性可与雌性相近，也可大得多（可归之于进攻或防御目的）或小得多（可
归之于能量的节省）
。又如，已经灭绝的爱尔兰麋鹿的巨角是雌性性嗜好的结果，
还是过度追求防御的结果，或是自身不可逆转的发育的结果，都已无法知晓。雄
性孔雀华丽的尾巴，是为了取悦雌性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压力也难以知晓，人们所
猜测的很多理由也无法考证。雄性可以艳丽，可以威猛，也可以卑微，雌性也如
此。性选择，像其他所有选择力量一样，既能推动物种的分化，也可能导致物种
的绝灭。
四、进化论：一个理论，一个侧面，一种视角
迄今为止的进化论，每一个理论或学说至少都面向一个侧面，代表一种视角，
因此，不必相互否定，而应该有机整合。以下是笔者对主要进化理论进行的现代
诠释或比较（表 18-1）。
拉马克主义：可解读为物种是生物个体长期适应的产物、生命系统反馈机制
的产物以及基因组继承与发展的历史产物。反馈机制在动态特征的演化中具有重
要作用，即从反馈性中创造适应性。换言之，生命能够通过生理性适应或意识性
行为去优化自身未来的命运，因此，生命是一种主动性的力量（虽然它诞生之初
是被动的）。对植物（还有单细胞动物）来说，只有对外界环境的生理性适应，而
对像人这样的哺乳动物来说，意识性行为变得至关重要。在拉马克主义者看来，
进化具有继承性与方向性，其内在动因是一种趋于完美的本性，即一种带有方向
性的适应性。但是，拉马克主义者难以解释一些静态特征，如动物的拟色是如何
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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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主义：可解读为物种是遗传物质短期行为的产物（减数分裂）、物理化
学机制的产物以及偶然而无意义的产物。换言之，物种不过是环境中幸免于难的
机械傀儡，不存在向高级演化的趋势，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并无特别之处。短期
的随机性或许在静态特征的演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从随机性中筛选出适应性，
但是，达尔文主义者难以解释动物的习性如何转化为本能……
直生论：该学说认为，不是所有的特征都是为了适应，有些可能就是生理学
内在过程的副产物。事实上，这可能与生命的体制密切相关：随着机体越来越复
杂，可塑性越来越小，因此就容易走向灭绝，这时就进入所谓直生论的模式。正
如 Rolston（2003）所说，“复杂性也并不总是与进展相重合，因为有时复杂性并
非优点。过分的专业化时常导致灭绝”。
中性进化论：该学说认为，蛋白质和 DNA 序列的大多数变异是随机漂变造
成的，而与达尔文选择无关。但是，即使遗传变异是随机的，这也不意味着进化
就是随机的，虽然进化是通过遗传变异实现的。因为，只有个体才是生命存在与
进化的实体。
“间断平衡”理论：该学说基于古生物学证据认为，成种是非匀速的，强调关
键的遗传跃变导致快速的成种过程，这可能是事实，但外在生存环境巨变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
表 18-1
进化理论

存在之链

主要进化理论之比较
进化的动因

共同祖先

人是进化的终
极目标

亚里士多德

√

积微渐进的自然创造

—

—

拉马克

√

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

×

√

达尔文

×

主要是随机变异（渐变累积）、生存
斗争和自然选择，部分由于用进废
退和获得性遗传

√

×

直生论

√

内部潜力的驱动，既与达尔文的自
然选择无关，也与拉马克的获得性
遗传无关

—

×

突变论

×

跳跃式（非连续）的突变，而自然
选择在较高级的水平发挥作用

—

×

综合进化论

×

突变对适应而言是随机的，自然选
择是适应的唯一原因

√

×

中性进化论

—

分子水平的大多数变异不是由达尔
文选择，而是由中性或近中性突变
的随机漂变造成的

—

—

×

长期的进化停滞与短期的快速成种
交替发生，进化的关键时刻发生遗
传上的跃变，新性状的产生并非完
全随机

√

×

“间断平衡”理
论

√：承认；×：不承认；—：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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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化之“四因说”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事物存在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
力因和目的因。他在“形而上学”一文中指出，
“原因有四种意义，其中的一个原
因我们说是实体或是其所是（因为把为什么归结为终极原因时，那最初的为什么
就是原因和本原）；另一个原因就是质料和载体；第三个是运动由以起始之点；第
四个原因则与此相反，它是何所为或善，因为善是生成和全部这类运动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 1993）。这里的原因是指构成事物存在的条件，而非现代所指的因果
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也是其之前哲学家思想的一种综合（表 18-2）。
表 18-2
原因的类型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内涵

思想来源

质料因

构成事物的材料或元素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形式因

事物形成的原则或本质规定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

动力因

事物变化的驱动力

目的因

事物存在的目的或趋向的目标（如追求自身的完善

巴门尼德的“存在”

或达成最好的状态）

阿那克萨歌拉的“理性”

柏拉图的“理念”
赫拉克利特的“火”
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

进化是以无数个体生命为载体的一种生命运动，它也是一种物质运动形式，
虽然比物体的物理学运动要复杂得多。生命存在的实体——个体是质料、形式、
动因和目的的统一，其自身是多种生命层次运动的复合，也是诸多类型运动的复
合，这些进一步形成了种族的生命运动——演化或进化。在这里，笔者借用亚里
士多德的“四因说”，对进化论进行了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综合（表 18-3）。
表 18-3

生物进化的“四因说”

原因的类型

内涵
基因是遗传的元素，它由一系列密码子所构成。一个密码子
是指 mRNA 上 3 个相邻的核苷酸，它编码蛋白质多肽链中

质料因

的一个氨基酸。基因是储存生命结构信息的基本单元
基因组储存了生命形成的原则，而个体的基因组则汇集成了

形式因

种族的基因库，基因通过个体的生殖在世代间传承或流动
A.初生动因

太阳光能

B.次生动因
a)内在动因
动力因

驱动生物演化的内禀性力量
任何一个有性生殖物种的基因库都是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对

遗传动因

立统一，由于一些内在机制（如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
之间的联会与交换）导致变异逐渐累积，而不断上升的异质
性终将驱动基因库的分裂（即物种的分化）……如此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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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因的类型

内涵
一切生命都能通过体内的生理生化系统感受外界的环境变

生理动因

化，并经过复杂的系统处理予以反馈……例如，在极端环境
（如沙漠）中的生物向一定方向特化可能就是受这种机制的
驱动

b)外在动因

驱动生物演化的生态学力量
同一个物种的不同亚种群出现生态位歧化（如异域的岛屿成

生态位歧化
（种内）

种、同域的生态位细分）。从宏观趋势上来看，地球上的物
种多样性与生态位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正反馈的协同演化关
系，即物种分化推动生态位的细分，后者又为新物种的分化
创造出生态位……
物种的内禀增长是无限的，而资源（食物、空间等）却是有

动力因
个体间竞争/斗争
（种内）

限的，这样的对立统一导致个体之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驱
动物种向特定方向上的适应性演化。性选择，如雄性为了获
得交配机会而通过武力、魅力（色泽、声音）等也能推动演
化，当然这终受制于一些约束力量而趋于平衡
物种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对立关系：植物与牧食者、捕食者

个体间竞争/斗争

与猎物、寄生虫与寄主、病原菌与宿主……这诱导了“军备

（种间）

竞赛”式的协同演化，使物种向各种各样的方向进行适应或
特化

个体间协作
（种间）

种间并不都是战争，也有互利互惠的关系，最精彩的例子就
是显花植物与传粉昆虫之间的协同演化（趋向于特化），它
似乎是驱动地球上物种分化的最重要的生态力量
在个体的求生本能驱动下实现种族的延绵。求生是物质从化

目的因

学性向生命性扬升的关键特征之一，如果一个物种的个体失
去了求生的本能，那么这样的物种必将走向绝灭。求生既可
通过个体间（种内或种间）的竞争/斗争，也可选择互相协助

1．质料因
在物质结构的层次上，元素是构成一切实体（当然也包括生命）的原始质料，
当实体消亡时又回归于它，即实体是元素的暂时性载体。类似地，基因可称之为
生命的遗传质料，它通过短暂躯体的生灭维持了其恒久性。当然，无论是基因还
是其他生命物质，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化学元素（质料）所构成，因此，遗传质料
当然还建立在化学质料的基础之上，虽然它是生命的独特属性。
2．形式因
形式是一切不同类别存在的基础，同样的元素由于结合的形式不同而呈现不
同的结构。基因的结合形式——基因组决定了不同的生命结构或表型（如种内个
体的差异、种间个体的差异）
。同一个物种的个体之间通过交配使新生个体的基因
得以重组，从而形成一种流动性的基因库，它蕴含了物种所有潜在的遗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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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形式”因何而来？生命形式就是物种固有的形态·结构，没有形式，
就谈不上遗传和变异。形式也是在个体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质性。细胞（原始
脂质膜的物理化学特性可能设定了其基本尺寸），通过生命独有的复制与分裂机
制，维持了世代之间相对稳定的同质性。分裂可能是细胞在处置光合产物在体内
过量积累过程中获得的特性，之后，在悠长的演化历程中，逐渐组织成对代谢系
统的信息在世代间进行精确传递的结构体系与机制，即所谓的遗传系统（谢平
2014）。这也是一种原始生命结构化过程的一部分，细胞也因此而呈现出一种自我
组织的表象或特性。
3．动力因
生命的“动力”因何而来？太阳光能是生命的初生动因，因为它驱动了生命
的基本化学构件之间的随机碰撞，通过电子传递链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为生物
大分子的演化提供了能量支撑。光能是推动地球上生命的诞生及之后发展与演化
的根本力量（谢平 2014）。初生动因亦如赫拉克利特的“火”，没有能量就没有一
切生命运动。在此基础之上，生命系统中的各式各样的对立面之间的矛盾或斗争
形成所谓次生动因，亦如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
决定物种生命形式的基因库在内力（遗传的稳定与变异、生理的感应与反馈
等的相互作用）与外力（亚种群之间的生态位歧化、种内个体间的生存斗争、种
间的军备竞赛、种间的协作演化等）的共同推动下不断分裂，驱动物种的不断分
化。这里的内力指遗传·生理性驱动力，而外力则指生态驱动力，它们都是一种
次生动因。争议之一是关于生理驱动机制，即生理性适应能否获得遗传，也就是
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试问，有何证据可以断定在多细胞生物中，体
细胞的变化在漫长的进化岁月中一点都不会对生殖细胞产生影响？
在物种分化过程中，内力与外力的作用是否有先后之分，或是同步的？首先
是异域分化的情况。可以设想，漂泊到岛屿上的个体，先有了一个不同的生态位，
之后经历漫长的岁月，在生理·生态适应与随机遗传漂变的综合作用下，终于创
造出了新物种。这里，一个不同的生态位（以及对个体的生理·生态塑造）可能
是第一位的，而随机的遗传漂变似乎是副产物（虽然它在成功的生殖隔离上也是
重要的）。对同域分化来说，有两种可能的情形：①非遗传性的生态位细分也可能
重要，之后的遗传漂变助推了成功的生殖隔离；②也不能排除在基因库的变异累
积过程中，不同遗传（表型）特征的亚种群选择了不同的生态位，这时内力与外
力几乎就是同步作用的。
因此，存在内秉的随机遗传（表型）变异是事实，但对物种分化来说，非遗
传性的生态位歧化也可能十分重要，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先行条件，之后，在
遗传漂变和生理·生态适应的联合驱动下，新物种才得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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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的因
如果一个有机体没有目的性，它就不会有适应性，否则，一个没有目的的适
应会是什么呢？在哲学上，还有所谓外在目的和内在目的之分，前者是指某物的
存在是为了他物的福祉，而后者则是指事物的存在是为了完善其自身。达尔文的
为生存而斗争是一种外在（生态）的目的，拉马克的追求完美所指的是一种内在
（生理）的目的，而突变论者和中性进化论者则强调随机性，反对目的性。
谈论生命的目的性，离不开生命的层次，如某个生化循环、某个组织或器官、
个体或种族等。个体的求生欲望是一切生命的内在目的性或本性，这是一种主观
目的性，而种族演化的车轮正是在个体生与死的对立统一中滚滚前行。对植物来
说，求生就是去获取阳光、养分和水分，对动物来说就是去获取食物和水分。对
种族来说，最大的目的就是维系自身的延绵与扩展，这是一种客观目的性，当然
也可称之为所谓的“种族利益”。从本质上来看，种族的利益是一切进化性筛选/
选择/适应……的最根本的约束性力量，无论是在基因、个体、群体、亲属、性或
其他水平，甚至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如传粉昆虫与显花植物）。
生命的“目的”因何而来？生命系统是从无目的的无机世界向目的性的有机
世界的升华，而初生动因驱动了这个目的化的过程。生命世界在初生目的性的基
础之上演化出了复杂的次生目的性。因此，目的性是随着生命的诞生而被创造出
来的，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它是动态而多样的。
生命的原初目的性源于生命内禀的个体性，而个体性则是自组织和结构化的
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命的诞生就是以有机物质为核心的一种自组织与结
构化过程，或者说，最初这主要起源自发生在地球表面的由太阳光能驱动的分子
碰撞游戏，在无数的偶然中，筛选出通过各种电子传递链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的
结构和原理（谢平 2014），这便是生命最原始的自组织与结构化过程。在漫长的
岁月中，这种原始的自组织与结构化的过程终于迎来了独立的生命实体——细胞
的诞生。与此同时，也浮现出生命的个体性以及标识它的目的性——求生。从本
质上来说，这是一种通过从随机性中筛选出节律性而衍生出来的原始目的性，是
一种单纯的化学性，之后扬升到了人类的高级目的性——知觉、意识、思维、情
感、精神与理想，即目的性从物质走向了精神。
总之，无论是生命的形式还是目的，都是在太阳光能的驱动下，地球表面的
小分子模块（质料）经历漫长的岁月自组织·结构化的产物，它是生命系统层次
分化并相互嵌套的基础。这种禀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在各个生命层次中的模块化——
模块化的大分子、模块化的发育、模块化的物种创造……地球上的物质本无目的
性，是动因驱动下的自组织·结构化过程创造出有机物的个体性和目的性，创造
出使同质性个体延续下去的方法——繁殖和遗传，创造出生态系统中的生存法则，
并不断地创造物种的生态位，永无休止地驱动演化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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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I

揭开遗传密码子的起源之谜——ATP 中心假说

生物学家（可能大多数）都悲观地认为，准确重建密码子的起源过程是不大
可能的。有人甚至宣称，密码子的起源是不可知的，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
通过特定序列或序列之间的密码来控制化学反应的物理或化学机制，许多冠以遗
传密码起源之名的论文其内容仅仅是在述论述它的演化而已（Yockey 2005）。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化学语言的遗传密码的设计绝不会依赖于所谓隐藏的上
帝之手的干预，但是我们也没有可信的化石证据，因为数十亿年的时光已将生命
演化早期的分子遗迹彻底埋葬，但幸运的是，我们依然能够从现在的生命回溯历
史，虽然我们的眼睛仅能感知早期生命历史的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事实上，生命/
遗传密码子的起源依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最大谜团之一。但这亦关乎人们对生命
本质与演化的认知。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新的学说——光合作用介导的 ATP 中心假
说（ATP-centered hypothesis），旨在揭示遗传密码子的起源之谜。一套遗传密码子
却编织出数以千万计的不同物种，真可谓大自然的奇迹。虽然遗传密码子的破译
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对其如何起源的问题，人们几乎一无所知。
1．生命=物质（质量+能量）+信息
生命具有十分杂沓的表象，其生化系统也极为复杂。它历经了数十亿年的演
化之旅，从简单的细菌、虫草扬升到具有复杂精神与情感的人类。撇开纷繁的衍
生之物，生命的本质其实十分简洁：生命=物质（质量+能量）+信息。
1）生命——既是物质，也超越物质
宇宙中的万物（物质）都是质量和能量的复合体，生命亦如此，只是还有另
一种特性——信息，也就是说，生命=质量+能量+信息。生命既然是物质的，它
就必须遵循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质量守恒，能量亦如此。当然，在特殊情况
下，质量和能量之间亦可相互转化。生命既是物质，亦超越物质，因为它开始产
生与累积信息。
化学在分子和原子的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质以及它们的变化规
律，细分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等。而专门以
生物为对象的化学称之为生物化学，它研究生命的物质组成、生物分子的结构、
功能及其变化（代谢）。
在生物化学中有两个重要领域——生物能量学和生物信息学，前者讨论与能
量有关的各种代谢过程，后者关注信息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和复制等问题。但是，
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只关注运作/工作机制，而不管它们是如何起源的。知道一件

事的工作原理并不意味着就能知道其来源，这在生命科学中司空见惯。
2）生命——物理化学过程的产物
生命的起源可归结于细胞的起源，那细胞是如何起源的呢？细胞被双分子层
磷脂组成的薄膜所包裹（附图 1-1），当然最初的细胞被膜不可能如此精致。地球
上的生命不可能源于某种预先的设计，它必定是物质世界之物理化学过程的产物。
因此，自发生成的脂质囊泡（这是脂类在水溶液中的一种自然特性）及其所随机
包裹的生命构件应该就是生命演化的始点。原始地球上必定存在了基本的化学构
件（如 ATP 这样的核苷酸、氨基酸、脂肪酸、糖类等），否则就会掉进设计论的
陷阱（谢平 2014）。

附图 1-1

细胞膜的结构（引自互动百科）

脂类与蛋白质通道的偶联使细胞膜具备了对物质的选择通透性，便于对物质
交流的管控。在悬浮于水溶液的这种膜结构中，太阳光能反复的随机性刺激，驱
动了这种个性化结构中电子与质子的流动，拉开了元素重组的大幕，由于这种膜
结构对物质进出的非均衡性影响，容易导致大分子有机物质的积累与囊泡破裂，
逐渐推动细胞分裂机制的形成、细胞内化学反应的秩序化与信息化，发展出个体
性稳定传递的机制（即遗传），并最终迎来了具有现代生命特征的活细胞的降临。
简而言之，生命始于水环境中光能驱动下的物质转换，即伴随着电子和质子流动
的元素重组。太阳光能为地球上生命的起源、运动与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
液态水肯定是生命演化的必需条件，首先，从地球以外的其他行星的情况来
看，没有液态水，也未见生命存在的迹象。此外，水也是地球上生命的主要组分，
地球上没水的地方，生命也不会存在。生物体内的生化反应均需以水为媒介。当
然，由于缺少化石证据，人们现在还不清楚最初的生命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出
现的，甚至无法确认到底生命起源于海洋还是淡水。
太阳系中的地球可谓得天独厚，它坐拥大量的液态水，而且这些水在固—液—
气态之间不停地循环。这可能得益于地球在太阳系中占据了幸运的位置——如果
离太阳太近的话，水将蒸发殆尽，如果太远的话，水只能以冰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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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学上来看，生命的成功就在于它在液态水环境中发展出了将太阳光能转化
为化学能的机构，核心之处就在于它构建了一个以 ATP（三磷酸腺苷，附图 1-2）
为化学能载体的细胞生化代谢体系。但是 ATP 并不是太阳光能的直接产物：其生成
需要质子（H+）的跨膜梯度，因此，需要具有相对封闭性的像脂质囊泡这样的结构。

附图 1-2

三磷酸腺苷（ATP）的结构，通过磷酸酐键的断裂移去 ATP 末端的磷酸基团将释放

高的能量，这在细胞中与许多吸能反应相偶联（如粉色区域所示）（引自 Nelson and Cox 2004）

利用跨膜 H+梯度，将 ADP 和 Pi 成功地合成 ATP，这可能是地球生命史上的
一个重要事件。ADP 和 ATP 应该是地球早期存在的生命构件，而 ATP 合成酶
（ATPase）是后来演化的产物。形象地说，ATP-ADP 就似一个微电池，ATP 放电
变成 ADP，而 ATPase 似一个充电器，其电能则来自跨膜的 H+梯度。大量的 H+
恰好是太阳光能裂解水的产物，同时，裂解水产生的电子也需要进行跨膜传递，
这是借助一系列电子载体来实现的，即所谓的电子传递链（附图 1-3）。

附图 1-3

在内囊体膜上，与光合作用偶联的 ATP 合成示意图（引自 Taiz and Zeig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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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与密码——只属于生命
生命的独特本质之一就是获得了将物质信息化的能力，即将自身的生命过程
储存于一种特殊的信息分子 DNA（脱氧核糖核酸）之中。离开了生命世界，信息
将毫无意义，因此，信息一定是生命的信息。对非生命世界来说，存在的只是物
质的状态以及它们运动变化或相互转化的规律或法则。
何谓信息呢？笔者十分欣赏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的精辟定义：
“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
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信息论的奠基人、美国
数学家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定义也耐人寻味：
“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
不确定性的东西”。无论是探讨生命的起源还是之后的演化，都不该忘记这样的生
命禀性。
在物质世界中，有了信息及其记载，历史才有意义。可以这样说，生命的诞
生以信息系统的成功建立为标志，即出现了记载可重现的个体发育信息的大分子
——DNA（通过三联体密码子编码氨基酸）。这种生命构建的可重现性就是所谓
的“遗传”。
构成 DNA 的碱基有 4 种，而一个氨基酸由 3 个碱基所决定，这样碱基的理
论组合有 43 =64 种。实际上还有 3 个终止密码子（不编码氨基酸），因此，共有
61 个编码氨基酸的密码子。可是，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只有 20 种，这样，大多
数氨基酸都有几个三联体密码（2～6 个），这就是所谓的简并性，编码同一种氨
基酸的密码子互称同义密码子，已知同义密码子在生物界中被使用的频率不尽相
同。这种简并性可能起因于相似的立体化学特征。
一般来说，同义密码子的第 1、第 2 位碱基大多是相同的，只是第 3 位碱基
不同。例如，ACU、ACC、ACA 和 ACG 都编码苏氨酸，UGU、UGC、UGA 和
UGG 都编码缬氨酸。这样，生物体对第 3 位碱基的点突变就具有更强的耐受性，
或者说，同义密码子越多，相应的遗传稳定性越大。
还有 3 种核糖核酸——信使 RNA（mRNA）、核糖体 RNA（rRNA）和转运
RNA（tRNA），分别负责遗传信息的转录、氨基酸的转送和蛋白质的合成。已
知的 tRNA 共有 61 种，即每个能编码氨基酸的密码子都有一个相对应的 tRNA
（附图 1-4）。而一种 tRNA 只能携带一种氨基酸（如丙氨酸 tRNA 只携带丙氨酸），
这样，一种氨基酸可被不止一种的 tRNA 所携带。DNA 双螺旋中的碱基配对严格：
A—T，G—C，但 tRNA 反密码子与 mRNA 的密码子之间的配对偶尔会出现摆动
（wobble）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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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4

三联体密码表以及 tRNA 的反密码子和 mRNA 的密码子的配对

2．关于遗传密码起源的各种学说
可以说，遗传密码匿藏了生命及其历史的秘密。因此，如果人们知道了密码
子是如何产生的，生命起源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迄今为止，已提出了各式各
样的假说。
1）凝固事件假说（frozen accident hypothesis）
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DNA 双螺旋的发现者之一，1962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出了凝固事件假说，认为密码子与氨基酸的关系
是在某一时期固定的，之后很难再被改变（Crick 1968）。现在所有的生物几乎使
用着同样一套密码似乎支持这一假说，这也表明，所有生物起源自单一的共同祖
先。笔者认为，这只是对演化事件时间节点的一种推测，并未说明密码系统是如
何起源的。
德国化学家艾根（Manfred Eigen，1967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也表达了类似的
想法：
“在达尔文物种进化的前面，还有一个类似的分子进化的渐进过程，由此导
致了唯一的一种运用普适性密码的细胞机构。这种密码最终确定起来，并不是因
为它是唯一的选择，而是由于一种特殊的‘一旦—永存’选择机制，可以从任何
随机分配开始”（Eigen and Schuste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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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体化学假说（stereochemical hypothesis）
美国微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韦斯（Carl Richard Woese，生命“三域”学
说和 RNA 世界学说的提出者）等提出了立体化学假说（Woese et al. 1966），认为
氨基酸与它们相对应的密码子有选择性的化学结合力，即遗传密码的起源和分配
与 RNA 和氨基酸之间的直接化学作用密切相关，或者说，密码子的立体化学本
质取决于氨基酸与相应的密码子之间物理和化学性质的互补性。
奥地利学者 Polyansky 等（2013）通过实验和计算发现，mRNA 中不同核酸
碱基的密度分布，非常类似于它们所编码的蛋白质中这些相同核酸碱基的氨基酸
亲电子密度分布，遗传密码进行了高度最佳化，以最大化这种匹配。
笔者认为，立体化学假说接近了密码子起源的一个重要节点，但还无法诠释
一个完整的机制。试问，到底密码子是在何种动因的驱动下演化而来的呢？
3）共进化假说（co-evolution hypothesis）
长期从事基因密码研究的华裔学者王子晖（J. Tze-Fei Wong）提出了共进化假
说（Wong 1975），认为密码子系统有原始氨基酸形成的前生物代谢途径的印迹，
因此可以从氨基酸代谢途径发现密码子的演变过程，即密码子的进化与氨基酸生
物合成的进化是并列的。该假说认为，氨基酸和相应编码的忠实性反映了氨基酸
生物合成路径的相似性，并非物理化学性质的相似性。笔者认为，这也只是在推
测密码子起源的一种可能路线，并未说明为何如此演化，此外，从简单的原料合
成各种氨基酸可能是发生在前生命演化末期的事情了。
4）综合进化假说
美国学者 Knight 等（1999）提出遗传密码进化的综合性假说，认为遗传密码
是由选择（selection）、历史（history）和化学（chemistry）三个因素在不同阶段
起作用的。该假说认为，在遗传密码起源初期，可能主要是氨基酸和密码子之间
的直接相互作用来决定氨基酸的编码；在新氨基酸的引入和密码子扩展阶段，共
进化作用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 tRNA 的进化和蛋白质的功能增加，逐渐去
除了氨基酸和密码子的直接相互作用，密码子在不同尺度上的交换在某些程度上
允许通过密码子的重新分配进行优化（肖景发和于军 2009）。这是对几种主要假
说的综合，依然未能涉及演化的动因。
5）其他假说
1981 年艾根提出了试管选择（in vitro selection）假说，1989 年英国化学家奥
格尔（Leslie Eleazer Orgel）提出了解码（decoding）机理起源假说，1988 年比利
时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家杜维（Christian de Duve，1974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提出了第二遗传密码（second genetic code）假说。
英国巴斯大学的 Wu 等（2005）推测，三联体密码从两种类型的双联体密码
逐渐进化而来，这两种双联体密码是按照三联体密码中固定的碱基位置来划分的，
包括前缀密码子（prefix codons）和后缀密码子（suffix codons）。不过，也有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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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三联体密码子是从更长的密码子（如四联体密码子，quadruplet codons）演变而
来，因为长的密码子具有更多的编码冗余从而能抵御更大的突变压力（Baranov et
al. 2009）。
2007 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肖景发和于军（Yu 2007, Xiao and Yu
2007）提出了遗传密码的分步进化假说（stepwise evolution hypothesis），认为最初
形成的遗传密码应该仅仅由腺嘌呤 A 和尿嘧啶 U 来编码，共编码 7 个多元化的
氨基酸，随着生命复杂性的增加，鸟嘌呤 G 从主载操作信号的功能中释放出来，
再伴随着 C 的引入，使遗传密码逐步扩展到 12 个、15 个和 20 个氨基酸（肖景发
和于军 2009）。
厦门大学的有机化学家赵玉芬（Zhao and Cao 1994，1996，Zhao et al. 1995，
Zhou et al. 1996）也曾提出核酸与蛋白质共同起源的观点，认为“磷是生命化学过
程的调控中心”
，因为磷酰化氨基酸能同时生成核酸及蛋白质，又能生成 LB-膜及
脂质体。她认为，原始地球火山频发，焦磷酸盐、焦磷酸酯类化合物容易在地表
积累，其 P—O—P 键含有的能量，通过与氨基酸形成 P—N 键，最终转移到肽键
和核苷酸的磷酸二酯键中。她推测，磷酰化氨基酸在同时生成蛋白质和 DNA/RNA
的过程中，蛋白质与 DNA/RNA 可以通过磷酰基的调控作用相互影响，从而产生
了原始密码子的雏形，并进一步进化到遗传密码的现代形式。但问题是，磷酰化
氨基酸为何要导演核酸和蛋白质的共进化故事呢？
也有将关于密码子起源的各种学说分为这样 4 类的：化学原理（chemical
principles）
、生物合成扩展（biosynthetic expansion）
、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和
信息通道（information channels）
。根据信息理论研究中的率失真模型（rate-distortion
models）推测，遗传密码子的起源取决于 3 种相互冲突的进化力量的平衡：对多
样的氨基酸的需求、抵御复制错误以及资源最小成本化（Freeland et al. 2003，Sella
and Ardell 2006，Tlusty 2008）。
3．遗传密码子的起源——光合作用介导的 ATP 中心假说
由于遗传密码子是生化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在生化系统的演化过程中
才能找到它发源的根基。当然，生命的起源归根结底也是一个生化系统起源的问题。
1）ATP——从能量到信息
在生化系统中，没有什么比核苷酸 ATP 的角色更重要的了。ATP 是光合作用
最重要的产物之一，是能量的载体（自身缩合成核酸而不再需要额外的能量、能
活化氨基酸生成多肽……），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协助遗传指令的执行等。
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 20 多种，而构成核酸的核苷酸仅 5 种，但在现代生化
系统中，氨基酸可以互相转化，核苷酸也如此（其他 4 种核苷酸均可视为从光合
作用产生的 ATP 衍生而来）。其实，细胞内的几乎所有的有机分子均可以相互转
化，这为代谢调控的灵活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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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蛋白质相比，核酸在结构的多样性方面逊色不少。但核酸也具有多样的结
构类型：核酸区分为 DNA 和 RNA，RNA 又进一步区分为 mRNA、tRNA 和 rRNA。
DNA 以双链的形式存在，既容易保持整齐的链状结构，也方便解链（因只是通过
非共价的氢键聚合在一起）或以单链为模板进行复制，而 RNA 则以单链的形式
存在，但能形成各种独特形状的 mRNA 和 tRNA。
为何密码子起源以 ATP 为中心？从生物能量学的视角来看，太阳光能的获得
与转化是推动地球上生命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而各种生化循环（如卡尔文循环、
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等）的核心就是与 ATP 相偶联，或者说将 ATP—ADP[当然
还有氢的载体 NAD(P)H/NAD(P)+]与各种代谢（合成与分解）相偶联（附图 1-5）
。
更重要的是，ATP 可以衍生出其他核苷酸，这些核苷酸可以自身缩合成核酸；它
还可活化氨基酸，为多肽链的缩合提供了能量基础。因此，只有 ATP 才能建立起
核酸和蛋白质之间的联系——即遗传密码系统。

附图 1-5

作为能量和信息的载体的 ATP 在现代细胞中位于生化系统的中心，它在光合作用、
代谢通路和遗传信息之间架起了桥梁

原始生命系统的演化就是一种光能驱动下的规律性的建构过程，大自然中的
生命法则或规律是从随机性中创造出来的（如各种生化循环），这是一种从混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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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秩序的过程。例如，在机缘中，跨膜质子梯度（与肽链通道偶联）导致了 ATP
合成机构的成型，而 ATP 又推动了多肽合成体系的诞生。在事件的规律性或重现
性中实现了信息化——建立起特定的 tRNA 携带特定的氨基酸，以及 tRNA 氨基
酸接受臂吻合反密码子这样的结构体系，当然，这也是一种随机的筛选过程。最
后，迎来了一个统一的蛋白质合成平台——根据 mRNA 模板来制作多肽链的
rRNA 的诞生。简言之，原始生命的演化就是一种与光合作用相偶联、从随机性
中筛选出节律性或规律性的生化系统创建过程，而所有这些筛选均是以生命的个
体性存在为前提的。
信息在节律化或规律化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因为没有信息，节律或规律将失
去意义，而物质也只能停留于混沌之中。这样，信息化就是生命系统演化的必经
之路，因此，一个集编码、保存、复制和翻译等于一体的信息系统的登场也就瓜
熟蒂落了。
ATP（及其衍生的核苷酸）缩合成的核酸承担了信息的编码、保存、复制和
翻译的功能（这也适合其结构特点），它选择编码氨基酸去生产蛋白质，而核酸还
承担了蛋白质生产车间的功能。由氨基酸构成的蛋白质高效催化几乎所有的生化
反应（称之为酶），它按照 DNA 的指令去构建生命，是生命活动的实践者。如果
以建筑一栋房屋为比喻，DNA 是一个设计蓝图，RNA 是工程师，蛋白质是各种
建筑工人，形形色色的生命构件就是砖砖瓦瓦的建筑材料，它们的有序合作才能
建成一栋风格独特的房屋。
2）信息整合——从 mRNA 到 DNA
既然光合作用只生产 ATP，那么，从 ATP 向其他几种核苷酸的转化就不会困
难。因携带有高的活化能，三磷酸化核苷酸可以自动缩合成各式各样的 mRNA，
而既然可以聚合成 mRNA，那再拼接出更长的核酸（DNA）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从 mRNA 走向 DNA 是生化系统信息化逐渐完善的一个标志，用 DNA 来记录所
有的遗传信息，而 mRNA 变为专门司职于遗传指令执行的一个环节（信使）
。
在信息的整合过程中，终产物 DNA 与 RNA 在结构上出现了细微的差异：在
核糖的第二个碳原子处前者是—H，后者是—OH，碱基也变换了 1 个，即 DNA
中的胸腺嘧啶 T 在 RNA 中被尿嘧啶 U 所取代，当然两者的差别十分细微，也就
是 T 多了一个甲基（附图 1-6）。没人能回答为何碱基相异的是 1 个而不是 4 个。
在结构上或许并无多大意义，只是在于区别，因为类似的例子也不罕见（如 NADPH
和 NADH），除非 RNA 多样的立体结构来源于核糖或碱基的细微变化。这或许仅
仅只是一种随机筛选的结果。
为何生命要分离出两套独立的系统——RNA 和 DNA？这似乎是为了实现对
细胞内成百上千同时发生的生化反应进行有序的信息管控，因为在生命构建与运
行过程之中，mRNA 的使命完成之后，马上就被销毁掉，而 DNA 所记录的遗传
信息则是要永久保存的，这是种族延续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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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6

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基本结构的比较（引自 TutorVista.comTM）

3）密码子——从混沌走向秩序
原始生化系统应该就是光合作用演化的产物，在光合产物不断堆积、细胞不
断破裂的循环过程中，逐渐从混沌走向秩序，在不断完善的信息化过程中，实现
了同质性个体（当然并非绝对）的生产，最终形成了一套对生化系统进行有序管
控并能在母体分裂过程中向子代稳定传递的密码系统。细胞只有能成功进行信息
化管控，重复产生出同质性个体，才是真正生命实体的开端，才出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物种，才开始了物种的演化历程。
密码子是生化系统自我组织的产物。在脂质囊泡中，以 ATP 为代表的核苷酸
可自身缩合，一些可携带氨基酸，一些构建氨基酸缩合的平台，合成的多肽又可
参与构建细胞膜中亲水分子/离子的跨膜通道，强力助推光合效率，并高效地催化
核苷酸的自我缩合……这是一个从随机性中筛选出规律性的过程（即所谓的“自
组织”），通过个体的生存选择不断地对生化系统进行优化与完善。多肽的秉性是
参与催化几乎所有的生化反应过程。
由于核苷酸能够活化氨基酸，因此，最初的肽链生成可能是一种随机过程。
在同质性个体选择压力下秩序化的结果可能导致了在特定的模具（rRNA）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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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展出根据 mRNA 链来合成特定多肽链的机构和规则（如在立体化学机制作用
下的反密码子和密码子的配对原则）。
密码子的形成并不需要外在的设计，它不过是从随机性中筛选出合理性（通
过个体存在的选择压力）的一种化学过程。而三联体密码子正好可以处理 20 多个
氨基酸的分类管控，少了不行，多了累赘，即它是满足氨基酸编码最低需求的密
码子数。
4）ATP——遗传密码子的始作俑者
如果从能量的普适性以及现代生化系统的结构特征来看，生命最有可能始于
光合系统的演化（谢平 2014）。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分子证据就是细胞色素
（一类以铁卟啉或血红素为辅基的电子传递蛋白），这是一个存在于几乎所有生物
之中的电子载体，而血红素可能就是从光合色素——叶绿素衍生而来的（现存生
物中两者生物合成途径也十分相似），只是叶绿素含有镁卟啉环，它可能由卟啉环
与长链脂肪酸（可能来自膜）加合而成（附图 1-7）。

附图 1-7

叶绿素与细胞色素的血红素辅基之间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在从镁卟啉到铁卟啉的转

变中发生了去环化作用（红色标记位置）。从进化上来看，膜偶联的叶绿素分子可能由磷脂与
卟啉环加合而成。带箭头的蓝色虚线表示可能的演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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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密码子及其偶联的生化系统应该是在太阳光能驱动下、在相对封闭的
系统（如脂质囊泡，可以推测原始地球上的脂肪酸就能自动形成类似于细胞膜的
双层球状结构）中物理化学过程的产物，而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光能的捕获、传
递以及由此推动的水的生化裂解过程，并伴随着跨膜电子与质子的流动或传递。
在这样的事件之链中，一个看似平凡的有机分子——ATP 却创造了诸多生命世界
的奇迹：①它是光能转化成化学能的终端；②导演了一系列的生化循环（如卡尔
文循环、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等）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元素重组；③它通过自身的
转化与缩合将错综复杂的生命过程信息化——筛选出用 4 种碱基编码 20 多个氨基
酸的三联体密码子系统（43 =64，还有相当大的编码冗余）、精巧地构建了一套遗
传信息的保存、复制、转录和翻译以及多肽链的生产体系；④演绎出蛋白质与核
酸互为因果的反馈体系，并在个体生存的方向性筛选中，构筑了对细胞内成百上
千种同步发生的生化反应进行秩序化管控（自组织）的复杂体系与规则，并最终
建立起个性生命的同质化传递机制——遗传（附图 1-8）。因此，在无数的有机分
子中，只有 ATP 才是遗传密码子的始作俑者！

附图 1-8

密码子的起源——光合作用介导的 ATP 中心假说（ATP-centered hypothesis）示意图。

蓝色虚线表示前生命期的演化过程，红色实线表示演化或作用从前生命期一直延续到生命期。
箭头表示作用或影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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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密码子——为何“一妻多夫”？
已知一种 tRNA 只能携带一种氨基酸，这表明密码子与反密码子之间的配对
还是十分严格的。但是，tRNA 的反密码子如何才能与其相应的氨基酸之间建立
起结构上的关联性呢？让我们假设在演化的早期没有酶协作的可能情景。可以推
测，如果一种氨基酸可被多达 6 个不同的密码子所编码，那 tRNA 的氨基酸接受
茎与氨基酸分子之间的立体识别就必须具有相当的可塑性，这就要求反密码子环
的反密码子给予氨基酸接受茎与氨基酸之间更多的立体化学相互作用（配对）柔
性，这可能只能依赖于一种整体性的随机筛选，因为氨基酸接受茎与反密码环在
空间上是隔开的，这也是打开编码可塑性空间的可能途径。显然，这条途径没有
被生物界所采纳。
而我们在现存生物中见到的情形却是，一种酶（氨基酰 tRNA 合成酶，
aminoacyl-tRNA synthetase，aaRS）在 tRNA 氨基酸臂上所携带的氨基酸与反密码
子之间架起了桥梁，因为酶的空间扩展能力与柔性容易克服这样的困难。一般情
况下，aaRS 至少包含一个催化核心结构域（catalytic central domain，CCD）和一
个结合反密码子的结构域（anticodon-binding domain，ABD）。tRNA 的氨基酸接
受茎（即 3′端 CCA-OH）在 aaRS 的催化下，与经 ATP 活化的氨基酸通过脂键结
合。携带同一个氨基酸的所有 tRNA（也称为同功 tRNA）由相同的 aaRS 所催化，
而每种酶通过若干特殊碱基来识别同工的 tRNA。已知 aaRS 与呈 L 型的 tRNA 的
内侧面广泛结合（附图 1-9）。

附图 1-9

色氨酰 tRNA 合成酶（tryptophanyl-tRNA synthetase）的晶体结构
（来源：Dong et al. 2010）

在 tRNA 分子中，有些区域决定了其所携带的氨基酸种类，称之为副密码子
（paracodon），但其位置并不固定（这与反密码子完全不同），可分布在氨基酸柄、
反密码子环、D 环和 TC 环上。副密码子可以是一个碱基对（如 tRNAAla 的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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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酸柄上的 G3·U70 似乎是 tRNAAla 的副密码子），也可能不止一个碱基对。不
难理解，因为反密码子是要在立体结构复杂的核糖体中与 mRNA 严格配对的，所
以，它在所有 tRNA 中的位置都必须是固定的，因核糖体也不止是接纳一种 tRNA。
但 aaRS 就完全不同了，它与 tRNA 只是一对一的关系，而蛋白质结构的可塑性就
使得副密码子的位置以及密码数都可能更为随机。此外，正因为酶的介入，才使
得一种氨基酸能被多个密码子所编码。还有，为何每个氨基酸密码子都要有一个
对应的 tRNA？这或许是为了满足多肽链合成的速度需求吧。
类似地，标准密码子的偶然变异也不足为奇。虽然绝大多数生物都使用相同
的密码子来编码蛋白质，也有极少数的例外（附表 1-1），这多见于线粒体基因组
（线粒体携带有自己的 DNA——mtDNA，能合成有限的蛋白质种类，但构成线粒
体的蛋白质的绝大多数由核 DNA 编码并在细胞质核糖体上合成后再运送到线粒
体特定的功能位点上）。当然，只要在特定的生物中，其生化系统的运行能适应这
种看似“异常”的密码子，亦无大碍。
附表 1-1
密码子

标准遗传密码及其变异

通常编码

例外编码

UGA

终止

色氨酸

人、牛和酵母的线粒体，支原体基因组

所属生物

UGA

终止

半胱氨酸

一些纤毛虫细胞核基因组，如粘游仆属（Euplotes）

AGR

精氨酸

终止

大部分动物线粒体，脊椎动物线粒体

AGA

精氨酸

丝氨酸

果蝇线粒体

AUA

异亮氨酸

蛋氨酸

一些动物和酵母线粒体

UAA

终止

谷氨酰胺

UAG

终止

谷氨酸

草履虫核细胞核基因组

GUG

缬氨酸

丝氨酸

假丝酵母核基因组

AAA

赖氨酸

天冬氨酸

一些动物的线粒体，果蝇线粒体

CUG

亮氨酸

终止

圆柱念珠菌（Candida cylindracea）细胞核基因组

CUN

亮氨酸

苏氨酸

酵母线粒体

草 履 虫 、 一 些 纤 毛 虫 细 胞 核 基 因 组 ， 如 嗜 热 四 膜 虫 （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5．DNA——对适应性演化的信息镌刻
如果不能保存，信息有何意义？而保存（通过 DNA）就是对适应性的一种镌
刻，同样没有它，演化也不复存在。正是这样一种神奇的机制使生命铸就了惊人
的适应性。例如，多肽链的柔变性为其高效的酶催化功能奠定了基础，而竞争性
存在的选择压力使这种特性登峰造极：乳清酸核苷 5′-磷酸脱羧酶所催化的反应在
无酶情况下，需要 7800 万年才能将一半的底物转化为产物，而在这种脱羧酶的催
化下，同样的反应过程只需要 25ms（Radzicka and Wolfenden 1995）。也就是说，
酶的高效性依赖于竞争性生存的筛选，换言之，如果没有这种筛选力量，酶不可
能如此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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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水的裂解是大自然适应性演化的最大奇迹。H2O 中 O—H 键是一种稳
定的共价键，平均键能高达 463 kJ/mol，在普通的太阳光照射下很难裂解。而生
命用平凡的原料创造了神奇：光能、多肽、金属离子（锰、钙）和非金属离子（氯）
。
水氧化酶通过金属离子与水分子的非共价结合，将 H2O 的 O—H 键撕开，夺走电
子，释放 H+（铸就了永不衰竭的 ATP 合成）和 O2（成全了动物界的繁荣）。这一
化学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生命在相对温和（普通的太阳光能下）的条件下找到
了一种从普遍存在但难以裂解的 H2O 中获取电子和质子的方法，从此拉开了生命
在地球上快速扩张的序幕。
6．生命扩张——打通与 ATP 偶联的所有代谢通路
生命几乎遍布了地球上液态水可存在的所有角落，呈现出如此惊人的扩展力。
现在的任何一种生命都是无与伦比的复杂，都不可能是生命一诞生就能达到的复
杂程度。生命的演化必定始于一些基本的构件物质（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
就得借助神明，而这就不是科学了），从随机性中筛选出规律性，这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长达数亿年之久）。这种筛选是通过个性化的存在来实现的，即存在就是一
种方向性的选择力量。之后，发展出从更简单的原料实施所有生化合成/分解的体
系，这一体系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生化循环，而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 ATP，当然
还有用于还原碳的氢载体——NAD(P)H（也是核苷酸的衍生物）。之后，与 ATP
偶联的所有生化循环之连接通道被打通，生命得以实现大范围的扩张。
所用这些简单原料均来自光合作用，即尽可能地利用光合作用的产物来实现
生命的构建，除了需要补充一些光合作用不能获得的元素，如 P、N 等。太阳光
能——永不衰竭，水——永远循环，CO2——无处不在……这些为地球上生命的繁
荣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和能量基础！
7．谁是 RNA 世界的真正推手？
恕我直言，迄今为止所有关于遗传密码子起源的假说都无视生化系统演化的
玄机（而分子生物学家更像是一些手艺精巧但思维刻板的工匠），从密码子本身不
可能窥见密码子演化的秘密，即便他们将眼光扩大到密码子与氨基酸之间的可能
关系，结局也会如此。密码子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这是不言而喻的
（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几个时期：前密码子期、tRNA 形成期、原密码子链与有序肽
同步起源期、密码子进化期）。密码子与氨基酸之间存在立体化学联系，这也毋庸
置疑（如果否认这，就会坠入神创论或设计论的泥潭）。问题是，密码子的演化必
须有动因，是随机性或是其他呢？
离开个体性，生命演化将失去意义。那些主张大分子（蛋白质和核酸）在体
外演化的学说（如艾根，他甚至发明了“分子拟种”，将达尔文的理论生硬地套到
了其大分子演化设想之中）只能是无稽之谈。原始生化系统的演化就是一种在个
性系统中受太阳光能的驱动从随机性筛选节律性或循环的过程，这种筛选就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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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个体的存在（也可称之为合理）来实现的。各种生化循环（如卡尔文循环、糖
酵解和三羧酸循环等）的起源也如此，但演化的轨迹早已消逝。正如古希腊哲学
家赫拉克利特所言，“在圆周上，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至此，蛋白质与核酸的
所谓“鸡”与“蛋”悖论也就迎刃而解了。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大自然不停留于有机汤的世界？或者说为何它从混沌走
向了秩序？这从表象上来说是太阳光能不断输入的结果，但本质或许是因为可遗
传的同质性个体得到了存在的青睐（恰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句至理名言——
“存在即合理”）
。个体性即意味着欲望、竞争或斗争——这即为动因，随后，演化
才能水到渠成。此外，有了个体性，生化反应的节律化或规律化才有可能，这也
是适应性的基础。其实，这样的禀性延续到了高等生物之中，如我们熟知的习性
与本能就是如此。
Woese（1967）提出了 RNA 世界学说（RNA world hypothesis，该词由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 Walter Gilbert 于 1986 年造出），认为地球上早期的生命分子以 RNA
先出现，之后才是 DNA，早期的 RNA 分子同时拥有如同 DNA 的遗传信息储存
功能，以及如蛋白质般的催化能力，支持了早期的细胞或前细胞生命的运作。笔
者反对这种 RNA 无中创造出生命世界的说法，虽然认同 RNA 早于 DNA 出现的
观点。有何证据说 RNA 具有信息储存功能和催化功能生命世界就一定起源于它？
还有，该学说也无法说明 RNA 分子为何要储存遗传信息以及为何要去支持前细
胞生命的运作。
RNA 世界学说是一个缺乏演化动因（也缺乏个体性）的臆想，它对生命起源
的解释相当牵强。笔者提出一个替代的名称——光合驱动的 ATP 世界学说
（photosynthesis mediated ATP world hypothesis），即以 ATP 为核心的前细胞生命运
作起因于脂质囊泡结构中开始的光系统演化。只要细心剖析现存生命的生化代谢
系统——膜偶联的光反应系统、遗传信息系统等的结构特征（光合色素、电子传
递链、利用跨膜 H+梯度合成 ATP 的 ATPase、DNA 链的 RNA 引物等）及其关联
性，一切就会幡然醒悟！不过，如果大家不愿舍弃 RNA 世界一词的话，那始作
俑者也应该是核苷酸 ATP，它才是 RNA 世界的真正推手。
或许人们会抱怨这个“ATP 中心假说”叠加了太多的推测，但我可以自信地
说，这个素描在整体轮廓或逻辑上比以往任何一个学说都要清晰，特别是将遗传
密码子的起源与光合作用介导的以 ATP 为核心的生化系统的演化相偶联（一些关
联性细节见谢平 2014）。当然，我也承认，关于密码子或生命起源的所有假说或
理论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这在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眼中，就是非科学了），
过去和现在一样，将来也可能如此。但是，因为它关乎我们自身的秘密，在水落
石出之前，人类不可能终结追寻。人们从密码子与生化系统的内在关联之中可以
窥视它们可能的协同演化机密——这虽不见得就是真理，但至少会是一条通向真
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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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II

揭开细胞核和“性”的起源之谜

真核生物是如何起源的？这被认为是当代生命科学的一个根本性的、令人生
畏的谜题，目前设想的关于真核生物起源的流行情景（特别是所谓的内共生途径）
还远谈不上清晰。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辨识的近似球状的核的存在被誉为真核生物
的最重要的标志，但是，关于核的起源机制可谓众说纷纭。此外，核与“性”似
乎难以分割，因为核的出现伴随了生殖方式的重大转变——有性生殖得到了空前
的繁荣。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并不真正知晓核和“性”是如何起源的。另
外，如果没有核，也不可能有“性”。那么，核与“性”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
1．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结构
与真核生物相比，原核生物显得十分小巧（无论是细胞大小，还是其遗传物
质 DNA 分子），内部结构也相对简单——既见不到核，也见不到像线粒体、叶绿
体这样的细胞器（附图 2-1、附图 2-2 和附表 2-1）。不难理解，真核细胞必须用大
的体积来装填大的基因组，对复杂的基因组也需要进行更为有效有序的管控，这
可能导致了细胞内部的模块化。例如，将遗传物质集中分布于用膜包裹的一个区
域形成所谓的核。在细胞核中，还有 1 个或多个圆球形的核仁，它是生产核糖体
的机器。在现代生物学中，核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人们根据核的有无，
将生物界区分为了两大类——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在植物细胞中，有一个称之
为叶绿体的细胞器专门用于光合作用。
原核和真核细胞在分裂方式上也呈现了很大差别，前者是简单的二分裂，而
后者演化出了看似十分复杂的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在真核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
中，DNA 的变化可谓令人眼花缭乱，它们浓缩（附图 2-1）形成数目不等的染色
体（在同一个种类中基本稳定），整齐排列，被一些细丝拉向两极，最后被均等地
分配到子细胞中。而原核生物却好像在悄无声息之中，快速地进行着 DNA 的拷
贝与分离，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自我增殖。
原核细胞是微小而简单的生物类群，几乎都以单细胞的状态而存在。而真核
细胞支撑了各式各样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当然，真核生物中
也有很多以单细胞的形式而存在的，如真核藻类、原生动物等。
不同真核生物之间染色体数目的变异也很大，甚至同一个物种的雌雄个体之
间也会存在差异（附表 2-2）。染色体的数目与生物的复杂性似乎也不一定必然相
关。例如，简单的衣藻居然有 16 对染色体，比果蝇还多 1 倍！这说明染色体的增
多并不一定与结构和功能的复杂程度严格正相关，也许只是偶然的加倍罢了。

附图 2-1

附图 2-2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结构的比较（来源：Bolsover et al. 2004）

用蓝色荧光染料染色的海拉细胞（HeLa cell）的核 DNA，中间以及最右的细胞处于

细胞间期，因此整个核被标记，而左边的细胞正在进入有丝分裂，因此核 DNA 已经浓缩
（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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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特征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区别

原核细胞
一般 1～10m
无核
通常是单细胞的

大小
核
类型

一般单个环状分子（一个染
色体）

DNA
分裂

内膜
核糖体
细胞骨架

简单的二分
偶尔出现非定向的 DNA 转
移
稀少
70S
无

运动性

回转马达（驱动细菌鞭毛）

生物类群
出现时间

细菌（包括古菌）
35 亿年前

遗传重组

附表 2-2
动物

数目

真核细胞
一般 10～100m
有核，并被核膜包裹
通常是多细胞的
多个分子（多个染色体），线性，与蛋白质结合（但是，线粒
体和叶绿体中的小染色体除外，它们像原核染色体一样，也
是环形的）
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
减数分裂和配子融合
复杂（核膜、高尔基体、内质网等）
80S（线粒体和叶绿体中为 70S）
微管、微丝和中间纤维
动力蛋白马达（驱动纤毛和真核鞭毛），驱动蛋白马达，肌球
蛋白马达
真菌、植物和动物
15 亿年前

常见生物的染色体数目（双倍体数）
植物

数目

数
目

微生物

人类（Homo sapiens）

46

洋葱（Alliumcepa cepa）

16

猕猴（Macacamalatta）

42

大麦（Hordeum uulgare）

14

链孢霉（Neurospora crassa） 7
青霉菌（Penicillium species） 4

黄牛（Bos taurus）

60

水稻（Oryza sativa）

24

曲霉（Aspergillus nidulans）

猪（Sus scrofa）

38

小麦（Triticum vulgare）

42

狗（Canis familiaris）

78

玉米（Zea mays）

20

猫（Felis domesticus）

38

金鱼草（Antirrhinum majus）

马（Equus Calibus）

64

驴（Equus asinus）

62

16
陆地棉（Gossypium hirsutum） 52
中棉（Gossypium arboreum） 26

山羊（Capara hircus）

60

豌豆（Pisum sativum）

14

绵羊（Ovis aries）

54

香豌豆（Lathyrus odoratus）

14

小鼠（Mus musculus）

40

蚕豆（Vicia faba）

12

大鼠（Rattus norvegicus）

42

菜豆（Phaseolus vulgaris）

22

水貂（Mustela vison）

30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34

豚鼠（Cavia cobaya）

64

烟草（Nicotiana taldcum）

家鸽（Columba livia）

44
约 80

48
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 24
松（Pinus species）
24

鸡（Gallus domesticus）

约 78

青菜（Brassica chinensis）

20

火鸡（Meleagris gallopavo）

约 80

甘蓝（Brassica oleracea）

18

鸭（Anas platyrhyncho）

约 80

月见草（Oenothera biennis）

14

兔（Oryctolagus cuniculus）

家蚕（Bombyx mori）

56

家蝇（Musca domestica）

12

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
蜜蜂（Apis mellifera）
蚊（Culex pipiens）
佛蝗（Phlaeoba infumata）
水螅（Hydra）

8
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i） 16

8
♀32♂16
6
♀24♂23
32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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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因组的演化——C 值悖论（C-value paradox）
一般可用 C 值（C value）来度量一种生物的基因组的大小，它是指一种生物
的单倍体基因组的 DNA 总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真核生物的 C 值显著大于原核
生物，虽然真核生物的 C 值变异很大，但一般来说，进化程度越高的类群，群内
最小 C 值也越大（附图 2-3）
。但是，C 组大小与其在进化上所处地位的高低或复杂

附图 2-3

各种类群生物的单倍体基因组大小（“C 值”，单位为 pg）的范围，近似地，1 pg ≈
10 亿 bp，或 1000 Mb 或 1 Gb（引自 Gregory 2004）

性并无绝对相关性。例如，肺鱼的基因组远大于哺乳动物，而一些昆虫的基因组
也能大于哺乳动物，这种现象被称之为 C 值悖论。这也说明，在演化历史中，基
因组的变异具有相当的随机性。
3．多样的遗传——DNA 传递的混合模式
染色体虽然承载了生命的绝大部分遗传信息，但并非全部。例如，细菌的质
粒、真核生物的叶绿体和线粒体也拥有自身的 DNA，虽然它们与核 DNA 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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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此外，像草履虫这样的原生动物，还演化出两种类型的核——
大核与小核。
1）细菌
细菌可以含有质粒（plasmids，附图 2-4），它是一种裸露的环状双链 DNA 分
子，属于染色体外 DNA（extra-chromosomal DNA），可以含有具有某些生理功能
的基因。天然质粒的 DNA 长度少则数千碱基对，多至数十万碱基对。质粒的复
制独立于染色体，因此，在细胞分裂时可能丢失掉。也因为如此，一个细菌也可
能含单个质粒的数百个拷贝，而一个细胞里面也可能有数种质粒同时存在。质粒
有时也能整合到核 DNA 中去。

附图 2-4

原核细胞的质粒（来源：Hecker et al. 2007，Shmoop Editorial Team, 2008）

2）纤毛虫
纤毛虫是一类单细胞的真核生物，属于原生动物门。纤毛虫有两种核，一个
多倍的大核（macronucleus）和一个二倍的小核（micronuclei）。大核提供营养生
长所需的 RNA（即控制非生殖的细胞功能），而小核包含了种系要向下一代传递
的核物质（但不表达基因）（附图 2-5）。纤毛虫既能进行二分裂（binary fission）
式的无性生殖，也能进行有性生殖。二分裂时，小核先进行有丝分裂，大核再进
行无丝分裂，然后细胞质从中部横断，成为 2 个新个体。进行结合生殖时，交换
单倍的小核，新的大核则从新的二倍小核发展而成，而老的大核则被销毁掉
（Prescott 1994）。
值得注意的是，原生动物的 C 值跨度最大，而世界上最大的单细胞生物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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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动物之中，如最近发现生活于极深大洋海底的一种称之为 xenophyophores 的
巨型阿米巴虫就超过了 10cm。

附图 2-5

草履虫（Paramecium）的大核与小核

4．关于细胞核起源的主要假说
虽然人们对核的化学结构以及运作模式等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但关于核是
如何起源的问题依然仅停留于猜测。主要有 4 种假说，虽然还没有一种得到广泛
的认可（Pennisi 2004）。
1）共营模型（syntrophic model）
该模型认为，古菌与细菌共生导致了含细胞核的真核细胞的诞生，但是，古
菌与细菌均无细胞核（Hogan 2010）。共营模型认为，与现代产甲烷古菌类似的某
些古老的古菌，侵入并生活在类似于现代黏细菌的细菌体内，形成了早期的细胞
核。古菌与真核生物在特定蛋白质（如组蛋白）基因的相似性被认为是支持以古
菌为基础的细胞核起源理论的证据。但笔者认为，共营模型并不能回答核是如何
产生的问题。
其实，共营模型类似于解释线粒体和叶绿体起源的内共生理论（endosymbiotic
theory）。Konstantin Mereschkowsky 于 1905 年提出叶绿体起源于内共生的猜想，
而 Ivan Wallin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了关于线粒体起源的同样的想法，之后叶绿
体与线粒体内被发现含有自己的 DNA，虽然绝大多数基因都已丢失。例如，核基
因编码了超过 98%的线粒体蛋白质以及超过 95%的叶绿体蛋白质，但要确定这些
核基因有多少是来自线粒体或叶绿体的祖先可能并不容易。Margulis（1981）使内
共生理论得到普及，她认为，线粒体内共生起源于一种原核生物对另一种原核生
物的攻击，而不是所谓的吞饮（pinocytosis）或吞噬（phagocytosis）作用，因为
这绝未在原核生物之间出现过；此外，内共生的螺旋体形成了真核生物的鞭毛和
纤毛。此外，线粒体的原始宿主是厌氧的还是好氧的？因为含有复杂的氧化磷酸
化系统，线粒体应该是在好氧环境下长期演化的产物。因此，如果它的宿主是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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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的，那它至少通过与线粒体的共生获得了对好氧环境更好的适应能力。
2）自演化模型（autogenous model）
该模型认为原真核（proto-eukaryotic）细胞直接自细菌演化而来，并不需要
通过内共生。证据来自一类专性好氧菌——浮霉菌（planctomycete），它们具有清
晰的胞内膜结构，其中，有一种称之为 Gemmata obscuriglobus 的出芽菌，其染色
质被双层的核膜所包裹（附图 2-6A），类似于真核生物的核的结构，而斯氏小梨
形菌（Pirellula staleyi）的核被单层的细胞质内膜 ICM（附图 2-6B）所包裹（Fuerst
2005）。但是，这一模型并未进一步解释核是如何形成的。

附图 2-6

通过冷替代（cryosubstitution）方式固定和准备的 Gemmata obscuriglobus（A）和斯

氏小梨形菌（Pirellula staleyi）
（B）的薄切片透射电镜图，NE.核膜，N.拟核，ICM.细胞质内膜，
P.外室细胞质，P. pirellulosome（小梨形菌属的一种膜细胞隔室）（引自 Fuerst 2005）

3）病毒性真核生物起源模型（viral eukaryogenesis model）
该模型认为，病毒感染原核生物导致了膜结合的细胞核与其他真核生物特征
的产生。证据是真核生物和病毒在大分子结构上存在一定相似性，如线性 DNA
链、mRNA 的加帽，以及与蛋白质的紧密结合（病毒的外套膜类似于组蛋白）。
该假说的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吞噬作用形成了早期的细胞“捕食者”，并随之演化
出细胞核（Bell 200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真核生物起源于受到痘病毒感染的古
菌，因为现代痘病毒与真核生物的 DNA 聚合酶具有相似性（Villarreal and
DeFilippis 2000，Takemura 2001）。
4）外膜假说（exomembrane hypothesis）
该假说认为细胞核起源自演化出第二层外细胞膜的单个早期细胞，而包裹原
来细胞的内膜则转变成了核膜，并逐渐演化出精巧的核孔结构，以便于将内部（如
核糖体亚基）合成的物质送出核外（de Roo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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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真核——真的是靠吞噬起源的吗？
在生物界，吞噬导致共生的现象可能客观存在，有些共生可能较为松散（一
眼就能看出两者的区别，附图 2-7），有些共生甚至连痕迹都难以觉察到，如真核
细胞的叶绿体和线粒体。

附图 2-7

纤毛虫（Nassula ornata）与藻类的共生现象（×160 倍）
（来源：维姆-范-伊格蒙德）

但是，按照一般的想象，靠吞噬作用获得 DNA 似乎是困难的，因为如果能
消化细胞壁，那里面的 DNA 也可能早就被破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即便是
吞噬，DNA 也应该是吞噬者的，但问题就来了，吞噬者的核从何而来呢？当然，
如果被吞噬者幸运地存活下来了，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即一旦它们与吞噬者形
成了共生关系，两者之间的基因交流或整合就有可能了。当然，当两个不同物种
形成寄生关系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基因交流与整合。
此外，像绿藻这样的真核藻类是如何形成的呢？即便假设吞噬者是真核的，
由于吞噬者应该是动物性的，那吞噬者的细胞壁是如何转化成绿藻这样的植物性
细胞壁的呢？而植物和动物的细胞壁是决然不同的。再退一步，即便承认真核生
物是一种由吞噬、共生或寄生形成的不同物种的嵌合体，但这也并未解决核的形
成机制。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假说都停留于推测真核起源的可能途径，而对演
化的动因则鲜有涉及。
6．细胞核的起源——压缩与结构化假说（packing and structurization hypothesis）
生命的演化伴随着基因组的扩增（复杂化）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从原核演
化到真核，这如何才能实现呢？多倍化以及细胞之间遗传物质的交流或重组可能
是重要途径。例如，细胞分裂时，如果染色体复制了但细胞未能分开，就可能出
现多倍化（这样的过程依然还在自然发生，且在人的诱导下快速地发生）
，这也称之
为同源多倍体（autopolyploid）
，而由不同物种杂交能产生异源多倍体（allopolypl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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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细胞中，不同 DNA 链也可能会自动连接起来。
真核应该是基因组大型化的必然产物。如果细胞将绝大部分 DNA 集中在被
核膜包裹的区域就形成“核”，它在细胞有丝分裂时期呈现独特的“染色体”现
象——此时 DNA 高度聚集，容易被碱性染料（如龙胆紫和醋酸洋红）着色。而
在分裂间期时，DNA 分散成细丝状，称之为染色质。
这样，所谓真核，就是细胞的绝大多数 DNA 集中分布在了这样一个区域，
且十分致密，但它也依然是一样性质的 DNA。为什么真核要在核膜中？也许是一
种秩序化管理的需要吧，在这里，是速度和秩序孰重孰轻的问题：在简单的细菌
那里，速度优先，而在复杂的真核生物那里，秩序优先。细菌细胞由于没有核膜，
DNA 的复制、RNA 的转录与蛋白质的合成可同时进行，而真核细胞的这些生化
反应在时空上被分隔开来，但便于有序管控。但是，过分强调核膜对真核生物演
化的重要性就会迷失。此外，细菌的 DNA 没有内含子，满足了快速复制的需求。
原核细胞演化出内膜系统，不需要太大的奥妙，因为，生命最不缺少的就是膜，
生命的诞生之旅也是从膜开始的。
无论细胞分裂看起来多么复杂而神奇，但本质就是如何将承载遗传信息的
DNA 准确地分配到子代细胞中去。随着生命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基因组的大型
化在所难免，其结果就是 DNA 链不断延伸，这迫使 DNA 进行立体结构上的调整：
①将 DNA 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并用膜隔离开来；②将长长的 DNA 拆成若干段，即
若干染色体；③对链状 DNA 进行压缩，通过与组蛋白的合作，成功压缩了很多
倍，看上去非常的致密。极端地说，真核的形成过程就是一种 DNA 的压缩过程，
这是如何进行的呢？
染色体结合有两种蛋白质：组蛋白（一种低分子质量的碱性蛋白质）和酸性
蛋白质。在真核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中，与组蛋白偶联的 DNA 分子的压缩能力
是十分惊人的（附图 2-8）。DNA 双螺旋在每个组蛋白 8 聚体表面盘绕约 1.75 圈
（长约 140 个碱基对）构成核小体。相邻核小体之间有长 50～60 个碱基对的 DNA
连接线，在相邻的连接线之间结合了一个 H1 组蛋白分子。DNA 似绳，组蛋白似
珠，就像成串的珠子一样，这就是染色体的一级结构，在这里，DNA 分子大约被
压缩了 7 倍。螺旋体是染色体的二级结构，每一周螺旋包括 6 个核小体，这里的
DNA 被压缩了 6 倍。螺旋体进一步螺旋化，形成超螺旋管，即染色体的三级结构，
这里的 DNA 被压缩了 40 倍。超螺旋体再折叠盘绕形成染色单体（四级结构），
两条染色单体组成一条染色体，这里的 DNA 再被压缩了 5 倍。这样，DNA 分子
一共被压缩了 7×6×40×5=8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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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8 DNA 压缩成染色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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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这种 DNA 的压缩与基因组演化之间的关系。细菌和古菌的 C 值（单
－
－
位 pg）的中位值为 10 3～10 2，而真核生物为 1～10，高约 3 个数量级。绝大多
数 C 值落于中位数±1.5 个数量级之间。此外，真核细胞约为原核细胞直径的 10
倍。若考虑中位数及其上限偏移，以及细胞直径一个数量级的差异，真核生物 DNA
的压缩倍数大约应该是 3.5 个数量级（附图 2-9），笔者将此称之为真核生物 DNA
的压缩原理（packing principle of eukaryotic DNA）。这与现代真核生物的 DNA 压
缩比（packing ratio）惊人的一致。例如，人的染色体中 DNA 分子伸展开来的长
度平均约为几厘米，而染色体被压缩到只有几纳米长（1 cm = 107 nm）。原核生物
的 C 值与真核生物中的原生动物和真菌也有交集，特别是与原生动物的交集更深，
这难道意味着它们可能就是真核生物的祖先吗？

附图 2-9

根据各类生物的 C 值推测真核生物 DNA 的压缩原理，带箭头的红色虚线表示 C 值

中位数的演化轨迹，绿色虚线表示大多数真核生物 C 值的主要分布区间，问号表示该类生物起
源的年代仍然存在争议［C 值引自 Gregor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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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从 C 值的中位数来看，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之间相差多达 3
个数量级，因此，仅仅用一次偶然的吞噬、共生或寄生来解释真核生物的起源无
论如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而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还需要解释真核生物的基因组
为何急剧增大了。这可能与我们熟知的 DNA 的复制错误或多倍化现象不无关系，
当然并非完全排除不同种类个体之间的侧向的基因流动或整合的可能贡献。不难
理解，DNA 压缩机制的成型应该就是迈向真核生物的关键一步，这自然还伴随了
细胞内部的结构分化、更为精巧而复杂的细胞分裂机制的发展等。为了支撑大型
真核细胞，必须进行大量的革新，这被大量新基因的涌现所佐证。
从生态上来说，蓝细菌光合放氧推进的大气氧浓度的上升可能是复杂而耗能
的真核生物出现的重要前提，因为与厌氧代谢相比，有氧代谢的效率大大提升，
而生命的复杂化需要这样的能量支撑。因此，吞噬、共生或寄生带来的生命复杂
化可能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它们虽然是真实的，且不同物种的 DNA 也可能
出现一定的整合，但这依然难以解释大小相差数个数量级的核的起源问题。
真核生物不会从天而降，它从更原始的原核生物演化而来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分子进化生物学家长期纠结于真核生物到底源自真细菌还是古菌这样的问题。
他们通过基因组序列的比对发现，真核生物的一部分基因（如信息相关基因）与
古菌相似，而另一部分基因（如胞质功能基因）与真细菌相似，因此认为真核生
物源自真细菌和古菌的融合（fusion）或内共生。但事实上，所有的生物都具有一
个共同的祖先，因此，某一个后生物种均或多或少携带有若干祖先物种的基因，
而这并不能意味着它就是由这些祖先物种融合而来的。况且，不同微生物之间的
横向基因流动（lateral gene flow）手段众多且十分频繁，如果以地质年代而计，
这样的变异速率是十分惊人的。微生物其实就是一些临时拼凑的物种，虽然这类
研究并非毫无意义，但至少对解释核的起源难以派上用场。试问，对那些被转来
转去的基因，我们如何知道谁才是它的原创之主呢？恕我直言，试图用基因序列
来确定所谓原核生物的亲缘关系以及为此精心编造的算法或故事或许只会是一种
徒劳！
除了极少数的过渡类型外，细菌没有核膜，染色体 DNA 一般为单环的不规
则体，也称之为拟核（nucleoid）。细菌的染色体 DNA 偶尔也有呈单线性的（如
博氏疏螺旋体 Borrelia burgdorferi）。拟核主要由 DNA 组成，也含有少量的 RNA
和蛋白质（它们好像主要是 mRNA 和转录因子蛋白）
。驱动核酸时空组织的拟核
相关蛋白（nucleoid-associated protein，NAP）与真核的组蛋白完全不同，拟核的
DNA 结合蛋白不形成核小体（nucleosome）。
细菌在二分裂期间，复制完的子染色体分别移动到细胞的相反的末端，其机
制还不甚清楚，但蛋白质可能将子染色体牵引到了细胞质膜的特定位置（图 21-10）
上。在大部分真核生物中，在核外形成纺锤体（spindle），在有丝分裂期间，核膜
溶解，微管将染色体分离（附图 2-10），之后核膜重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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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10 原核（上图，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和真核（下图）细胞的分裂比较（引自 Campbell
and Reece 2008）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原核还是真核细胞，子染色体都必须要借助特定的蛋
白质锚定到细胞质膜上，这样才能将 DNA 正确地分配到两个子细胞中去。只是
在原核细胞中，这种机制较为简单，而在真核细胞中，由于要将众多的染色体同
时分开，因此演化出了复杂的纺锤体结构，但也是要连接到质膜上。或者说，在
原核细胞中，不需要那么复杂即可。
在现存的生物中，能找到原核和真核之间的过渡类型，可将它们视为细胞结
构化过程的中间产物。例如，浮霉菌门（Planctomycetes）
（附图 2-6）和海绵杆菌
门（Poribacteria）的拟核被双层膜所包裹（类似于真核），且具有胞内膜结构
（intracellular membrane-bounded compartments）。
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细胞核起源的新的学说——压缩与结构化假说（packing
and structurization hypothesis），源自基因组复杂化的诱导。在大气逐渐氧化的背景
下，地球上的生命（无论是形态结构，还是遗传信息）加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演
化历程，可能主要由于 DNA 的复制错误或多倍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叠加了不同种
类之间的各种侧向基因转移方式以及内共生融合（endosymbiotic fusion）等导致
了一些原核细胞基因组的大型化。这一方面需要骨架蛋白的强化来支撑更大的细
胞体积，同时通过个体生存的随机性筛选，细胞内部逐渐结构化，从而形成了复
杂的内膜系统——细胞器，被膜包裹的核及其在细胞分裂中的分离方式也是这种
结构化的产物。核的成型及有丝分裂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将巨大的 DNA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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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分配到子代中去的需求，这里，如何将长链 DNA 有效地压缩（借助组蛋
白）成若干染色体以及如何将多个染色体同时分离（借助纺锤体）是核演化的关
键。核膜的形成虽然并非轻而易举，但也不会困难无比，膜有多种可能的来源，
如原核细胞分裂时 DNA 就得锚定在细胞膜上。其实，生命就起源自膜偶联的光
化学过程，细胞也能产生各种各样的膜。从本质上来看，包括核膜在内的细胞内
膜系统就是为了实现对复杂生化系统进行秩序化管控，或者说，秩序化是通过细
胞内部的模块化得以实现的。
这虽然可视之为一种自演化模型，但笔者在压缩原理和结构化等的基础上，
试图诠释了核演化的动因与本质，当然，这里更多的是依赖于逻辑的推测，还需
要大量的实证支持。总的来说，与生命和密码子的起源相比，所谓“真核”的起
源应该要简单得多。
7．有性生殖起源——休眠事件假说（accident dormancy hypothesis）
眼花缭乱的“性”令生物学家、哲学家以及庶民百思不得其解，从古延续至
今。但从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性一点都不神秘，就是将两个个体的基因组拼
在一起而已——每个体细胞都是 2n 的，只是到了生殖细胞的时候，通过减数分裂
将 2n 变成 n，即精子（n）和卵子（n），而它们融合后又恢复了 2n。虽然这就是
一个简单的加减法，但这件事情却意义非凡，即种族的遗传信息（包括变异）分
散到了个体之中，而且任一个体的性状必定受到双亲遗传信息的影响，都是一种
遗传重组。
当然，在原核细胞那里，个体之间偶尔也能进行遗传物质（DNA）的交流，
如结合（conjugation）——通过性菌毛介导的两个细胞之间的 DNA 转移
（附图 2-11），
转导（transduction）——病毒也能介导细菌细胞之间的 DNA 片段（染色体片段或
质粒 DNA）交换等。但在真核生物这里，遗传重组变成了生活史中的一个固化环
节。在一些低等动植物那里，无性繁殖依然占绝对优势，有性生殖只是产休眠卵
时才启用，而在高等动植物那里，有性生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哺乳动物
只剩下了有性生殖，这时也不是为了产休眠卵（因为是胎生的）。
笔者之前提出了关于有性生殖起源的休眠事件假说（谢平 2013），至于为何
是与休眠联系在一起的，这不得而知。这大概是一种偶然事件吧，即两个单倍体
细胞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合子（2n），而这个事件恰好又与休眠联系在一起了，
并获得了大自然的青睐。在低等动植物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相信未来一
定有人能揭开这一事件的分子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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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11

细菌结合示意图。A. 供体细胞产生性菌毛；B. 性菌毛接触受体细胞，使两个细胞

连接在一起；C. 能移动的质体被切开，一个单股的 DNA 被转移到受体细胞；D. 两个细胞质
粒重新环化，合成第二股链，产生性菌毛，两个细胞又称为活性的供体（来源：维基百科）

例如，一种具有鞭毛的单细胞低等植物——衣藻（隶属于绿藻门）便是如此
（附图 2-12）。环境适宜时，衣藻连续进行无性生殖，单倍体的游动孢子通过有丝
分裂，产生出新的单倍体游动孢子。当不利的环境条件来临时，它开始有性生殖，
母细胞经过分裂，产生配子（其形态结构与游动孢子相同，但略小）。配子被释放
出来之后，成对地进行融合，每对配子产生 1 个二倍体的合子，合子进一步特化
为厚壁细胞而进入休眠。当条件适宜时，合子萌发，通过减数分裂，产生新的单
倍体孢子，待合子壁破裂后被释放出来成为游动孢子，即在衣藻的生活史中，单
倍体占据绝对优势，只有合子是二倍体。这种有性生殖的产物——合子特化成形
态结构上（与单倍体的游动孢子）十分不同的厚壁孢子，而这种厚壁孢子具有有
效地抵御不良环境条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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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12

绿藻——衣藻的生活史（引自 Raven et al. 1992）

另一个例子是在淡水中生活的一种小型无脊椎动物—Daphnia（隶属于甲壳动
物纲），在其生活史中，既能进行孤雌生殖，又能进行有性生殖（附图 2-13）。Daphnia
在一年的大部分时期都进行孤雌生殖，种群快速增殖，只有当恶劣的环境条件（如
食物不足等）来临时，才产出雄体（但比雌体小得多）
，并与之交配，形成休眠卵，
休眠卵离开母体沉入湖底，等待萌发的时机。休眠卵可以在环境中存活数年甚至
更长时间。
在陆地上生活的蚜虫（一种半翅目昆虫）也是如此。蚜虫在无性和有性生殖
方式之间进行周期性切换。在食物充裕的春季和夏季，蚜虫进行孤雌生殖（胎生），
后代几乎全为雌性，导致种群快速的增长。随着秋天的来临，光周期和温度的变
化预示着食物数量的减少，蚜虫开始转变为有性生殖（卵生），这时雌性蚜虫开始
产出雄性幼虫，并与之交尾，然后产出受精卵。受精卵在度过冬季后，重新孵出
雌性蚜虫。而在温暖的环境（如热带或在温室）中，只要食物充裕，蚜虫可以数
年一直进行无性生殖。
辐足亚纲的原生动物（如太阳虫）一般进行二分裂或出芽式的无性生殖，当
不利的环境条件来临时，形成孢囊并进行有性生殖：首先伪足收缩，体表出现胶
质复膜，之后细胞分裂为两个子体（2n），并各自进行减数分裂（其中一个单倍体
的核退化），接着，在剩下的两个子体（n）间进行核融合和细胞质融合，形成接
合子（2n），在厚的复膜中进入休眠，等待合适环境的来临再破膜而出，重新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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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足，回到“光芒四射”的形态。太阳虫的孢囊具有多层壁，表面覆盖着刺，有
利于其抵御不良环境。太阳虫的这种模式似乎介于绿藻与 Daphnia 和蚜虫之间。

附图 2-13

周期性孤雌生殖 Daphnia 的生活周期（仿 Ebert 2005）

为了产休眠卵，像 Daphnia 和蚜虫这样的无脊椎动物，孤雌生殖的雌体先产
一些雄性个体出来，再与之交配，产下休眠卵。令人费解的是，这个行孤雌生殖
的雌体为何不直接产一个休眠卵呢？为何要绕如此大的一个弯呢？而这只能解释
为一种遗留的秉性——不同细胞的 DNA 保持了在一定程度上交流的特性，从细
菌那里就开始了，只是它在之后较为复杂的真核细胞那里，偶然地与休眠联系起
来的。这就是为何笔者将此称之为休眠事件假说（frozen accident dormancy
hypothesis）的缘故。
对于很多生命周期不足一年的低等动植物来说，通过休眠度过寒冷而食物匮
乏的冬季是一种重要的生存需求（当然，一些动植物也通过休眠来应对干旱或高
温季节）。“性”的动机原本是如此古朴，但在进行胎生且生命周期“漫长”的哺
乳动物那里却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
“性”开始偶联绮丽、情趣、愉悦……而如
果（事实上是）沉湎于此等衍生之物，何以能寻觅到“性”的开端？

·267·

漫

笔

进化论不可回避这样三个根本问题：这么多的物种从何而来？如何而来？为
何而来？人们已知地球上的物种达到数百万个，据称这还只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物
种的很小一部分。人们能够列举出许多支持物种是从所谓的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
证据，如化石记录，共同的遗传密码等，虽然这些证据是间接的。无论如何，从
科学上来看，进化的事实已无容置疑，人也是生命演化的产物。
一、进化论——难以求证？
关于生命是如何进化而来的问题可谓众说纷纭，但长期停留于猜想或推测——
从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中世纪的神学家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博物学家乃至现代进
化生物学家，因为没有人能目睹一个物种诞生的完整过程，因此，迄今为止的所
有进化理论也无法予以证实或证伪。
早在 2000 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猜测，自然界由无生物进展
到动物是一个积微渐进的过程，在无生物之后首先是植物类，从这类事物变为动
物的过程是连续的。这后来也称之为“存在巨链”。
19 世纪初，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提出了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进化学说，
其心怡的例子就是长颈鹿，进化源自一种趋于完美的生理性适应。拉马克的学说
也称为转型论，即大自然不断地创造出简单生物，然后转型为高级生物。但是，
长颈鹿是否通过不断的使用而得到长长的脖子，这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退
化现象见于洞穴动物的眼睛、寄生虫的附肢等，但人们无法确认是由于不使用引
起的生理性退化还是基因突变。长期以来，获得性遗传受到经典遗传学（所谓“硬
遗传”）和现代分子遗传学（所谓“中心法则”）的残酷围剿。
19 世纪中叶，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随机变异、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的
进化学说，其“自然”是指许多自然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这类似于在说，
物种就是自然的产物。达尔文也谈适应，但主张通过对随机变异的自然选择来获
得。达尔文从人工选育获得启迪，意识到物种的异质性以及个体变异的无限潜力。
但是，他坦承并不清楚变异的真正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用进废退与获
得性遗传。达尔文的学说也称之为分支进化论，他的共同祖先假说也得到现代进
化生物学家的广泛认同。笔者认为，达尔文关于物种形成机制的猜测也难以求证，
因为没人能通过自然选择实验来创造出一个新物种。
19 世纪末，德国动物学家哈克等提出直生论，认为生物按固有的模式演化，
与环境条件无关，是非适应性的，即既不需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也不需要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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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获得性遗传。直生论者的心怡之物就是晚近灭绝的爱尔兰麋鹿，他们问，如
果演化是适应的，那为何它们还是走向了灭亡之路呢？笔者认为，直生论者的问
题在于把适应与成功混为一团了，因为适应并不一定成功，而没有成功并不表明
它没有进行过适应。其实，适应也不是万能的，短期的适应并不能保证长久的成功。
20 世纪初，荷兰遗传学家德弗里斯通过对草本植物——月见草的观察提出了
突变论，主张一个新种产生于跳跃式的突变，而非达尔文所说的渐进式的自然选
择。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声称，基因突变是产生新性状的唯一源泉，进化的动力
不是自然选择，而是突变压力，自然选择最多不过是消极地淘汰有害的突变。笔
者认为，突变客观存在，但有谁能通过突变实验创造出新物种？谁说达尔文的微
小变异就一定不包含基因突变呢？达尔文指的是表型变异，而突变论者指的是基
因突变。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群体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了中性假说，认为进化中
的 DNA 变异只有很小一部分在本质上是适应的，而大多数是表型上缄默的分子
代换，对生存和繁衍不发生影响而在物种中随机漂变。但笔者认为，即便这是事
实，而这与成种又有何关系呢？
20 世纪中叶，德国进化生物学家 Rensch 指出，一种完全新的结构出现后，
将是一个“爆炸性”进化时期，然后步入缓慢变异期。这后来被称之为“间断平
衡”学说。这里关注的是物种的集合而非个别的物种，所谓快速（如数万年）是
以地史尺度来丈量的，按现代实验遗传学的标准，依然漫长。间断平衡理论假定
在进化的关键时刻发生了遗传跃变，但证据何在呢？此外，在一个地点出现的化
石物种，也不能排除迁移而来的可能性。还有，看看现在地球上物种的地理格局，
如何能排除生态因素在这种所谓的快速进化中的作用呢？
二、综合进化论 vs 进化“四因说”
20 世纪上半叶，赫胥黎、迈尔和杜布赞斯基等试图将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
传学进行融合，提出了所谓的“综合进化论”，用遗传学诠释了达尔文的随机变异，
将群体遗传学与自然选择进行了结合，但这更似言辞上的修饰。纵观各种进化理
论（下页附表），每一种理论都折射了一个进化侧面，因为它们的抽象源自科学家
不同的进化案例或专业背景。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
目的因，用以解释事物的存在与变化原因。从本质上来说，有机体也是质料、形
式、动因和目的的统一。地球上的生命系统是一个结构化和层次化的体系，而进
化则是承载于无数个体的一种生命运动，它是诸多生命层次运动的复合，因此也
承蒙着遗传·生理·生态等诸多动因的联合驱动。进化的“四因说”是对各种进
化理论的一种本质综合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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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进化学说

各种进化理论的比较

生命层次
分子

生理

个体

达尔文

●

●

拉马克

●

●

直生论

●

●

方向
物种

随机

定向

动因

定向（趋于完美）

遗传

●
●
●

突变论

●

●

●

●

●

●

四因说

●

●

●

●

●

●

●

生态

●

●

●

●

●

中性理论
间断平衡

生理

●
●

●

●

●

●

三、生态位——物种模子？
物种是如何形成的？达尔文感觉迷茫，拉马克被人蔑视，其他的进化派别要
么牵强附会，或者避而不谈。但任何一个进化理论都不应该回避这样的问题。物
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遗传也好，生理也罢，都必须接受个体
生存（生态）的检验或“锻铸”。
生态位对物种“锻铸”的重要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首先，在一定的地带
性气候背景下，生态位的大小决定了物种的丰度：相对于大型动物（如大象、狮
子、老虎等）来说，较小的物种（如昆虫）拥有更多的生态位（也容易创造出新
的生态位），因此，容易分化出更多的物种。
其次，在进化中生态位可能就是“锻铸”物种的模子：①先有生态位的模子，
再来进行物种的“锻铸”，因为随机的遗传变异与反馈性的生理调节永远不会歇息，
岛屿（异域）成种事件可能就是这样的机制；②一个新的生态位从异质的群体中
挑选出符合其模子的个体，再继续“锻铸”，直到种群间生殖的彻底隔离。
生态位“锻铸”新物种的一种方式可能是通过切换基因的显隐性：一个隐形
的等位基因，如果在新的生态位中具有竞争优势，那它或许就会演变成显性的等
位基因。可以相信，诸多表型也可进行类似的切换……久而久之，两个种群之间
的基因交流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彻底分离，到了即便杂交也不能生育的那一刻，
新物种便就此诞生。
任何一个物种的遗传变异不会停息，因此，其基因库的异质性将会日趋增加
（除非种群日益萎缩），而一个基因库不可能容纳无限的变异，达到一定程度后，
它就会分裂……另外，环境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因此，生态位也处于不停的变
化之中，既有旧的生态位的改变，也有新的生态位的诞生。基因库或许就在与生
态位同步的动态匹配过程中使新物种的分化得以实现。
最后，地球上如此之多的物种纷沓而至必定得益于物种与生态位的协同演化
——物种创造生态位，生态位也“锻铸”物种，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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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有限的地球上，总将达到一个分化的极限。
四、进化——同质性的撕裂？
物种为何而来？生命的本质特征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太阳光能将各种无机
和有机物进行组织化和结构化，构建出一种能够进行新陈代谢的复杂系统，并且
通过特有的遗传机制在繁殖中努力维持这种结构体系（物种）的同质性。但是，
无论是在遗传还是在发育过程中，任何生命都无法保持绝对的同质性，差错无法
避免，变异是绝对的。
生命是什么？是同质 vs 异质，先天 vs 后天，摒弃 vs 秉承……的对立统一？
是对物理·化学·生物环境的内禀适应性？是永不歇息的创造——物种、生态位
与生存法则？
生命既是同质的，也是异质的，前者称为遗传，后者称为变异。正因为同质
性，人类才能通过归纳不断积累对生命规律的认知，因为有了同质性，才有普遍
性，才会有基于感知的经验论的用武之地。但是，另一方面，稀罕的变异性却使
基于经验观察对生命现象的归纳遭受攻击，因为没人能保证将来见到的天鹅都是
白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迈尔曾幽默地说：
“生物学中只有一条规律，那就是所有
的概括都有例外”。生命是一种同化（获得），它使后天向先天延绵并超越。生命
就是物种、生态位与生存法则的不断扬弃与创新！
进化是什么？它是一股将物种的同质性撕裂的力量（即变异，无论是随机性
的还是适应性的），是一股不断制作新模子（生态位）的力量，是生态火焰（即动
因，斗争或协作，种内或种间）的长久煅烧。然而，新物种并不会给原来的物种
带来任何可以想象的利益，按达尔文的猜想，这些后来者还有可能将它们的祖先
彻底消灭。因此，对种族来说，新物种的创造更似一个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副产品，
像我们人类，不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将自身演化链条上的祖先物种赶尽杀绝吗？
生命时而如晶莹的露珠，时而如怒吼的巨浪，它既酿造快乐，也制作痛苦，
它精心雕琢身心，然后又用徐徐岁月将之拆除……它将我们带到这光之岸，给予
我们一个可感世界和一个理念世界，在漫长的岁月中，点滴的感觉与经验汇集成
了一条理性的滔滔巨流，正在使我们从尘网束缚中一步步地解脱……
五、遗传系统为何是核酸与蛋白质配对？
生物大分子还有脂肪和糖类，为何核酸未选择它们作为密码子配对的对象，
而看中了蛋白质？可能是因为作为蛋白质的酶几乎可高效地催化一切生化反应，
而像脂肪和糖类这样的生物大分子就没有神奇的催化功能。也就是说，只有蛋白
酶才能够承担起生命建造的功能，它像一个个建筑工人，将镌刻在 DNA 上的设
计蓝图变成一个个现实的生命结构。
核酸能对蛋白质信息进行转录、翻译和制造，同时也负责氨基酸的搬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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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核酸生产了成千上万的蛋白质（之后蛋白酶得以实施复杂的生命构建）。当然，
在早期的生命起源过程中，这样的生化反应可能要简单得多，也许并不需要酶的
大力帮助，但现在酶已变得不可或缺。
蛋白酶可催化一切生化过程，包括原来产生它的系统——核酸，它们变成了
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似乎并不是不可理解，因为这种协同演化关系的塑造是通过
整个系统——同质性个体的生存。这是生化反应向快速或高效的方向演化的关键，
其结果是使蛋白酶获得了惊人的催化能力，即通过同质性个体的竞争性存在推动
了这样的演化过程。一般来说，在同样的结构体制下，生命构建（繁殖速度）越
快，就越能得到自然的青睐。
六、为何生命倾向于产生同质性个体？
遗传系统的本质就是生产同质性个体。反过来说，同质性个体的生产过程需
要把规则或生产程序记录下来，这就是所谓的遗传系统——专门司职生命信息（外
在和内在）的记录与传递。
为何生命倾向于产生同质性个体？这看似一个哲学概念，但亦有生物学证据
——DNA 纠错机制的存在，这可视为一种生命同质性的维持机制。同质性个体的
产生倾向从何而来呢？这大概是一种个性生命节律化的结果，这种节律性可能源
自细胞分裂机制的出现。
而细胞分裂机制是如何产生的呢？简单地说，它可能源于在太阳光能的刺激
下，包埋在脂质囊泡中的元素的重组，是具有选择通透性的脂质囊泡在处理其光
合产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脂质囊泡的物理化学特性决定了只能允许一定体积
存在并且容易分裂。由于一些小分子物质容易进出，而大分子则不能，这样就会
出现光合产物堆积—囊泡破裂—光合产物堆积……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堆积速
度越快，分裂亦越快）。如果同质性个体反复生成，就会迎来可遗传的个体生命的
诞生。
为何出现光合作用？这可能是太阳光能刺激包裹在脂质囊泡中的生命构件的
结果，其关键是实现了光能向化学能的转化——通过跨膜质子梯度成功合成 ATP。
在产生同质性个体的方向性选择中，以 ATP 为核心的生化系统逐渐成型，从随机
性中筛选出了各种生化循环，这也是一种节律性，虽然这种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
亦被称之为自组织、秩序化或结构化。生命的节律性在高等动物那里扬升成了复
杂的习性、本能或欲望……！
七、为什么信息？
遗传信息的本质不过是核酸与蛋白质之间的立体化学关系，而自然界中其他
分子与分子之间的化学联系比比皆是，但为何都不能形成信息呢？其实，离开了
生命个体，遗传信息不可能出现，物质世界只有存在与变化。而原始遗传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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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介导的个性生命节律化的产物，是一种同质性个体的复制机制，而同质性个
体的存在亦成就了一种客观的原始生命目的性。
对现存的自然界来说，没有目的，就无所谓信息，因此，信息一定隶属于一
种目的性实体，这只能是生命。那么，什么是生命的目的呢？它就是获取阳光（或
食料）、求生与繁殖。信息就是具有目的性的生命个体在感知与适应客观实在（外
部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生命的信息多种多样，在最原始的遗传信息之后，衍
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信息类型，如视觉信息、听觉信息、感觉信息，等等，并有专
门的储存区域，如人的大脑。
对个体而言，获取、加工与利用信息，就是为了适应与生存，一旦一个生命
个体失去了对所有信息的感知，就意味着死亡近在咫尺。而种族的遗传信息（主
要镌刻在 DNA 之中）则是通过个体的生存与繁衍而传承，它保存了个体构建与
生存适应的物质基础与基本原则。
八、进化如何秉承起源？
进化与生命起源不可割裂。生命是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对立统一，亦是共性和
个性的对立统一。个体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它亦是生命的开端。生命的
演化从个体性启程，接着筛选出节律性，进而建立起了同质性个体的传递机制——
遗传，这样创造出了共性。因此，生命的起源就是一个从个性走向共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通过密码子记录生命信息并能将之传递到子代（制造同类
型个体）的遗传系统。
但是，生命诞生之后，遗传并未能保证生命的绝对同质性，因为繁衍出的子
代是多少带有一定异质性的个体，这部分是内禀的，部分是对环境适应与调节的
结果，前者就是达尔文的随机变异和现代遗传学家的基因突变，后者就是拉马克
的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因此，生命的演化就是同质性的“撕裂”过程，或者
说，遗传牵引着生命的同质性与共性，而适应（无论是通过随机变异的筛选，还
是通过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不断创造着生命的异质性与个性。但遗憾的是，人
们在未能确认拉马克式适应对物种分化的意义之前，就用“中心法则”予以了彻
底否定。
从生命起源的视角来看，生命的共性与个性难以割裂，因为，创造出共性遗
传的正是个性的节律化，因此它们互为因果，但为何现代进化论要将这种节律化
式适应的遗传改造作用予以彻底否认呢？难道生命由之而来的秉性就这样消失殆
尽了吗？
核酸以及制作它的核苷酸，在支撑生命运作的能量和信息方面之绝对重要性
毋庸置疑，但是假如没有蛋白质这种高效无比的酶，生命亦可能一事无成。酶就
是在能量（ATP）驱动下将 DNA 图纸变成现实的生命建造者，它亦是生命对环境
的直接感应者，是生命功能的执行者，主要是它——支撑了个体的生存，一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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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适应的生存。
在现存的生命系统中，核酸和蛋白质互为因果，即蛋白质既服从 DNA 的指
令，也负责“复印”DNA 图纸。而互为因果的两者之间，如何能说一方绝对决定
另一方呢？既然互为因果，对蛋白质的影响为何一点都不会传递到 DNA 呢（无
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如果 DNA 真是决定一切，那一种生物的核就可随便
移植到另一种生物的去核细胞中去，就会完全呈现出核供体生物的性状，而无论
它们的亲缘关系或近或远，这可能或容易吗？
试问，数以千万计的物种，数以千万计的图纸，难道图纸仅仅因为复印的差
错而不断产生出新图纸，而一丁点都没有那神圣设计者——大自然的各种生态模
子——通过改变体质（如通过物种的生理·生态适应性）而留下的对遗传图纸改
写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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