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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龍標本內雛鳥的
復原圖。 網上圖片

約 9,900 萬
年前的雛
鳥，被
完 整 藏
在一枚長
約 9 厘米的
琥珀中。昨日，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介紹，來自中國、加拿大和美

琥珀首現古雛鳥
距今 9900 萬年
該研究由中國地質大學（北
京）邢立達副教授、中國

國的科學家團隊有史以來首次在琥

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研究所外籍研究員鄒晶
梅，中國科學院動物所
白明副研究員、加拿大
薩斯喀徹溫省皇家博
物館瑞安．麥凱勒教
授等學者合作開
展。研究論文發表
於國際知名地學刊
物《岡瓦納研
究》。
2016 年 ， 邢 立
達團隊發現了世
界上首例琥珀中
的古鳥類翅膀和
非鳥恐龍內容

珀中發現雛鳥標本。該化石保存了豐
富的雛鳥身體細節，其中的鳥足更是
清晰可見。

2017年
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星期五）
）

■新華社

■比龍標本蘊藏幾乎完整
的雛鳥。小圖為標本內的
鳥足。
網上圖片

物。「我們在 2015 年便發現了數
個更完整的古鳥類琥珀，儘管骨
骼的三維重建耗費了大量的時間
和精力，但結果令人非常震
撼。」邢立達介紹，「研究表
明，此次發表的標本是一隻較為
完整的反鳥類雛鳥，記錄了其生
命最初幾周的骨學和羽毛特
徵。」

標本罕見 保存完整
「此次我們描述的古鳥類琥珀
珀體很大，長約 9 厘米，容納了
接近完整的一隻古鳥類頭部、頸
椎、翅膀、腳部和尾部，以及大
量相關的軟組織和皮膚結構。」
論文的作者之一、美國洛杉磯自
然史博物館恐龍研究院院長路易

斯．恰普介紹「這些保存下來的
軟組織除了各種形態的羽毛之
外，還包括了裸露的耳朵、眼瞼
以及跗骨上極具細節的鱗片，這
為古鳥類研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
機會。」
這件標本來自著名的琥珀產
區 —— 緬 甸 北 部 克 欽 邦 胡 康 河
谷，此地的琥珀距今約 9,900 萬
年。邢立達說：「這隻小鳥體
形嬌小，當時牠生活在緬甸北
部潮濕的熱帶環境中，不幸被
柏類或南洋杉類針葉樹所流下
的樹脂包裹，在漫長的地質年
代中形成琥珀，並一直保存至
今。」琥珀中的古鳥標本保存
極為完好，尤其是約 2 厘米長的
金黃色鳥足特別醒目，「上面

博士自資80萬護螢 望推廣創新保育法
付新華是華中農業大學植物科技學
院副教授、中國首位螢火蟲博士，他
成立了內地首個螢火蟲研究及保護公
益組織，並在湖北通山大耒山建立內
地首個螢火蟲保護地。
2008 年開始，付新華通過講座、著
述、攝影，向公眾傳達科學賞螢、保
護螢火蟲棲息地的理念。後來，他發
現螢火蟲被捉到城市裡放飛、在網上
售賣的現象越來越多。隨着經濟的發
展，環境的污染破壞，某些種類的螢
火蟲數量已經非常少，處於一個亟待
保護的狀態。付新華覺得光呼籲還不
行，一定要做實事，於是便成立了內
地唯一一家螢火蟲環保組織——湖北
省「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

繁育基地年育逾8萬螢火蟲
2014年，付新華在科考之時，無意發

現大耒山的自然生態是螢火蟲生長的絕
佳環境，於是便將螢火蟲繁育基地建在
了大耒山。他前後投入了超過80萬元人
民幣積蓄，用於基地的建設、復育。為
了創造適合螢火蟲的生長環境，付新華
團隊從村民手中流轉來了一片水稻田，
把室內繁育的水生螢火蟲釋放到田中，
使水稻田螢火蟲數量增加。他們研發的
產品「亮火蟲大米」，採用不打農藥、
不施化肥、不打除草劑等的耕種方式，
改善了水稻田的生態環境，保護了水生
螢火蟲。距水田不遠處還有 100 餘平方
米的繁育基地，裡面主要分為兩部分，
一邊用籃子乘土加以引水打造適宜幼蟲
生長環境，另一邊將成型螢火蟲放置紗
網中，便於交配。付新華介紹，17年來
他研發出的工廠化螢火蟲繁育技術運用
於此，每年可以繁育出8萬餘隻螢火蟲。
談到對繁育基地下一步效果的期

待，付新華表示想以大耒山為試驗
場，在此實驗螢火蟲復育的模式和技
術，並將這種模式複製全國各地。同
時能讓公眾近距離、方便地觀賞到漫
天飛舞的螢火蟲。同時也以螢火蟲作
為生物指示物種，修復我們的生態。
■澎湃新聞
■付新華普及螢火蟲知識
付新華普及螢火蟲知識。
。
湖北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供圖

■位於湖北通山大耒山的螢火蟲生態保育園。

湖北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供圖

■到現場的同學們每人都會分到一份大櫻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攝

多個新品已獲推廣
據介紹，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

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園藝學院
蔡宇良教授與匈牙利布達佩斯考
維尼斯大學開展合作，攻克櫻桃
根癌難關，選育出甜櫻新品種和
適合加工的酸櫻桃品種共 8 個。
此次品鑒活動共展示了 7 個品
種，都是目前甜櫻桃市場的主打
和暢銷品種。所有產品均來自該
校銅川果樹試驗站和渭河櫻桃試
驗示範基地。而供現場品嚐的
「短枝艷陽」為中熟櫻桃新品
種，「吉美」為晚熟耐儲運櫻桃
新品種。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果
大、肉厚、形美、味脆甜、色艷

麗。其中「短枝艷陽」單果重 12
至14克，最大可達到24.7克。
活動現場，同學們一邊品嚐美
味，一邊拿出手機拍照，可謂甜
在嘴上，樂在心裡。櫻桃課題組
育種成果、試驗站專家技術團隊
的展板前也吸引了許多學生駐足
觀看。有同學表示，對學校最新
的科研成果感到既驕傲又自豪，
免費發放櫻桃不僅是一種福利，
更是激勵大家學習這種科研精
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陝西報道

四川成都大貓熊繁育研究
基地最年長的熊貓「蘇
蘇」，本月 2 日因多功能器
官衰竭病逝，享年 34 歲，
相當於百歲人瑞。
母貓熊「蘇蘇」一生身世
坎坷，命運多舛，科研人員
估計牠出生於1983年，1986
年 5 月從野外搶救回當時的 ■大熊貓「蘇蘇」生前圖
成都動物園，已接近成年， 片。
網上圖片
而且其中一隻眼睛已被打
傷，造成永久性失明。翌年的一次麻醉體檢中，「蘇蘇」因
麻醉意外至呼吸停止3個半小時，休克25小時。憑藉其頑強
的生命力和醫護人員的全力搶救，奇跡般起死回生。
近年，「蘇蘇」開始出現高血壓、肝功能下降、心臟功能
衰竭等老年病症狀，採食竹筍日漸減少；基地團隊還配製了
專門的腸道營養液供牠口服。今年5月下旬以來，「蘇蘇」
病情逐漸惡化，活動減少，食慾降低，精神時好時壞。基地
派出獸醫和飼養員對其進行24小時的精心護理，但仍於本月
2日下午昏迷，經搶救無效，宣告死亡。
■中新網

內地高考期間，山東德州一中考點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
人格外引人注目。老人姓袁，今年 70 歲，是特意過來陪
外孫女參加高考的。袁女士有 3個兒子、1個女兒，其中 3
個兒子都是大學生，今年考試的是小女兒家的孩子，去年
和前年也曾陪孫輩高考，30 年來她至少已經陪考 12 次
了。「我自己沒有文化，看到孩子們高考特別開心，以前
是陪兒子和女兒考試。現在每一位孫輩中考、高考，我都
到考場陪考。」
在山東薛城八中門口，也有這麼一位執着的陪考老人。
「今年是陪考第十年啦！」說起陪考，70歲的張奶奶很有
經驗，她連續 10 年分別陪着自家的五個外孫和親戚家的
孩子高考。「只要是家裡有孩子參加高考，我都會來這裡
陪着。」今年，親孫子參加高考，張奶奶很是激動，「昨
晚緊張得我一夜沒睡，孫子也是緊張，沒吃好也沒睡
好。」
■《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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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渝
港青年交流促進會、澳門菁英會及重慶市
渝台經濟促進會聯合主辦的尋找「一帶一
路」新機遇菁英論壇在重慶圓滿舉行。

■郭小青舉辦音樂會慶回歸
成熟、從平凡到卓越的成長見證。她還表示，將繼續
探索將民歌藝術推廣的新形式、新渠道，希望民歌成
為香港人了解中華文化的紐帶，讓民歌文化的傳承之
路更廣闊綿長。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25 周年銀禧盃賽舉行

■張傑(右四)頒發獎盃予勝出馬匹的馬主，練馬師及騎
師亦各獲贈小型獎盃一座以資紀念。

川34歲熊貓病逝 年紀如百歲人瑞

尋找「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新機遇菁英論壇圓滿舉行

郭小青舉辦音樂會慶回歸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25 周年銀禧盃賽，日前假賽馬
會沙田馬賽舉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工業貿易署署長甄美薇蒞臨，並與香港

據了解，研究團隊在剛獲取標
本時，只是注意到了一對非常精
美的鳥足，之後採用顯微 CT 等
無損設備來成像和分析標本，才
發現了琥珀內部還隱藏着頭骨、
脊椎等重要信息。通過對 CT 數
據的重建、分割和融合，最終無
損得到了所有骨骼的高清 3D 形
態。
專家們認為，比龍標本是目
前緬甸琥珀中最完整的古鳥類化
石，琥珀的特異性使其保存了人
類歷史上最豐富的雛鳥骨學與軟
組織細節，為人類了解反鳥類和
今鳥類在發育上的顯著差異提供
了新的證據。

■責任編輯：米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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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周年之際，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小青在香港文化中心帶來一場民歌
盛宴，邀請香港的民歌藝術愛好者共同感受民歌芬芳馥
鬱、甘醇質樸的獨特魅力。
郭小青是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學博士、中國音樂學院
民族聲樂碩士，現為廣州大學特聘專家，同時擔任福建
省青聯港區委員及中華民歌藝術推廣協會主席。演唱會
上，郭小青不僅演繹了《六月茉莉花》、《小河淌
水》、《天黑黑》等經典民歌曲目，還將眾多耳熟能詳
的影視劇插曲重新演繹，賦予獨特的「郭氏風情」。
郭小青在音樂會結束後表示，民歌不僅僅是陪伴她
人生的一種藝術形式，更是她作為中華兒女血液裏流
淌的一種情懷，是伴隨華夏民族從無到有、從稚嫩到

重構信息 助推研究

七旬嫗心繫兒孫 堅持陪考數十載

陝高校自產櫻桃 眾學子共享豐收
六月初夏，又到了櫻桃成熟的
季節。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位於
陝西渭河的櫻桃試驗示範基地，
由該校培育的櫻桃新品獲得大豐
收。日前，該校採摘了 9,000 公
斤味道脆甜、色彩艷麗的櫻桃，
在校區學生餐廳前舉行「品味西
農——科研成果進社區之櫻桃品
鑒活動」。3 萬學子在品嚐甜蜜
果實的同時，亦深入了解了學校
專家的頂級科研成果。

的鱗片，絲狀羽栩栩如生，有
很鋒利的爪子，當時當地人都
以為是蜥蜴爪，但我意識到這
個標本尤其特殊，更像鳥類的
足 部 。 」 標 本的擁有方、騰衝
虎魄閣博物館館長陳光回憶道，
「我們後來選擇與邢立達團隊合
作研究，他確認了我的猜測，這
確實是鳥足！而我的愛人則給這
件標本起了一個昵稱，叫『比
龍』， 這 是 緬 甸 一 種 琥 珀 色 小
鳥（小雲雀）的當地讀音。」

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張傑、協會創會會長蔣麗芸、基金
會會長史立德，以及協會歷屆會長一同主禮祝酒儀式，
慶祝協會成立 25 周年，並為銀禧盃賽揭開序幕。逾 200
名來自政、商、教育界人士聚首一堂，一同見證。
張傑致辭表示，協會成立以來，立足香港，心繫祖
國，放眼世界。未來將會繼續推廣工業，培育工業人
才，希望共創經濟繁榮。
史立德表示，基金會一直支持協會在工業教育培訓的
工作，至今捐資總額超過港幣 500 萬元，受惠學生近
3,000 人。他期望，協會與基金會繼續同心協力，帶動
香港工業與時並進。
銀禧盃賽事排於當日第五場進行，7 號火箭駒勝出。
張傑頒發獎盃予勝出馬匹的馬主。此外，勝出馬匹的練
馬師及騎師亦各獲贈小型獎盃一座以資紀念。

■「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與渝港青年交流促進會、重慶市渝台經濟促進
會及重慶「一帶一路」經濟研究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四方協商保持友好
合作關係，並就「一帶一路」課題研究展開學術及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

重慶市外事僑務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婭茜，
全國政協委員兼「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長

王貴國、副院長李鋈麟，渝港青年交流促進會會長李
啟傑、主席高曉榮，及全國政協委員劉雅煌等嘉賓蒞
臨主禮，與場內逾 200 位觀眾一同探討「一帶一路」
商機。由沿線國的專家學者分享他們對「一帶一路」
的前景分析，並就青年人如何從「一帶一路」中獲益
發表自己的見解。
張婭茜致辭時表示，重慶作為中國中西部的唯一直轄
市，是國家「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連接點。
「一帶一路」為重慶帶來的機遇，亦屬於港澳同胞的全
體青年，期望重慶和香港攜手並進，共同為實現「一帶
一路」美好願景作出新的貢獻。

王貴國表示，由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作為規模龐
大的經濟合作方案，其成功落實有賴沿線國家及年輕人
的積極參與。他相信重慶近年的高速發展，能為「一帶
一路」沿線地區帶來新的啟示。
李鋈麟表示，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超級
連繫人」角色，推動和深化與沿線國的全方位互聯互
通，為年輕人創造機會，期望透過這次論壇讓更多青年
拓闊視野，把握機會，讓「一帶一路」成為每個人的成
功之路。他指，「一帶一路」除了是沿線國政府的工
作，亦是沿線國人民的共同使命。他設想可在重慶設立
「一帶一路」中心，將沿線國的工商界、法律界專才全
年不間斷匯聚在重慶，方便中國「走出去」，吸引沿線
「走進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