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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的權
銳昌研究員及其同事陳占起等完成

的這項研究成果已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
期刊《科學》雜誌上。人們普遍認為，
哺乳是哺乳動物獨有的行為。儘管有一
些類群的動物、如鳥類和蟑螂、也提供
類似乳汁的分泌物來餵養後代，但無論
是從行為模式、持續時間、還是功能
上，牠們都難以被稱之為哺乳。然而，
該次成果表明，大蟻蛛具有長期的哺乳
行為，且該行為在上述各方面都與哺乳
動物一致。

幼蛛受哺20天 斷奶需等40天
陳占起在一次野外採集中發現大蟻蛛
母親與已成年幼蛛一起生活的奇特現象
後，開始了對數百隻大蟻蛛長達數年的
觀察，發現新孵化出的幼蛛會通過吸食
其母從生殖溝分泌出的液滴生長發育，
並在最初的20天之內完全依賴此液體存
活。這種神奇的「蜘蛛奶」的蛋白質含

量是牛奶的4倍左右，而脂肪和糖類的
含量則低於牛奶。
20日齡的幼蛛體長可以成長到其母親

的一半左右；從20天到40天，幼蛛會自
己外出捕獵，也會繼續從母體吸食乳
汁，為「斷奶」前的過渡期；大約從40
日齡起，幼蛛完全斷奶，而此時的幼蛛
體長已達成年大蟻蛛的八成。

雌蛛可以「啃老」雄蛛被趕離巢
大蟻蛛的另一神奇之處是：牠們會

「啃老」。研究發現，幼蛛斷奶後並不會
離開其母親，而會繼續回巢生活；成年之
後的雌蛛後代甚至仍繼續和母親生活在同
一巢穴；但是當雄蛛後代成年後，母親和
其姐妹則會將成年的雄蛛驅趕離巢。該現
象顯示了母系社會的特點。

無奶幼蛛難活 學界重審哺乳
為驗證「蜘蛛奶」和蜘蛛媽媽親代撫

育的作用，科學家們專門比較了幼蛛在
各種情形下的成長狀態。在蜘蛛媽媽撫
育和餵奶的情形下，幼蛛的存活率和成
長狀態最佳；蜘蛛媽媽撫育但不餵奶的
情況次之；如果沒有蜘蛛媽媽，幼蛛的
存活率大大降低。大蟻蛛會照顧成年之
後的後代，這種超長的親代撫育行為此
前被認為僅存在於壽命較長的高等社會
性脊椎動物類群中，例如人類和大象。
學界認為，上述關於大蟻蛛哺乳、超

長親代撫育的發現被激發科學家重新衡
量和定位有關哺乳現象、行為及長期親
代撫育在動物界，尤其是無脊椎動物中
的存在現狀、進化歷史和意義。

中科院：大蟻蛛竟會哺乳
昨日，中國科學家發佈了一項顛覆常識的有趣研究：一種名為大

蟻蛛的蜘蛛，竟然會用母乳哺育後代；其「蜘蛛奶」蛋白質含量高

達牛奶的四倍，且成年後的雌性大蟻蛛還會「賴」在母親巢中「啃

老」。據悉，這是國際上首例發現的哺乳動物之外能通過哺乳養育

後代的現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蜘蛛奶」蛋白質含量為牛奶四倍

■中科院科學家陳占起介紹對大蟻蛛哺
乳的新發現。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攝

乳汁滴液

大蟻蛛母親分泌
乳汁的生殖溝

■■幼蛛出生第一周吸食其母幼蛛出生第一周吸食其母
親從生殖溝分泌的滴液親從生殖溝分泌的滴液。。

■■ 幼蛛出生幼蛛出生4040天後天後，，長成長成
半成年的蜘蛛半成年的蜘蛛。。

■■ 陳占起展示陳占起展示
大蟻蛛大蟻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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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南京市政府與國家圖書館近日公佈：南京已動
工復刻出版家胡正言於明代主持印製的《十竹齋箋
譜》，將於明年6月完成印製100套。該譜所運用的
「餖版拱花水印木刻技藝」曾創造了世界印刷史上的里
程碑，但亦曾失傳多年。今年57歲、領銜復刻工程的
江蘇雕版工藝師花費了兩年多時間成功「復活」了「拱
花」絕技。
劉坤說，水印木刻基本程序為繪、刻、印；「拱花」

是在經過「餖版」套色後，在平面印刷基礎上，在柔軟
的宣紙表面壓印出凸起的暗紋，讓畫面產生淺立體浮雕
效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北京報道

江蘇南京
「拱花」絕技「復活」

經過多年研究，在海拔4,600米的藏北羌塘
高原，中國科學家發現一處具有原生地層的舊
石器時代遺址尼阿底，證實晚期智人在距今3
至4萬年前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區。這
是迄今青藏高原最早、世界範圍內最高的舊石
器時代遺址，刷新了學界和大眾對青藏高原人
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
的認識。
這一研究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由中科院

古脊椎所高星課題組和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
究所合作完成。高星研究員介紹說，尼阿底遺
址位於那曲地區申扎縣雄梅鎮，距拉薩市約
300公里；遺址出土的石製品具有鮮明的文化
特色，顯示與中國北方和西伯利亞地區密切的
文化聯繫。上述研究成果已在美國《科學》雜
誌在線發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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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高星研究員在發佈會上介紹尼阿底遺址

的發現過程及研究成果。 中新社

欣賞韓國瑜 港「地產大亨」黃志祥將投資高雄

丁守中聲請重新計票
預計12月3日啟動驗票

蔡英文「不滿意度」再創新高
「九合一」選後最新民調：

台業者盼兩岸合力發展觀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稱，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
聲請查封票箱並重新計票；台北地
方法院昨天完成查封作業，並預計
12月3日起到台北市選舉委員會啟
動重新計票作業。
為此，台北地方法院昨日早上先

由民事庭長召開重新計票過程會
議，下午2時再與行政機關召開重新
計票需要各科室配合的會議；下午3
時，則對於參與驗票的法官舉行行
前說明會。

50組人力計票
台北地方法院指出，重新計票作

業支援的法官跨各庭，但不要求參
與法官取消原庭期；目前規劃以50
組人力投入，每組配置法官一人、
書記官一人、丁陣營律師、柯陣營
律師、2位選務人員。另關於選票
搬運費用事宜，已經與台北市選委
會協調妥適，並無出現選委會不願
意負擔費用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在
昨日開幕的2018福建旅遊生活展上，台灣海
峽兩岸旅行發展協會理事長姚大光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該次率台灣桃園、宜
蘭、澎湖、雲林、花蓮、彰化等地的旅行商一
起到福州參展，希望把有福建特色的旅遊產品
推介給台灣旅行商和民眾。

選舉結果或促進陸客赴台
姚大光稱，陸客赴台遊給台灣觀光產業曾
創造了巨大商機。「九合一」選舉結束後，台
灣南部多個縣市「綠地」變「藍天」，大陸赴
台觀光榮景將有望恢復。姚大光指，30多年
來，台灣跟福建一直有旅遊合作；參加這個旅
遊生活展可以及時了解福建省旅遊動態，轉告
給台灣的旅行商。台灣旅遊商業同業公會聯合
會理事長張東周亦表示，即日起，此行的旅行
商們將赴福州永泰溫泉會館等地參觀考察，了
解福州民眾對訪台的意向，希望以後能達成兩
地合作共贏項目，期盼台灣旅遊產業能在兩岸
業界共同努力下重見曙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為強化管理及促進

觀光，今次2018福建旅遊生活展，展會面積
20,000平方米，標準展位1,100個，設置旅遊
目的地形象展區、境內外旅行商展區、全國旅
遊集團聯盟展區、酒店展區、工藝美術展區、
溫泉展區、汽車專題展區等八大主題展區，突
出旅遊銷售功能，強化旅遊品牌推廣，注重旅
遊創意體驗。開幕式上，「愛遊福建」全域旅
遊智慧平台正式上線，成為2018福建旅遊生
活展會的一大亮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ETtoday新聞雲報
道， 前台中市長胡志強在「臉書」透
露：香港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因為欣賞
國民黨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屬意要
到高雄投資發展。
韓國瑜於11月29日在高雄市黨部召開記
者會，胡志強陪同黃志祥到場，商談在高
雄合作、投資事宜；會後，胡志強亦在「臉
書」表示，黃志祥得知韓喊出要發展經濟、
「高雄發大財」的口號後，還特地拜託胡
安排讓他與韓國瑜碰面。

黃：將助力就業 韓：我們要更多
胡志強在「臉書」寫道：「看到韓國

瑜一當選，我海外的華人朋友馬上致電
給我！」胡表示，黃志祥在電話中向他
說：「He said he needs jobs, I give him
jobs！（編者譯：韓國瑜說要增加就業，
我便提供就業！）」而韓國瑜聞言後也
回應：「We need more than jobs！（編
者譯：除了就業，我們還要更多！）」

投資或涉星級旅館業
與會的國民黨籍高雄市民意代表黃柏

霖表示，黃志祥透過媒體報道得知韓國
瑜當選後大受感動，同時也對韓的理念
表示支持，主動聯繫上胡志強請求安排
與韓見面，並商討投資高雄事宜；黃柏
霖透露，信和集團在香港、新加坡經營
旅館、物流業，此次來到高雄投資，未
來有可能會開設星級旅館。

現年66歲的黃志祥是香港相當知名的
「地產大亨」。1970年代，黃志祥與父
親進軍香港地產，以獨到的眼光相中了
尖沙咀土地，並成功地賺入了巨額利
潤；黃志祥向來有「地產超級大好友」
稱號，每每政府賣地總能見到他的身
影；他旗下的信和置業更跨足了務業租
賃、務業銷售、酒店經營、管理服務、
股票投資及買賣等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台灣《中時電子報》報道，在「九合一」

選舉結束、民進黨慘敗後，昨日，台灣地區迎來 「九合一」選舉後首次

民調；其中，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執政「不滿意度」再創新高。

據《美麗島電子報》昨日公佈的最新民
調結果顯示，對蔡英文「不信任度」

的指標達58.9%，比十月微增0.1個百分
點；「不滿意度」與上次民調結果相較，上
升了0.6個百分點，高達67.9%，再創新
高。施政調查中，台灣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
賴清德的「不滿意度」也過半，達到了
53%。

蔡英文嚴重失民意
民調顯示，對蔡英文的「信任度」僅24.7%，

與十月調查相較下跌2個百分點；蔡英文的執
政「滿意度」為20.9%，更比十月下滑4.6個

百分點；參與民調者中，未明確回答者有
11.2%。據統計，目前，蔡英文執政表現的「滿
意度」與「不滿意度」比率分別達到了其2016
年就任後的新低與新高。
施政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對賴清德的「不
滿意度」與十月相較增加1個百分點；「滿意
度」為30.4%，但比十月驟減7.9個百分點；
未明確回答者有16.6%。民眾對賴清德的施政
表現「滿意度」與「不滿意度」比率分別達到
其就任一年多來的新低與新高。
自「九合一」民進黨敗選以來，蔡英文辭

去黨主席；賴清德、蔡辦秘書長陳菊雙雙請
辭，亦都接受慰留；坐擁250萬新台幣年

薪，有「高級實習生」之稱的台北農產運銷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吳音寧也於11月29日
被公司董事會解職。
此外，「九合一」選舉結果國民黨大勝，

但民眾對國民黨態度並未見明顯改變。調查
顯示，36.9%民眾對國民黨有好感，比10月
調查減少4.8個百分點；另有34.8%在調查
中表示對國民黨反感。

■■香港地產大亨黃志祥香港地產大亨黃志祥（（左六左六））於於1111月月2929日下午與韓國瑜日下午與韓國瑜（（左七左七））碰面碰面，，商討投商討投
資高雄事宜資高雄事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灣海峽
兩岸旅行發
展協會理事
長姚大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蘇榕蓉 攝

■最新民調顯
示，民進黨蔡英
文「不滿意度」
創新高。圖為早
前台民眾因退休
警消及公教團體
不滿年金改革，
上街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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