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起源 

THE NEW GENESIS 

外星人制造了地球生命 

作者 

WOJCIECH K. KULCZYK PhD 

译者 

李元辉 

  



2 

 

致我的孩子们 

Katherine 和 Christopher 

  



3 

 

致谢                           

我要感谢 Wojciech Brański 博士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优化了本书中

一些难题的表述。 

我要感谢 Michael Behe 教授和 Michael Cremo 允许引用他们书中的材料。 我感谢根

特大学的 Bart Mesuere 博士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高磁场实验室的 Eric Clark 允许我在

书中使用他们的图表。 

我要感谢 Witold Koczyński 提供了大量有关 1983 年华沙灯光事件的信息。 

特别感谢我的女儿 Katherine 和儿子 Christopher 的意见及准备的数据，以及在本书编

辑方面的大量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将很难出版。 

我非常感谢李元辉花了这么多时间将我的书翻译成中文。 

  



4 

 

目录                                                                      

致谢。 

引言。 

第一章：星球的选择和准备。 

第二章：水。 

第三章：始祖生命。 

第四章：复杂的细胞。 

第五章：能量的产生和转化。 

第六章：寒武纪大爆发。 

第七章：征服陆地。 

第八章 : 人类。 

第九章：人类的大脑和思想。 

第十章 ：进化论。 

第十一章 ：智能设计和定向进化。 

第十二章 ：工程设计。 

第十三章：最伟大的实验。 

第十四章：寻找。 

结束语。 

附录 1： 水的输送和地球轨道变化的计算。 

附录 2 ：华沙的灯光。 

注释。 

名词解释。 

插图清单。



1 

 

引言                                                                      

如何解释自己的存在以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是人类一直想解开的最大的谜团之一。在过去

的五千年里，宗教为大多数人提供了一个普遍满意的答案——上帝创造了一切。 

哥白尼时代之前，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存在。创造宇宙

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惬意。人有权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发这个世界。自从哥白尼发现

以来，地球不仅在天文学位置上失去了中心位置，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失去了中心位置。然而，

由于宗教教义继续强调人类是上帝最重要的创造物，人类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几百年前，当人们开始就世界如何运转提出问题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科学方法

的发展和宗教权威的丧失，生命起源问题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兴趣焦点。 

19 世纪的科学范式不能接受超自然解释的生命起源和人类创造。上帝的干涉超出了科

学思想的范围。如今科学以化石的形式提供了更确凿的证据，表明地球上的生命存在时间比

以前宗教所解释的要长得多。达尔文注意到生命的逐渐发展，并阐述了他认为的地球上的生

命起源。 

所以进化论取代了宗教来解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这个新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

释。智能生命的发展是由突变引起的随机基因变化和淘汰较弱生物体的自然选择过程的结果。 

进化理论变得貌似非常可信，因为人们可以感知到地球上生物的逐渐发展，从非常简单

的细菌到人类。虽然这一假设从未被证明，但它被默认为正确的，因为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创

世论。 

进化理论的结果是，它把人从高高在上的地位上拉了下来，把人看作是随机突变的一个

无关紧要、无关紧要的产物。人不仅失去了他在宇宙中的地位，而且也失去了他在宇宙中的

目的。目前，地球上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包括许多宗教人士，都认同这种哲学。 

进化理论在解释生命起源方面一直不太成功，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相信生命

起源于一种受到放电影响的原始汤。这一假设已被摒弃，但即使提出 RNA 世界和海底火山

喷口化学物质是最早的生物来源，新的假设仍缺乏任何合理的解释。 

当进化假说被提出时，我们对生命，尤其是细胞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人们很自然地认

为细胞非常简单，因为用光学显微镜是不可能穿透它的秘密的。然而，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

新科学工具的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分子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在过去的 60 年里，遗传学

和分子生物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提供了令人震惊的新知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已经显著地

增加了，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而且还在加速。 

这些新发现不仅表明生命已经存在了近 40 亿年，而且还表明生命从一开始就非常复杂。

即使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如细菌，也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和控制系统。这个新的信息应该

促使进化论者重新考虑整个进化方法。但毫无效果。实际发生的是，细胞关键的进化分子发

展被置于“黑暗时代”，正好是地球上生命开始的时候，这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 

生命起源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这意味着没有证据，没有化石，没有关于生命发展中

最重要时期的任何信息。进化论者希望我们相信，生命中最复杂的组成部分形成于地球环境

准备好孕育生命的最初时期。然而，对于这是如何发生的，并没有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我

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部分刚开始出现的生命与现在的生物体非常相似。 

由于这种立场，我们应该相信生命以某种方式出现，只是后来以某种未知的方式发展。

当然，有许多假设提供了多种情景，但没有一个是合理的，很多只是荒谬的。我发现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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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质上与宗教方法没有区别，宗教方法要求没有证据的信仰。因此，进化论者在解释生命

起源时采取了一种非科学的选择，尽管他们使用的是科学的语言。 

相当数量的科研人员无法接受这种解释，因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智能设计科学理论。该理

论认为，由于生物设计的复杂性，生物体不可能是进化的结果，而是由智能设计师创造的。

Michael Behe 在他的开创性著作《达尔文的黑盒子 1》中对智能设计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

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不可减少的复杂性”，表明某些生物组分不能由随机突变产生。 

这个理论为反对进化论提供了有效的科学论据。这些论点中有许多是进化论者无法回答

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将智能设计与超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问题是，智

能设计理论没有识别设计者，并不排斥上帝。智能设计理论的缺陷在于，对地球上的生命是

如何产生，为什么产生和发展，以及谁在主使缺乏科学的解释。本书的目的是解释生命起源

的整个过程，并提供关于设计者的设想。 

尽管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有如此多的发现，进化论者仍然宣扬生命是“简单的”，因此可以

自然产生的观点。由于对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学术解释如此简单，天体生物学家就采用了这种

方法，他们认为水的存在和正确的温度足以使生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在我们的银河系

中一定有数百万颗行星上居住着外星生物。这种乐观态度导致了一个名为“SETI2”，寻找宇宙

中智慧生命的科学项目诞生。然而，50 多年的探索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在哪儿?一些科学家

开始相信地球上的生命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规律，不如说是一种反常现

象。Ward 和 Brownlee 在他们的书中 3 概述了这一点，书中列出了生命存在所需的一系列

条件。 

似乎有必要用一种基于已知事实的纯科学方法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发展，不需要有任何

被迫遵循进化论范式的学术研究者所面临的偏见和压力。普通大众从学术机构获取官方信息，

他们没有意识到进化论阵营中隐藏的分歧。他们没有意识到官方信息已经被严格审查，并强

烈地偏向于支持进化论。一些解释是片面的，而且只讲了一半真相。在现实中，普通民众被

带入进化之路，却没有意识到这条路一点也不科学。 

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仅用科学数据来揭示进化论的真相。它强调在评价进化论的合理

性时应该使用概率。进化研究中缺少的是对关键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计算。我们对关键分子成

分的结构及其产生方式了解得如此之多，以至于熟练的科学家应该有足够的信息来得出某种

自发产生生命的概率数字。然而这些计算是缺失的，因为人们可以推测这个可能性已经低到

甚至 40 亿年都不足以创造一个细胞。 

为了说明进化的概率问题，本书提供了几个非常复杂的分子的描述，以便让读者自己决

定这样的分子设计是否可能偶然出现。 

目前对地球上生命起源的科学解释使用了这类描述“我们的星球是多么幸运，在正确的

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拥有正确的太阳，拥有足够的水，适宜的温度，构造板块等等” 我

们不得不问一个生命还能获得多少运气？如果一件幸运事件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而这样的

幸运事件有六七件，那么我们就不是在科学领域，而是在奇迹领域。如果我们不接受奇迹，

我们必须为这些事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本书试图提供这样的解释。 

所以我们终于到了最重要的问题。地球上存在生命是不可能的现象吗?宇宙中的生命是

独一无二的吗?如果生命是如此罕见和不寻常的现象，它是如何以及为何出现在地球上?这

是一个多次掷出生物骰子的问题，还是或许存在其他未知力量驱动地球生命发展？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说明地球上的生命是如此的复杂，它不可能是由随机事件自发产生的，

更不可能进化成智能生物。这样的生命只能是智能生命有目的设计的结果。我认为地球上智

能生命的出现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长期实验的结果。它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结果，而是与我

们截然不同的存在的产物。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些存在不仅聪明，而且非常强大。从某种意

义上，他们很容易被认为是神。然而，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必须遵守普遍的物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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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供一个基于生物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独立评估体系。我认为

生物系统应该用与机械或电子系统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并使用类似的标准和规则。我们

与生物分子打交道时，并没有使它们不同于化学聚合物或其他用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材料。可

以说生物是一个制造工厂。 

本书从整体上探讨了地球生命和人类起源的问题。生命是如此复杂的现象，它依赖于如

此多的参数，所有这些参数都应该被研究和评估。生命起源的实际过程并不像宗教文献中描

述的那样。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约持续了 40 亿年。它可以分为几个阶

段，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事件逻辑序列。它开始于选择一个合适的行星，结束于智慧的现代

人的出现，达到创造的终极顶点。在整个生命起源过程中最关键的事件是生命本身的产生。

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证明这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我们无法回到几十亿年前去核实到底发生了

什么。但是有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生命是由外星文明带来的。 

如果不了解细胞及其分子组成的基本工作原理，就很难证明设计的目的性。然而，细胞

的分子结构非常复杂，目前只有专门研究该领域的科学家才能理解。通俗科普书籍干脆省略

了对分子复杂度的描述。因此，没有第一手知识的普通大众，只能依靠流行的进化论解释。

这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让读者了解细胞的复杂性。如果不描述它的基本分子组成和结构，

就很难表达这种复杂性。这本书试图将科学专业词汇降到最低，但一定数量的术语是不可避

免的。这些术语用星号标记，并在本书末尾的术语表中简要说明。 

地球生命起源的第一阶段是环境准备。一颗从数百万颗行星中挑选出来的行星，必须位

于银河系和我们的太阳系中合适的位置，这样才能保证合适的环境条件。这颗行星还有一些

独特的属性，比如构造板块和磁场。地球被选为生命的栖息地是因为它满足了许多特殊的条

件。选择过程将在第一章中介绍。 

地球上生命最重要的成分是水。水具有其他液体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对生命有独特的

贡献。液态水是大量需要的，但在太阳系的这一部分并不存在。因此，必须安排送水，这一

点将在第二章中讨论。 

在送水之后，地球已经准备好支持第一生命。地球上最早的生物是像细胞一样的小细菌。

这些细胞能够利用光合作用捕获太阳能，并负责产生氧气。没有氧气，高等生命就无法发展。

最初的细菌已经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它们有几个巨大的分子结构，为未来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这些结构及其功能将在第三章中讨论。 

生命诞生后 20 亿年里地球上发生的事情并不多。细菌产生的氧气通过氧化铁和其他金

属来改变地球。当一个复杂的细胞，真核生物（eukaryote*）出现时，另一个巨大的发展步

骤开始了。这种细胞是构成包括人类在内的更复杂生命大厦的基本构件。第四章概述了此类

细胞的复杂性。 

实际上，第一个细胞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生物系统，具有非常发达的能量产生和转化过程。

能源系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复杂生物创造，超越了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发明。在地球第一个

细胞中引入的能量系统至今仍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体中使用，包括人类。第五章对该系统进

行了概述。 

接下来的 15 亿年是地球史上的一个平静时期。直到在距今大约 5.3 亿年前持续了 2500

万年的寒武纪大爆发期，所有生物的主要身体结构出现了。这是生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阶段。这段时期将在第六章中讨论。 

在寒武纪之前，所有的生命都是以水为生存基础的，没有专门为陆地生存设计的身体。

水是最安全和最友好的环境，但尽管如此，生命转移到了当时还不适合居住的陆地栖息地上。

这一举动非常不容易，动物和植物都需要重大的身体变化。这一步将在第七章中讨论。 

虽然动物世界发展得很好，但即使是最先进的类人猿也不像是智能生物。需要产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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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发展智力和意识的新物种。这不可能是现存类人猿的延续，因为新的大脑必须与所有

其他动物的大脑完全不同。人类的发展将在第八章讨论。 

地球上生命发展的顶点无疑是人类的大脑。大脑的发展和改变经历了多个阶段，最后一

个阶段发生在大约 6000 年前。大脑可能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我们将在第九章中讨论。 

公众对达尔文理论的认知和理解并不总是正确的，因此在第十章中，我对进化论做了更

接近真实的解释。解释了进化的两个基本支柱：突变和自然选择，并阐明了它们的局限性。 

由于进化论对许多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第十一章中介绍并解释了一种新的

智能设计范式。由于智能设计理论不包括物种的产生，因此提出了一种新的定向进化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学家对待自然世界的方式与物理或工程世界是不同的。这可能是因

为生物体看起来不同，它们是由有机分子而不是金属或塑料构成的。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发现，

生物体的运作和任何人造机器或工厂一致。第十二章介绍了生物结构的工程方法。 

第十三章回顾了所有的主要生命起源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必

须由高级智慧组织起来作为一个特殊实验的一部分。第十三章提出了新的成因设想，并讨论

了其重要阶段。确定生命起源的设计者是该分析的关键因素。这些高级智能生命是否也对人

类的苦难负责是本章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话题。 

关于地球上是否存在外星生命的最具争议性的假设将在第十四章进行讨论。我们讨论了

三个不同寻常的事件，这些事件应该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尽管我们相信外星生命一定在地球

上。 

我所展示的生命起源图景是基于最新的科学证据。必须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

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在过去的 20 年里，科学发现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这表明生命

是一种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的现象。只有高级智能体才能对这种复杂生命的起源负责。没

有直接证据表明外星文明参与了地球上生命的发展，但从生命起源的整个过程来看，这是最

合理的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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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星球的选择和准备 

科学观点普遍认为，宇宙中有数十亿颗行星，银河系中有数亿颗行星可以支持生命。该预估

基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理解，即生命很容易在有液态水的某段时间内自然出现。这种科学观点

在 1961 年由所谓的 Drake 公式 1 提出，该公式试图预测银河系中可以与我们交流的文明的

数量。Drake 认为，所有宜居行星都将出现生命，并最终产生智慧文明。他估计银河系中可

能存在多达 1 亿个文明。稍作研究即可得知，从这个方程得出的数字一定是错的。比如“费

米悖论”即可证实。“费米悖论”认为，如果宇宙中的生命如此普遍，那么为什么还没有被发现。 

支持智能生命所需要的环境是极其复杂的，但我们基于 Drake 公式的期望提供了不现

实结果。只有“稀有地球假说 2”更深入地研究了满足生命需要的条件。该假说认为，一个星

球要孕育生命，必须具备几个特定的条件。结论是银河系中没有那么多的行星可以满足这些

确切的要求。 

生命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现象，它只能存在于一个良好的环境中。这样的环境被称为宜居

带。它必须满足生活所需的基本要求，如液态水、适宜的温度和低辐射。虽然这些条件是必

要的，但不足以支撑生命出现。能够孕育生命的行星必须满足许多其他条件，本章将介绍这

些条件。我将探讨，高级智能体在选择适合支撑生命实验的星球之前必须采取的步骤。 

要选择一颗有可能形成适宜环境的行星，首先必须分析我们银河系的条件，并确定可能

存在生命的合适地带。下一步将是寻找能在数十亿年时间里稳定供应能源的太阳。行星在太

阳系中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在正确的区域。行星的地质结构、化学成分和大气也是生

命在数十亿年里存活的关键参数。 

在我们的星系中选择一个太阳 

我们生活在银河系，这是一个螺旋星系。从上方看，螺旋星系就像一个带有分臂的圆盘。我

们的星系直径约 10 万光年 3，厚度约 2000 光年。银河系大约有 4000 亿颗恒星，但尚不清

楚其中有多少可能适合维持生命。 

我们星系的中心地带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区域，具有非常密集的恒星。新恒星的诞生，老

恒星的爆炸，该区域发生了许多恒星碰撞。人们相信在银河系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它是

霍金辐射 4 的强辐射来源。在这个区域有许多中子星和超新星，它们是危险辐射的来源。那

里的高能电离粒子、伽马射线和 X 射线的水平非常高，使该地区不可能存在生命。目前还

不知道星系中心这个危险区域有多大，据估计它的半径至少 1 万光年。辐射强度与辐射源

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以通过远离高能辐射区域可以保护生命免受其害。因此，一个可以容

纳生命的行星必须尽可能地远离这个区域。 

然而，在星系的外围区域，形成固体行星需要的重元素的浓度很低。要形成一个类地行

星，需要大量的金属、硅和氧，而这些物质在外部地区是非常稀少的。更多比氦重的元素，

如氮、碳等，也是创造生命所必需的。似乎选择一个距离银河系中心约 27000 光年，并且

离我们的太阳位置较近的区域，即是提供良好的安全辐射的最佳选择，也是提供丰富的行星

和生命所需建筑材料的最佳选择。 

银河系有很多恒星，但只有特定大小的恒星适合维持生命。一颗合适的恒星必须具有足

够强的电磁辐射，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形成一个更大的宜居带，而且必须有足够长的寿命，

以支撑数十亿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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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河系中最常见的恒星是比太阳更小更冷的红矮星。但是这样的小恒星不适合用来孕

育生命。例如，一颗相当于太阳一半质量的恒星的光度只有太阳的 3.5%。由于能量输出如

此之小，这样一颗恒星周围的宜居带将会非常小。位于红矮星宜居带的行星与母星非常接近，

它们很可能被潮汐锁定，就像我们的月球被锁定在地球上一样。这将意味着，行星的一边将

永远是白天，而另一边将永远是黑夜，这将导致从行星的一边到另一边的巨大温度变化。这

种类型的恒星不太可能适合支持类地生命。 

稍微大一点的恒星，比如太阳质量的 1.3 倍，将会在火星轨道之外形成一个大的宜居带。

然而，它的寿命将少于 40 亿年，对于建立合适的行星条件以长久维持智能生命来说太短了。

人们还发现，1.2 到 1.5 倍太阳质量的恒星紫外线辐射会非常强烈，并可能对 DNA 造成重

大损害，这意味着较大的太阳会损害生命。 

我们的太阳似乎完美地满足了大小、位置、宜居带以及寿命的所有标准。我们的太阳寿

命大约是 100 亿年，这应该足以发展和维持智能生命。人们相信，只有约 3.5％的恒星和我

们的太阳一样属于 G 类 5，但还不知道银河系中有多少颗类似太阳的恒星。 

太阳系中行星的位置 

维持智能生命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适宜的环境温度。生命的化学成分以水为基础，所以行星

表面的平均温度应该高于冰点。生命很难在低于冰点的温度下长期生存。变温动物可被 40℃

以上的温度杀死，所以行星平均温度应该远低于这个上限。恒温动物能够更好地适应极端温

度，但也最好不要超出-40℃~50℃的范围。考虑上述限制，可居住行星的平均气温应该在

5℃和 25℃之间，极端气温应该在-40℃和 50℃之间。 

行星的温度取决于几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太阳能提供多少能量，而这又取决于太阳

的辐射水平和太阳与行星之间的距离。为了获得足够的能量，这颗行星必须被放置在围绕太

阳的正确轨道上。如果离得太近，温度就会超过水的沸点 6。如果离得太远，温度降至零度

以下会阻碍生命的生长。 

第二个因素是行星吸收了多少能量，这取决于行星的反照率，也就是反照率系数，它决

定了有多少能量被反射回太空。行星的反照率取决于其表面的条件，例如冰、雪和云可以反

射大部分能量，使行星变冷。另一方面，植物和水吸收大量的入射能量。在低层大气中形成

云层的水蒸气可以反射太阳的可见辐射，增加行星反照率，但也阻止了红外能量向太空辐射，

从而防止了热量的损失。 

影响温度的第三个因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是通过大气吸收太阳能量来实现的。大气

层对于太阳的可见辐射是透明的，可见辐射在行星表面转化为热量，表面热量以红外线的形

式返回太空。然而，红外辐射可被大气层捕获，并被送回行星表面，使行星变暖。因此，该

系统的运作方式类似于玻璃温室。水、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三种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最近的研

究表明，高层大气中的水蒸气比二氧化碳更能有效地吸收红外辐射，是一种强温室气体。温

室气体最终会被太阳辐射分解，应该予以补充防止星球变冷。 

所有这些参数都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影响着地球气候，但人们对其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

知道，火星的平均温度为零下 65℃，比地球在火星轨道上的温度要低。这是因为火星上缺

少大气和水。月球属于同样的情况，平均温度仅为零下 18℃。而同样公转位置的地球平均

温度为 16℃。除了大气成分外，地球气候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大量液态水，

地球倾斜的轴和由此产生的四季的变化，地球自传的速度，每日温度变化，围绕太阳的公转

轨道和月球潮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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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的轨道、自转和倾斜 

适宜的气候条件还取决于行星轨道的偏心率。轨道偏心率等于距离母恒星最近点和最远点距

离之差值除以两点距离之和。它是描述椭圆轨道形状的比率。行星的轨道偏心率应该足够小，

以防止在行星绕太阳运行过程中发生较大的温度变化。行星接收的能量与恒星距离的平方成

反比，行星公转轨道偏心率越大，其表面的温度波动就越大。例如，行星与恒星的距离增加

一倍，其接受到的能量减弱为四分之一。 

为了保证适宜居住的稳定的温度，太阳辐射应该均匀地分布在行星的大部分表面。因此，

行星应该以相对较高的速度自转，否则白天和夜晚的表面温度波动将超过可接受的范围。对

于地球大小的行星，一次公转的最佳时间大约是 24 小时 7。温度的季节性变化也很重要，

因为它保证了全球良好的大气循环和洋流。这使得行星的宜居面积扩大了很多，并减弱了赤

道和两极温度的极端程度。 

行星转轴倾角 8 对气候的影响非常重要。它控制着不同纬度的辐射分布和数量。将行星

转轴倾斜 15~30 度可以提供良好的季节温度变化。如果没有倾斜，大部分的能量将被赤道

吸收，使其非常热，并使极地地区非常冷。更大的倾斜将导致极端的季节变化，缺乏气候稳

定性，使生命暴露在极端变化的温度中。目前地球的倾斜角是 23.45 度，两极地区接收到的

能量大约是赤道地区的 40%。如果倾斜度超过 54 度，极地地区将比热带地区获得更多的能

量。 

地球历史气候的研究表明，约 8000 年前，地球倾角从 24.14 度左右变为现在的值。这

种细微的倾角改变引起了巨大的气候变化。这导致了撒哈拉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沙漠。考古发

现证实，在倾角改变之前，撒哈拉是一个绿色的、水源丰富的地区，养育着许多动植物。绿

色撒哈拉的终结是在 5500 年前突然发生的，因为给这个纬度送水的季风停止了。由于这些

变化，除了撒哈拉以外，阿拉伯半岛、靠近咸海的中亚和戈壁等其他地区也变成了沙漠。因

此，地球倾角非常小的变化导致了这些生态系统突然崩溃。 

行星能够维持生命的基础 

行星大小 

行星若能支持有智慧的生命，它必须足够大以提供适当的重力。引力小的小行星无法保留水

蒸气和气体分子，使其逃逸到太空中。行星的特征之一是逃逸速度 9，其值取决于它的质量。

一个行星要保持它的大气层，上层大气中气体粒子的速度必须低于逃逸速度。例如，使用

Jeans10 气体逸出量计算，地球无法在其大气中保留氢和氦。一颗质量约为地球四分之一(地

球半径的 63%)、温度与地球相似的行星将无法在其大气中保持水分。稠密的大气是提供隔

热和防辐射以及维持地表液态水的必要条件。 

较小的行星会很快冷却下来，其内部将变得非常冷，并成为固体，不会给行星提供任何

热量。这样的行星不会有生命发展所需要的磁场和构造板块。 

宜居星球也不能太大。大行星可能容纳细菌和其他小生物，但不适合较大的动物。大型

动物的骨骼结构必须能够支撑它们的重量，它们的肌肉必须提供足够的力量来加速和移动。

通常，地球上动物的骨头可以承受十倍于它们体重的重量，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作用在骨头

上的动态力可能非常高。 

由于肌肉和骨骼的强度与身体尺寸的平方呈正比，体重则与身体尺寸的立方呈正比，为

了在更高的重力下工作并保持相同的性能，身体将不得不缩小。一个物体要在两倍于地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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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情况下以同样的效率运转，它必须是原来大小的一半。通常情况下，缩小体型应该不成

问题，因为有许多比人类小得多的恒温动物。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

头颅来容纳大脑，而大脑是不能缩小的。因此，在缩小版的人类中，这个头会大得不成比例。 

总而言之，在一个重力超过地球两倍的行星上不可能发展出智慧生命。 

构造板块 

为了使一颗行星能够长期维持生命，它必须有板块构造。要了解板块构造，我们必须研究地

球的结构。地球的横截面显示出三个同心层 11。外层是一层薄而坚硬的地壳，厚度从 10 公

里到 100 公里不等。其下是一个厚 2900 公里的环状地幔，由缓慢流动的粘性熔岩组成。地

球中心由两个部分组成：内地核和外地核。内地核半径为 1200 公里，由铁和镍组成。环绕

它的外地核是一个 2300 公里厚的类似液态金属的海洋。 

大陆地壳由低密度的岩石（比如花岗岩）构成，海底地壳由更重的玄武岩构成。玄武岩

以液态形式存在于地幔，在火山喷发中以熔岩形式流动时可以被看到。因为花岗岩比玄武岩

密度小，所以大陆浮在玄武岩上。 

什么是构造板块？地球表面没有形成统一的固体外壳，而是由几个看起来像裂开的蛋壳

的板块组成。构造板块包括所有的地壳和地幔外侧的一薄层。由海洋地壳和地幔组成的板块

厚 50~60 公里，而由大陆地壳组成的板块厚约 100 公里。由于这些板块的密度低于其下的

地幔，所以它们漂浮在地幔上。 

构造板块的运动机制可以用下面的模型来解释。在地表深处，热的、流动的上地幔升起。

当它到达顶层时，它与地球表面平行流动，移动漂浮在它上面的板块。经过一段距离后，液

体开始冷却并下沉。由重玄武岩构成的海洋地壳随着流体运动，当流体开始在俯冲带向下运

动时，玄武岩板块也随之运动。俯冲带是海洋地壳被推入地球深处的长线性区域。在这些地

区，由于两个构造板块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线状山脉。 

构造板块对于维持生命所需的适宜条件很重要。活火山和移动的构造板块通过形成高山

和深海来雕刻地球表面。如果没有移动的构造板块和火山，地球表面将相对平坦，完全被水

覆盖，因此生命就没有机会在陆地上发展。虽然火山会形成陡峭的山脉，但它们本身并不适

合支持复杂的生命。如果没有移动的构造板块，智慧生命需要的广阔大陆是不可能出现的。

如果没有这个持续不断的山脉形成过程，现存的大陆将会因为侵蚀作用而逐渐缩小，最终，

在两千万到三千万年后，即使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也会变成海平面。所有这些侵蚀物质最终

会流入海洋，导致水位上升，只剩下地球上的积水 12。这种侵蚀现象在携带泥沙入海的河流

和降低低海拔海岸线的海浪中很明显。大陆的消失不仅会消灭陆地上的生物，而且还会影响

海洋生物，因为海洋生物依赖从陆地上冲刷下来的营养物质。 

地球的二氧化碳恒温器 

地球的温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大气层，大气层中含有大量的温室气体，如水、二氧化

碳和甲烷。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室气体在分解过程中必须不断得到补充。二氧化碳的半衰期

约为一个世纪，甲烷的半衰期约为 8 年 13。 

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是地球内部。通常情况下，火山、俯冲带和海脊释放出大量的二氧

化碳。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全球气温就会上升。然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溶解

在雨水中形成一种弱酸，这种弱酸反过来又引起岩石的风化，并在适当的时候被带到海洋中。

最终，海水中的碳被海洋生物吸收，并储存在海底的石灰岩层中。当海底在俯冲带下沉时，

碳酸盐岩在高温下分解，释放出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活动的构造板块，这些二氧化碳就会被

永久地锁在海底或地球内部，而不会造成温室效应。如果没有这种影响，地球的温度会更低，

甚至把地球变成一个永久的雪球。因此，构造板块通过从地核释放二氧化碳，在稳定地球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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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将封存在海底碳酸盐岩中的二氧化碳重新释放到大气中，从

而推动了最重要的循环过程之一。 

地球的磁场 

宇宙不是一个对生命非常友好的地方。在我们的星系中，有许多高强度电磁辐射和高能粒子，

这些粒子可以传播很远的距离。幸运的是，我们离银河系的中心很远，那里是大部分高能辐

射源的集中地。然而，我们的太阳并不是一颗完全良性的恒星。除了从紫外线到红外线的电

磁辐射外，太阳也发出高能粒子，如电子、质子和阿尔法粒子 14，这些粒子形成太阳风。这

些粒子对生命有危险，因此一定不能到达地球表面。地球的磁场使这些粒子偏转，从而免受

这些粒子的侵害。这个称为磁层的磁场使这些粒子绕行星行进，而不是轰击大气层或星球表

面。磁层在面向太阳的一侧的形状大致像半球，在另一边被拉长成一条长长的尾迹。来自太

阳风的一小部分粒子成功地到达了地球的高层大气和极光带的电离层。当太阳风强大到足以

产生北极光和地磁风暴等现象的时候，是地球上能观测到太阳风的唯一时刻。 

除了影响生命外，太阳风还会将能量传递给大气层气体粒子，从而使其超过逃逸速度脱

离行星。人们认为火星上没有磁场是造成那里缺乏大气的原因。不是每个行星都有磁场。令

人惊讶的是，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只有木星的磁场比地球强 15，而其他所有的类地行星都没

有磁场或非常弱。 

太阳还会发出紫外线辐射，这种辐射会损伤暴露在外的生命形态。地球磁场无法阻止这

种辐射，但幸运的是臭氧层 16 可以阻止它。这一保护层位于地球上空约 20 至 30 公里处的

高层大气中。 

把地球放在正确的轨道上 

要找到一颗符合如此多标准和要求的行星并非易事。选定的行星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后才

能稳定下来。当地球最终被选为银河系中最适合智能生命发展的行星时，如果地球与太阳的

距离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那将是一个奇迹。很可能有必要将地球推入所需要的轨道。如前

文所述，太阳周围的宜居带是由太阳的辐射能量决定的，也取决于构造板块、行星的大气和

其他因素。在计算新轨道时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参数。在调整时，其中有一些因素（如大气层）

并不存在，因此要计算正确的轨道，就必须预测它们未来的影响。 

众所周知，当改变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约 1000 万公里或约 7%时，地球的平均温度改变

约 8 ℃(见附录 1)。目前，地球的平均温度是 16℃，是地球生命所需的最优温度。据评估，

在太阳周围水能保持液态的宜居区可扩展到 0.95 AU17 至 1.69 AU，但是适合高等生命的最

佳区域要窄得多，在 0.95 AU 和 1.15 AU 之间，才能使平均温度保持在-1℃至 22℃。 

影响宜居带位置的最重要参数是太阳辐射。这种辐射不是恒定的，随着太阳年龄的增长

而增加。据估计，45 亿年前，当地球形成时，太阳辐射比现在弱 30%。因此，即使在几十

亿年后，选择地球的轨道来确保这颗行星在宜居带中的位置，也必须考虑到太阳未来能量的

所有变化。据一些科学家估计，地球现在正处于宜居带的高温极限附近，但在地球形成期间，

它被定位在一个更冷的地区。有一些地质证据表明，即使在几十亿年前，整个地球都被冰雪

覆盖，海洋也冻结了。因此，有必要把地球推得离太阳更近一些。 

通过用另一个物体撞击地球，可以调整地球的轨道。附录 1 中介绍了一种适用于改变

地球轨道的技术。计算表明，使用一个质量不到地球的百分之一的小天体，就足以使地球与

太阳的距离减少 1000 万公里。进而会使地球的平均温度升高 8℃，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为了减小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有人提出需要从太阳外部区（例如，距离太阳约 50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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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柯伊伯带）发射弹丸。一次正面碰撞使地球的速度减慢了大约 480 公里/秒，然后太阳的

引力把地球拉到了新的更近的轨道上。需要第二次碰撞来稳定地球的新轨道。碰撞体可能比

附录 1 中计算的要大。 

虽然我们现在担心由二氧化碳引起的温室效应，但真正的问题是地球离太阳太远，温度

太低。在零度以下，水以冰和雪的形式存在，会显著增加地球的反照率，导致大部分的太阳

能量被反射回来，导致地球失去控制地冻结。然而，增加的太阳能量会产生更密集的云层，

增加反照率，降低地球温度，从而起到温度调节器的作用。 

让我们研究一下这次碰撞的起因。这次碰撞有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吗？首先，在太阳系中

并没有太多的大型天体。这样一颗天体怎么可能离开轨道来到地球呢?该事件发生得非常及

时，因为它是在地球被吸积后不久，但还没有完全形成时发生的。 

更困难的问题是碰撞本身。如今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灾难性危险被一些追求名望的科学家

广为宣传。但如果我们研究小行星碰撞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事件。上一次

直径 10 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是在 6600 万年前。事实上，即使一颗小行星离地球很近，

也不能保证它会撞上地球。我们知道逃离地球的速度大约是 11.2 千米/秒。这意味着，一个

物体即使在非常接近地球表面的情况下，其相对速度也会高于逃逸速度，因为地球的引力不

够强大，无法把它拉进去。在过去的 50 年里，当小型小行星经过地球时，记录了几次“近距

离撞击”。最近的一次是在 1972 年 8 月，当时一颗流星在美国犹他州上空距地球表面 57 公

里的范围内飞过。 

据观察，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典型速度约为每秒 17 至 20 公里，尽管已有速度要快得多

的记录。由于地球重力无法吸引这种速度飞行的物体，因此小行星将必须直接对准地球表面。 

由于地球以每秒 30 公里的速度运行，它只需 7 分钟就能越过轨道上一个约自身大小的

特定点。这意味着一个物体要击中地球，它必须在这段时间内穿越地球轨道的特定点。为了

说明所需的准确性，让我们设想一个非常简单的示例。让我们假设这个物体来自柯伊伯带，

约 50 AU 远。如果物体在椭圆轨道上运行，大约需要 64.6 年(附录 1)，因此计时精度必须

在百万分之 0.2 左右。这种精确是不可能偶然达到的。 

这次碰撞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好处。它不仅调整了地球的轨道，而且导致了月球的形成

18。月球在支撑地球生命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引力引起潮汐运动，在海洋中形成

两个隆起。一个凸起面向月球，而另一个凸起在地球的另一边。最低和最高潮差可达 16 米。

如此大的潮汐引起海洋和沿海水域的显著运动，导致快速的潮流。营养物质，包括生物废物

或土地侵蚀的产物，通过这些洋流传播，有助于海洋生物的生物多样性。 

地球的特殊状态 

为了孕育生命，地球必须满足上述所有条件，Ward 和 Brownlee 的书中列出了许多条件。

偶然满足两三个要求是可能的，但满足所有要求的概率极低，因此作者提出，地球是极其幸

运的。然而作者并没有试图冒险计算任何概率。 

若想知道地球是否幸运，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邻居：火星和金星。它们属于一组由相似

材料构成的固体行星，它们接收相当数量的太阳能，而且彼此如此接近，可能会受到类似小

行星撞击等外部条件的影响。表 1-1 所列资料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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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类地行星的性质。 

这三颗类地行星应该很相似，但是金星火星与地球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没有磁场和构造板块。

尽管有许多假说，但为什么会这样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趣的是，金星和火星的大气成分几

乎相同，尽管它们的大气压力相差几个数量级。虽然地球和金星有相似数量的二氧化碳，但

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在风化周期中被锁在岩石中，而金星上的二氧化碳则在大气中。如果金星

上曾经存在过水，那么它就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带走，减少温室效应，使温度比现在低得

多。如果火星上曾经存在过水，那么由于火星的温度要低得多，水就不会蒸发或逃逸。在这

三个行星中，只有地球有大量的水，这一事实证明，水是专门输送到地球的，因为它是维持

生命所必需的。 

评论 

选择一颗适合居住的行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满足的条件列表很长，而且不一定是

完整的。这份清单是基于我们对生命和地球功能的理解，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因此很可能需

要考虑更多的限制条件。最关键的参数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在地球上孕育生命之前，必须

对其进行精确调整。 

有人认为，地球非常幸运，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但这种运气属于奇迹，不能被认真考

虑。唯一可行的科学解决方案是，某种高级智能体负责了地球孕育生命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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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水 

“没有水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水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灵丹妙药。水确实是陆地生物活动中一

个密切的结构元素。分子水比组成它的原子更神秘。生命和水几乎是同义词。”1 

Vogler 

水是生命存在的基础，任何对宇宙智慧的探索都是基于对水的探索。为什么地球上存在水？

它从何而来？这些都是我们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水是一种具有惊人特性的物质，生命体就是

围绕着这些特性而设计的。因此，有必要更详细地研究水的特性。 

水的分子性质 

水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组成。它的化学式是 H2O。氢原子产生正电荷，氧原子产生负电荷。

水分子的形状很奇特，两个氢原子都位于氧原子的同一侧，这使得水很容易粘附在一起，形

成水滴。水也很容易粘附在其他物体上，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在某些表面（例如玻璃）上形成

薄膜。 

水还有很高的表面张力。水表面上的分子并没有被周围相似的分子全方向包围，所以它

们只能被内部深处的其他分子所吸引。与其他液体相比，水的表面很难被打破。表面张力使

这些水滴变圆，所以它们具有尽可能小的表面积。 

在一个细管子里，由于表面张力，水粘在壁上并形成弯月面并因此水上升。这种现象被

称为毛细管作用，发生在植物吸收水分时。 

水的热力学性质 

水是除氢外所有已知物质中比热容最高的 2。提高水的温度需要大量的热量。这在气候控制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海洋作为储热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有效地升温和降温。当生物

体暴露在高温下时，这种特性也有助于降低它们的温度。 

水的蒸发热很高 3。液态水不容易变成蒸汽，可防止湖泊和海洋在炎热的季节干涸。高

的蒸发热也有助于去除生物体中多余的热量。植物和温血动物依靠产生水蒸汽来冷却身体。 

水有很高的熔化热 4。在它变成固体之前，它可以储存大量的热能。这种特性对生活在

水里的生物很重要。即使周围的气温降至冰点以下，水也会保护生物体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

并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在冰点以下，水会变成冰，而冰有很不寻常的特性。通常情况下，物质的密度在固态时

要比在液态时高得多。但水的情况正好相反。冰的密度比液态水的密度低，因此可以漂浮在

其表面，为下面的生物提供隔热和保护。如果冰比水重，它就会下沉，导致整个水体结冰。

水也是一种很好的隔热材料 5，其隔热性能与砖相似。 

水对生命的重要性 

水在地球生命的产生和维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影响了地球的气候和构造板块，对氧

气的产生至关重要。所有生物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水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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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水是地球气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水蒸气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如果没有温室效应，地

球的平均温度将与月球相似 6。云起着恒温器的作用，显著地影响着地球的反照率和从太阳

接收到的辐射量。当地球温度上升时，它会产生更多的云，这些云反过来又反射太阳的能量，

使地球降温。海洋就像一个巨大的能量储藏库，减少了每天和每年的温度变化。洋流通过循

环水在地球周围散布热量。云通过长途输送水分，影响远离海洋的陆地气候。 

构造板块和二氧化碳循环 

第一章讨论了构造板块需要水。人们认为，如果没有水，地球的固体地壳就会过于坚固而无

法断裂，从而无法实现俯冲。火星和金星既没有液态水也没有构造板块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水是侵蚀土地的主要因素。雨水导致陆地块的不断侵蚀，将重要的营养物质带进海洋，

支撑着海洋大陆架上丰富的生命。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水在地球上碳的循环中也起着关键

的作用。 

光合作用和氧 

水是地球上产生氧气所必需的。像火星和金星这样的行星既没有水，也没有大量的氧气。氧

气的产生是植物光合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将在第五章详细描述。总之，光合作用利用来自

太阳的能量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与水结合形成碳水化合物。在这个过程中，水被分解成氢和

氧，氧气被释放到大气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纯净的水吸收不了多少可见光谱中的阳光 7。可见辐射的低吸

收使生物体即使生活在深水中也能进行光合作用。 

生物体内的水 

水是所有动植物中最重要的成分，占其体重的 50%~90%。恒温动物的体温在 36 ~ 42℃，

而变温动物的体温在 3~38℃。 

水是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良好溶剂。然而，与其他溶剂相比，蛋白质的溶解度与温度

无关。这一特性对于身体成分不受温度影响的变温动物和昆虫来说非常重要。 

地球上水的起源 

氢是宇宙中最原始、最丰富的元素，而氧是后来在第一代恒星内部产生的。这些恒星在寿命

结束时爆炸，将重元素扩散到太空中，形成了太阳星云。有人提出，在这样一个太阳系的前

身——太阳星云中，这两种元素广泛存在，而且可能以水的形式存在。人们认为，当太阳系

形成时，位于太阳系寒冷区域的木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土星等巨型气体行星上已经存在水。

然而，在这些行星上发现的水很少。事实上，环绕这些行星的卫星上有更多的水。在海王星

之外柯伊伯带超过 20 AU 的区域，水可能更为丰富。 

离太阳较近的类地行星，如火星、地球、金星和水星，由于处于热的区域，除了地球以

外，几乎都是干的，现在仍然是干的。只有地球有一个巨大的水库，超过 10 亿立方公里。

这是怎么发生的仍然是个谜。更有趣的是，水是在地球上合适的条件建立之后立即到达地球

的。 

关于水起源的学术假说 

人们普遍认为，地球上的水来自太阳系以外，而在地球形成时并不存在。关于水在地球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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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起源的，有几种假说，但对水的来源却没有一致的看法。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水来自太

阳系外，以带冰的彗星或从小行星带迁移过来的大型小行星的形式存在。有些研究人员认为

水是自生的，来自为太阳系提供物质的原行星星云盘。 

彗星一直被认为是类地行星上水的主要来源。这个假设被接受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

普遍认为，太阳系内部太热，水不可能存在。因此需要外部水源。其次，地球和其他类地行

星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岩浆海洋事件 8，因此一些作者认为这些事件会有效地带走任何留存的

水。 

太阳系是一个巨大的、寒冷的、缓慢旋转的气体云和尘埃坍缩成一个圆盘的结果，这个

圆盘定义了太阳系的平面。类地行星生长在这个以氢、氦和氧为主要元素的吸积盘中。一些

氢和氧结合形成原始的水。 

太阳系 3 AU 内区域的温度太高，水等挥发性分子无法凝聚，所以在那里形成的行星只

能由高熔点的化合物形成，如金属(铁、镍、铝)和岩石硅酸盐。这些岩石将形成类地行星。 

许多科学家认为，地球形成的时候非常炎热和干燥。因此，他们认为，大约 40 亿年前，

数百万富含水的小行星撞击了我们的星球。小行星可能来自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

星带，距离太阳大约 2.2~3.2 AU。它被许多不规则形状的物体占据，其中大部分是相当小。

目前，小行星带的总质量约为月球的 4%，因此它包含的水并不多。 

这个假说的主要缺点是，假设每一个小行星都带来一立方千米的水，那么就需要十几亿

颗小行星。问题依旧存在，如此大量的小行星是如何到达地球，同时又错过了火星和金星。 

氢同位素的比例 

一个用于帮助识别地球水源的参数是氘 9 与氢的比例，D/H。陆地水的比例为 1.49×10-4。当

测量像哈雷和海尔-波普这类彗星的 D/H 比例时，发现它是地球上水的比例的两倍。这使许

多科学家相信，彗星不可能对地球上的水供应做出重大贡献。然而，最近彗星 103P/Hartley 

2 的数据显示，其 D/H 比率与地球上的水完全吻合 10，这为彗星成为水源提供了可能性。有

趣的是，火星陨石水的 D/H 比值与哈雷等彗星一致，这表明地球上水的来源与火星不同。 

密歇根大学天文系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原初水的 D/H 比为 2.1×10-5，几乎比地球上

水的 D/H 比小 7 倍，因此排除了原行星星云盘作为水的来源。 

基于 D/H 比值的测量，大多数研究认为水只能源至外部。这些水可能来自小行星，因

为我们海水中的 D/H 比率与富含水的小行星的 D/H 比率相当。 

水的递送 

学术界越来越多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水是由位于太阳系外围的几颗巨大的小行星或小型类

地行星输送到地球上的。如果我们假设几个小行星被用来输送水，我们必须考虑到最后一个

小行星与地球的碰撞会导致之前到达的水喷射。携带水的小行星直径必须在 1000 公里左右。 

考虑到几种最常见的假说，我得出结论，很可能只有一个天体向地球输送水。这个天体

可能起源于奥尔特云，这是一片距离太阳 5000 AU 以上的冰冻天体区域。 

为了检验这个假说的可行性，让我们做一些计算。该天体至少要运送 14 亿立方千米的

水。假设它重量的 20%是水，密度是 2.6 g/cm3，那么它的直径大约是 1720 公里，它的质

量大约是地球质量的千分之一(附录 1)。 

水的输送只能由高级智能体来组织和执行，他们选择合适的物体并将其从轨道上移开，

然后引向地球。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保这颗天体能够击中地球。为了做到这一点，

有必要预测地球和物体的位置，以及它们在撞击时的速度。它很容易与地球擦肩而过，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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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离地球表面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操作。 

附录 1 展示了如何将天体从奥尔特云带到地球的计算。一个天体以 297.4 米/秒的速度

沿圆形轨道围绕太阳运行，为了将其轨道转换为椭圆形转移轨道，其速度降低了 293.2 米/

秒。一旦进入转移轨道，太阳的引力将使它接近地球的轨道。 

一个物体被推进系统从稳定轨道上推出。要改变这么大一个物体的轨道，需要非常强大

的发动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运转。这种推进发动机有可能利用氢聚变产生的能量 11。由于氢

气在天体内含量丰富，所以有一个合适的反应堆就足够了。经过几千年的时间，这个反应堆

慢慢地改变了行星的轨道，控制了它的运行。计算表明，在 3 万年的运行中，改变轨道需

要 300 TW 的能量(附录 1)。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安排与同一区域的另一个物体发生适

当的碰撞，从而减慢运水物体的速度。 

在旅途中，有必要对轨道和速度进行几次修正。一旦天体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其他太

阳系行星的重力场就有可能被用来作为推进的手段。在发射“新视野号”和“卡西尼惠更斯号”

等探测飞船时，我们使用了行星重力场。 

物体接近地球轨道时的速度约为 42 公里/秒，因此与地球碰撞的速度约为 12.2 公里/秒

（译者注：地球平均公转速度为 29.8km/s）。如果所有的动能都转化为热能，那么撞击过程

中释放的能量将使地球温度最高升高 159℃。事实上，由于一些能量将被用来从地球上喷射

出大量的物质，温度的上升将会低得多。同时，由于太阳辐射的降低和温室效应的消失，地

球表面的温度也比现在低得多。 

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像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有可能是某天体与地球相撞后，抛出了一

大块地幔，从而形成了月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物体的质量必须更大才能提供足够的撞击

能量。这类天体与地球的碰撞是造成地球部分毁灭的主要事件。由天体携带的大量的水有可

能在撞击中丢失了，但剩下的水足以形成现在的海洋。月球和地球上的水来自同一来源的发

现支持了这一假说 12。 

评论 

水是生命实验的关键成分。它的性质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人们几乎可以想象水是专门为

此目的而发明的。我们可以肯定，生命是围绕着水的属性来设计的。 

地球刚好拥有适量的水，以形成巨大的海洋和构造板块，但又不会多到足以使地球布满

水 13。如此精确的水量表明水是通过有计划的行动输送的。最有可能的是，水是由一个巨大

的天体从遥远的太阳系部分传送过来的，它的速度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度控制着撞击地球。 

附录 1 中提供的计算说明了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但实际上，送水的机制可能有很

大的不同。我们不可能证明水是如何被送到地球上的，也不可能证明水是从哪里来的。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水来自于其他地方，这是一个精确计划的行动的结果，而地球被选为它的最

终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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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始祖生命 

原核生物 

水一旦被送达并足量供应，地球就准备好了孕育生命。下一个阶段是准备一种以确保地球上

生命的繁衍和延续的生物设计。该设计应该考虑当时(生命之初)和地球上未来的环境条件。

首先，生物必须适应原始地球的条件，但同时必须能够适应这些条件后续的变化。在大约

40 亿年前，地球有适宜的温度和足够的水来维持生命，但它没有氧气来支持更先进的生物。

因此，第一个目标是引入能够为更复杂的生物在地球环境中生存做准备的生命形态。 

最早到达地球的生命形式是单细胞生物。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它们的大小掩盖了其中

难以置信的复杂过程。能量的产生和转换是最复杂的生物系统，将在第五章中讨论。 

生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 1，它能够利用在地球正常环境中可获取的原材料生长和繁殖。

虽然有些细菌生活在热液喷口，以硫化物为食。但这些地方不能被归类为正常情况，因为这

些细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生存。 

第一批细胞被称为原核细胞 2，大约在 40 亿年前抵达地球。最常见的原核生物是结构

相对简单的细菌，由细胞膜和细胞壁组成的细胞包膜构成，具有结构完整性和保护作用(图

3-1)。在细菌内部有一种类似果冻的液体，由水、酶、营养物质、废物和气体组成，其中有

DNA*和核糖体*等成分。细菌利用一种叫做鞭毛的巧妙推进系统。鞭毛看起来像一根从细胞

体中伸出的鞭子。鞭毛由一个非常复杂的使用质子动力的旋转电机驱动。 

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细胞的一些基本功能，并试图展示最简单生物体的非凡复杂性。

现有的关于细菌的资料虽然还不完整，但已经很丰富了，要用很多篇幅才能描述清楚。所以

在这一章里，我将集中介绍这些生物的主要特征。 

 

图 3-1. 原核细胞-细菌。 

科学界普遍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对于这个祖先是如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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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却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我们试图确定这个生物体运行所必需的成分或构件。这个最早

的生命前兆被称为 LUCA-最后的宇宙共同祖先。 

LUCA 

在格陵兰岛发现的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有机体的证据可以追溯到 37 亿年前，这意味着生命可

能开始于 40 亿年前，几乎就在地球温度低到足以维持生命的时候。关于最早的生物，人们

提出了许多假说。一些进化论者认为它们的结构可能比现代的细菌结构简单得多。他们认为

简单是因为他们想说服大众，这种结构可以从早期地球上存在的矿物成分中自发产生。 

我认为一个更现实和更安全的方法是假设 LUCA 与现今最简单的细菌的结构非常相似，

在过去的 30 亿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它从地球上生命诞生之初就一直保

持不变。 

最早的生物并不仅仅是一些包着随机扩散酶的 DNA*的袋子，还包括一个精致复杂的分

子机械。有机体的复杂程度必须有一个下限，低于这个下限，生物生命就不可能存在。现在

转基因生物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已经可以将全新的基因植入细胞，所以通过移除某些基因，

改变细菌遗传物质，然后检查有机体的功能应该不难。这项工作是在 J. Craig Venter 研究

所进行的，在那里，一种名为 Mycoplasma mycoides 的寄生细菌的合成基因组被减少到 473

个基因。经过修饰后，这些细菌在完美的实验室条件下以每 3 小时倍增的速度繁殖 3。然而，

因为是把合成的基因组被引入到活的细菌中，所以整个支持细胞结构已经存在。在这个实验

中，许多基因可能被删除，这将影响细菌的长期生存，因此 473 个基因可能不代表最小基

因组。由于许多基因的功能尚未确定，因此很难估计生命需要什么样的基因组。 

这种寄生生物的新陈代谢依赖于它的宿主，因此不能被归类为典型的细菌。这个基因组

足以让 LUCA 在真实的环境中生长吗？我们不知道，但这是极不可能的。LUCA 执行所有

必要生存任务所需的基本结构应该是什么？它必须满足几个基本功能：能够生产和利用能源，

能够存储和利用构建细胞结构的信息，能够使用可获取的原材料制备所有细胞成分，能够利

用存储的信息和生产设施复制自己。 

我们知道，像大肠杆菌*这样非常常见的细菌实际上具有复杂的结构，生长和繁殖需要

4000 多种不同的蛋白质才能生长和繁殖。然而，必须利用光合作用产生能量的 LUCA，应

该类似于蓝藻*有大约 3000 个基因。因此，第一批必须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并适应各种条件

的生物极有可能需要至少 2000 个基因。一些研究人员提出，LUCA 可能只有 600 或 1000

个基因，但他们无法为这一假设提供任何证据。 

LUCA 使用了多少蛋白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如何形成的。蛋白质的制造过程比

原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始于 DNA*编码的指令。 

DNA 

DNA 结构本身非常复杂，因为它是由两条生物聚合物缠绕在一起形成著名的双螺旋结构(图

3-2)。每条链由脱氧核苷酸*组成，脱氧核苷酸包括四种碱基：两个嘧啶碱基的胞嘧啶(C)和

胸腺嘧啶(T)，以及两个嘌呤碱基的腺嘌呤(A)和鸟嘌呤(G)，它们由脱氧核糖-磷酸链连接在

一起。当一条链上的嘌呤碱基与另一条链上的嘧啶碱基成键时，碱基对就产生了，反之亦然。

这两条链通过一条链上的(A)和另一条链上的(T)之间的连接连接在一起，而(C)与(G)相连，

因此一条链携带另一条链的互补编码信息。这意味着两个链都包含编码信息。例如，当一个

链码是 ATTCGCAACCT 时，另一个链的互补码是 TAAGCGTT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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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DNA 双螺旋结构。 

DNA 将蛋白质结构的信息储存在一个叫做基因的部位。该信息由链中的 A、T、C、G 序列

编码。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是由三个碱基对组成的 DNA 代码序列定义的，这个序列叫做密

码子。一个典型的密码子可能看起来像 TTC 或 ATC。尽管已经鉴定出大约 500 种不同的氨

基酸，但只有 20 种氨基酸被用来制造蛋白质。据通讯理论预测，DNA 编码系统是尽可能最

短的。三个碱基对可以编码 43= 64 个氨基酸，而两个碱基对只能编码 42 = 16 个氨基酸。

理论上，16 个氨基酸就足以构成大部分必需的蛋白质，因此可以使用双字母编码系统。然

而，选择三字母编码系统是因为它提供了冗余，这有助于减少编码错误，因为两个甚至三个

不同的密码子可以用来编码相同的氨基酸。编码系统是在生命之初选定的，此后一直没有改

变过。 

除了蛋白质编码信息外，DNA 还包括有助于识别编码序列位置的附加信息。蛋白质代码的

开始由起始密码子标记，而结束由终止密码子标记。正常情况下，密码子 ATG 表示蛋白编

码的开始，而密码子 TAA、TAG、TGA 表示编码的结束。 

在 DNA 链中存在另一种称为启动子的核苷酸序列，可识别特定的基因。它是一种描述

蛋白质类型的标签，位于编码的开头。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特别的蛋白质编码，它可

能很长，我们必须搜索正确的启动子。启动子的长度从 100 到 1000 个核苷酸不等，是基因

复制所必需的。 

细胞分裂 

细胞的繁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细胞分裂有几个步骤。首先，细胞中的 DNA 必须被复

制。在复制过程开始之前，DNA 螺旋必须使用一种叫做解旋酶*的特殊酶来解开。解旋酶就

像一个马达，利用 ATP*作为能量来源来解压缩这两条链。下一步是复制其中的一根。这是

由一种称为 DNA 聚合酶*的特殊分子复合物完成的。DNA 聚合酶是一种通过聚合核苷酸来

产生 DNA 分子的酶。这些酶对 DNA 复制至关重要，通常成对工作，从一个原始 DNA 分子

中创造出两个相同的 DNA 链。复制 DNA 的过程是非常精确的，但是每复制 10 亿个碱基对

中就有一个出错。为了达到如此低的错误率，复制的 DNA 链由 DNA 聚合酶进行校对，以

便纠正错误的碱基对。这保存了传递到子细胞上的原始 DNA 链的完整性。DNA 聚合酶是生

命的关键分子，不受突变的影响 4。它非常稳定，几十亿年都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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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细胞，例如细菌，通常以伸长的方式生长，并使其内部结构也被复制。复制

过程非常复杂，数十种特殊的酶和数百种蛋白质参与细胞分裂。这个过程的控制部分还没有

被完全理解，但已知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调节系统。 

制造蛋白质 

蛋白质 

在生物体里发现的所有分子中，蛋白质是最重要的。它们具有多种功能，是细胞分子结构的

基本组成部分。它们被用来构建身体，支撑骨骼，控制过程，消化食物和抵御感染。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是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氨基酸的关键元素是碳、氢、

氧和氮，尽管在某些氨基酸的侧链中发现了其他元素。为了形成蛋白质，氨基酸以线性链或

珠链的形式彼此连接。平均几百个氨基酸 5 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蛋白质，而有些肌肉蛋白质

含有多达 3 万个氨基酸。 

蛋白质合成过程(图 3-3)分为两个步骤：转录和翻译。在细菌中，转录和翻译是在细胞

质中进行的，它们可以相互耦合，即 mRNA 仍在合成中翻译就可以开始。在真核细胞*中，

转录发生在细胞核中，而翻译发生在细胞质中。 

在转录过程中，DNA 包含蛋白质编码信息的部分必须被复制。这个拷贝被称为信使

RNA* (mRNA)。RNA 是一种由类似于 DNA 的核苷酸组成的聚合物，但它只有一条链。这

意味着 RNA 没有互补链。信使 RNA 由一种叫做 RNA 聚合酶的大型复杂分子制造，它就像

一个复杂而聪明的复制机器人。例如，在大肠杆菌中，RNA 聚合酶的分子质量约为 436 kDa*，

相当于约 62000 个原子 6。该聚合酶包含四个催化亚基和一个调节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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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真核细胞蛋白质合成过程。 

为了制造信使 RNA, RNA 聚合酶分子进入到 DNA 的相关部分，寻找一种被称为启动子的基

因标记。在每个基因开始处有一个对应于特定蛋白质编码的启动子编码。然而，找到合适的

启动子并不容易，RNA 聚合酶使用来自调节亚基的 sigma 因子。有数百个 sigma 因子，每

个 sigma 因子负责一组特定基因的转录。Sigma 因子具有唯一性，每个 Sigma 因子结合一

组独特的启动子序列。 

当 RNA 聚合酶找到合适的启动子时，它就开始解旋 DNA 链。然后 RNA 聚合酶锁定一

条链并开始读取编码。同时，它开始产生信使 RNA，信使 RNA 是 DNA 链编码的互补编码，

因此与另一条 DNA 链完全相同。 

复制链持续产生，直到 RNA 聚合酶到达告诉它这是编码结尾的停止标记。这个过程以

非常高的保真度运行。每 10 万个 DNA 碱基对转录出的错误率不到一个。这是因为 RNA 聚

合酶沿着转录反向进行了错误纠正，删除错误或损坏的核苷酸。该错误率远远高于 DNA 复

制，因为它没有传递给后代。 

RNA 聚合酶具有卓越的性能。除了具有可以与最好的数字电子系统相媲美的自动纠错

之外，它还知道细胞在特定时刻需要什么蛋白质。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如何发生的。 

制造蛋白质的下一阶段被称为翻译，该过程中信使 RNA 被送到核糖体。核糖体是一个

非常大而复杂的分子，其功能就像是蛋白质的工厂。为了制造蛋白质，核糖体需要利用漂浮

在细胞中的氨基酸。然而，核糖体如何识别正确的氨基酸？为了做到这一点，氨基酸需要一

个标签，这个标签是由细胞中存在的另一个核苷酸序列提供的，称为转移 RNA (tRNA*)。



21 

 

每个 tRNA 有一个三个字母的密码子，例如赖氨酸的 AAA。有 20 个不同的 tRNA 单位，分

别对应 20 个氨基酸的 DNA 编码。tRNA 标签的短链根据其三个字母的密码子锁定相应的氨

基酸，然后可以被核糖体识别。 

但问题的关键是，带有特定密码子的 tRNA 如何识别正确的氨基酸？到这里，故事变得

更加复杂。为了识别正确的氨基酸，需要另一种叫做氨酰基 tRNA 合成酶的化合物的帮助。

这是一种将适当的氨基酸附着在 tRNA 上的酶。每个氨酰基-tRNA 合成酶对给定的氨基酸具

有高度特异性。涉及的化学反应过于复杂，我们只能讲到这里。 

核糖体 

核糖体是一个非常复杂且优雅的细胞机器，在所有的生物体都有发现。它属于细胞中必不可

少的成分，这些成分对生命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它将信使 RNA 提供的指令转化为组成蛋

白质的氨基酸链，即多肽链。 

核糖体的主要成分不是蛋白质，而是称为核糖体 RNA (rRNA*)的非编码 RNA 链。核糖

体由大单位和小单位组成(图 3-4)，每个小单位包含自己的 rRNA 分子和大约 50 个蛋白质。

这两个单元的总分子质量约为 2.66 MDa，它们包含约 38 万个原子。所以核糖体是相当重

要的分子，细胞需要很多核糖体。这两个单位之间有分工。较小的核糖体单元沿着信使 RNA

移动，负责读取密码。较大的单元负责连接氨基酸和产生蛋白质。 

 

图 3-4. 核糖体的功能和结构。 

核糖体是重要的机器，受外膜的保护避免污染和损伤。进入和离开核糖体的分子必须通过膜

上的特殊通道。通过 mRNA 提供的编码指令，核糖体选择正确的 tRNA 并提取一个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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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tRNA 被释放到细胞中并与另一个氨基酸结合。核糖体构建一条长长的氨基酸链，最终

成为更大蛋白质的一部分。蛋白质的生成速率仅为每秒 10-20 个氨基酸，因此需要许多核

糖体单位。例如，像大肠杆菌这样的小细菌有 300 万个蛋白质，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每 20 分

钟就必须繁殖一次，它们需要大约 2 万个核糖体，而核糖体约占其体重的 25%。 

这是对构建蛋白质过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只重点介绍了它们的主要生产阶段。许

多化合物参与 DNA 翻译和蛋白质合成，并发生许多反应。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描述它超出

了本书的范围。这一过程对所有生物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很可能从地球上生命诞生之初就

存在了。 

蛋白质折叠 

在形成一条长长的氨基酸链之后，下一个阶段蛋白质结构折叠就开始了。在这条链中，氨基

酸会吸引其他氨基酸，所以当这条链折叠时，配对的氨基酸之间会形成化学键，把折叠的部

分连接在一起。折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最终会形成一个三维的蛋白质结构，可以是球形、

圆柱形或任何其他形状。这种形状必须非常精确，否则蛋白质就不能发挥它的功能。众所周

知，一种被称为朊病毒的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会导致脑损伤和其他疾病。蛋白质如何从大量可

能被随机折叠成的三维形状中找到正确的构象是一个谜。人们发现了一种称为伴侣蛋白的特

殊蛋白质，它能帮助较大的蛋白质以正确的方式折叠。伴侣蛋白也帮助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展

开和再次折叠。 

某些氨基酸在链中的位置很关键，否则就会形成错误的折叠。即使是一个错误也会使蛋

白质无法使用或有害。然而，在蛋白质中有几个氨基酸是中性的，可以改变不会有任何严重

的后果。 

当一种蛋白质被制造出来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细胞中需要它的特定位置。蛋白质如何找

到它的位置？还有另一个聪明的系统在运作。蛋白质编码包括特定的氨基酸序列，作为地址

标签引导分子到正确的位置。这些标签是如何被解读的仍是未知的。 

氨基酸 

氨基酸对于生命的运作和细胞的存活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它们不仅是蛋白质的组成单元，而

且是合成许多重要的细胞分子(包括维生素和核苷酸)的起点。生物体使用 20 种氨基酸，它

们的分子质量在 75 到 250 Da 之间。 

人们认为氨基酸是简单的化合物。一个人主要对把它们用作食物补充剂感兴趣，因为其

中有九种被称为必需品，它们无法由人体产生。然而，所有这 20 种氨基酸都是由细菌和植

物产生的。在自然界中，氨基酸被认为是广泛存在的，对它们没有什么有趣的可说的。然而，

事实恰恰相反。制造氨基酸的化学过程和制造蛋白质一样复杂，如果不是更复杂的话。 

非必需氨基酸是通过相对简单的反应合成的，而形成必需氨基酸的途径却相当复杂。非

必需氨基酸可由细胞生化化合物经 1 到 5 步合成。相反，必需氨基酸的途径需要 5 到 16 个

步骤。然而，从原始材料中合成氨基酸需要更多的步骤。六种复杂的酶用于氨基酸的生产，

但这些反应的描述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 

蛋白质合成过程概述 

蛋白质合成过程的总结如图 3-5 所示。如前所述，这一过程始于携带蛋白质编码信息的基因

转录，由 RNA 聚合酶产生 mRNA。RNA 聚合酶也产生 tRNA 标签，这些标签与相应的氨

基酸相连接。mRNA 和带有氨基酸的 tRNA 被送到产生蛋白质的核糖体。制造蛋白质的过

程异常复杂和聪明，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图表显示出蛋白制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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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子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关系(实线)。我们添加了用于生产蛋白质所需酶的制造过

程，如 RNA 聚合酶、核糖和氨基酸生产所需的酶(虚线)。我们也将面对一个惊人的情况。

例如，产生氨基酸所需的酶是由需要氨基酸的核糖体产生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氨基酸，我

们就不能制造氨基酸。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情况。 

 

图 3-5. 蛋白质合成过程概述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细胞需要制造需要蛋白质的 RNA 聚合酶的时候。然而，要制造蛋白

质，细胞需要 RNA 聚合酶来制造 mRNA 和 tRNA 分子。当细胞需要制造一个新的核糖体时，

就会出现更复杂的情况。核糖体的构建需要 RNA 聚合酶产生的 RNA，也需要核糖体产生的

蛋白质。 

这些关系表明，为了复制自己，细胞必须已经有所有这些必要的制造复合体在工作。这

意味着这些复合物肯定在地球上生命开始的第一个细胞中就存在了。这些复合物对生命至关

重要，在细菌中，它们的结构和功能在 30 亿年里几乎没有改变。 

金属蛋白 

我们一般都熟悉蛋白质的制造，虽然它们的形成过程不是很直接，但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

也知道，金属如铁、锰、铜、钙、镍等在细胞的功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蛋白质的一

部分。有趣的是，只有非常少量的金属，仅仅几个原子，加入到由成千上万个原子组成的蛋

白质中，就足以发挥关键的催化作用。然而，金属蛋白的形成比蛋白的形成复杂得多，这表

明细胞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和聪明。正如我们所知，基因通过定义氨基酸的序列来提供蛋白

质编码的信息，但是基因中没有关于金属蛋白形成的信息，所以细胞必须找到一种解决该问

题的方法。因为核糖体不接收任何关于金属的信息，所以必须在后期将正确的元素添加到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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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中。 

金属蛋白的生物合成需要两个协调的步骤：从外部获取金属原子并将其传递到细胞内的

活性位点，以及合成一种与金属相连接的蛋白质。在设计蛋白质时，除了它的正常功能外，

还必须有一个能接受金属离子的合适结合位点。因此，蛋白质对金属的接收必须编码在 DNA

中。 

然而，获取金属并将它们与正确的蛋白质连接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问题是不同的金属

与蛋白质连接时有不同的亲和力*。具有强亲和力的金属会踢出已经与蛋白质相连的弱亲和

力金属。亲和力弱的金属是镁、钙和锰，而亲和力强的金属是镍、铜和锌。正常情况下，这

些金属会出现在细胞的细胞质中，它们会相互竞争以连接到蛋白质上。不知何故，这是一件

聪明的事情，细胞知道这些亲和性，并试图阻止竞争性金属与错误的蛋白质连接。为了解决

该问题，细胞首先将竞争金属放在细胞中的不同位置，然后使用特殊的蛋白质链接到所需的

金属并折叠，使弱金属进入蛋白质内部。当两种金属回到同样位置时而弱金属将不能被强金

属踢出。 

细胞采用的另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是限制细胞质中金属原子的数量，从而使弱金属不会

与其他金属竞争有限的蛋白质，而是每个蛋白质都与其他蛋白质竞争有限的金属原子。但是

细胞如何辨别不同的金属并控制它们在细胞内有效的浓度呢？细胞膜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来

控制物质进出细胞。一种叫做金属转运蛋白的特殊蛋白质利用 ATP 作为能量来源，通过膜

传递金属。最重要的是，金属转运体的结合位点只与正确的金属原子结合。金属转运蛋白确

保当过剩的金属原子找不到合适的蛋白质时，它们就会从细胞中被排出，否则这些强原子会

在进一步的加工过程中取代弱原子。 

由细胞输入的金属不会游离在细胞质中，而是由特殊的载体蛋白输送到正确的蛋白质中。

为了帮助金属原子插入蛋白质中，有一种特殊的金属蛋白质伴侣，它在金属进入细胞时与金

属结合，将它们带到正确的蛋白质中，并确保它正确地装配。 

为了控制细胞对金属的处理，在利用每个金属时都有金属感受器。有 7 组感受器控制

着 11 种不同的金属。他们确保蛋白质有足够的金属原子。如果缺乏特定的金属原子，金属

感受器会向基因发送信号，开始制造更多的金属转运体。金属感受器还执行更多的功能，比

如以适当的非激活形式存储多余的金属。它们能根据金属的供应来控制细胞的新陈代谢。如

果必需的金属供应不足，细胞的新陈代谢就会减慢，直到有更多的金属可供利用。 

细胞对金属的处理是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系统来实现的。首先是 DNA，它不仅编码金

属特异性蛋白，还编码金属特异性转运蛋白、伴侣蛋白、载体蛋白和感受器。该系统以一种

复杂的机制控制金属的进出口，启动转运蛋白的构建并影响细胞代谢。这是一个巨大的细胞

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让我们一瞥细胞设计的哲学。显而易见，这一系统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

运作，而不可能通过微小的改进使各个部分得到发展。 

据估计，所有类型的蛋白质中约有 30%是金属蛋白。它们在细胞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

我认为金属蛋白控制的两个最重要的细胞功能是将水分解成氧和氢以及固定大气中的氮。水

分解酶将在第 5 章中描述，而固氮在这里有更详细的描述。 

固氮 

所有生物体的生长都依赖于矿物质的可获取性，而氮是最重要的，它是氨基酸和核酸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大量的氮。地球大气中有大量的氮以分子 N2 的形式存在。 

然而大多数生物不能使用 N2 分子，因为两个氮原子之间有很强的三键，使氮分子几乎

呈惰性，所以。为了将氮气用于细胞生长，它必须转化成氨(NH3)或二氧化氮(NO2)。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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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叫做固氮，需要催化剂和大量能量才能实现。在生产化肥的工业中，通常是在大约 500°C

和 300 个大气压的压力下，在铁催化剂下将氮气与氢气混合来固氮。 

然而，固氮细菌的这一过程仅在室温和常压下使用催化剂进行的。所以催化剂是聪明的

组成部分。一种叫做固氮酶的酶负责这种催化功能。它由两种蛋白质组成：一种由大约 9000

个原子组成的含铁蛋白质；另一种由大约 31000 个原子组成的含钼铁蛋白质。催化过程的

核心是铁钼辅基（FeMoco），它由 7 个铁原子、1 个钼原子和 9 个硫原子组成(图 3-6)。铁

钼辅基的生物合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 9 种特殊的蛋白质，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超

出了本书的范围。 

 

图 3-6. 铁钼辅基的结构 ——种氮催化剂 (Fe: 铁；Mo: 钼) 。 

这种催化剂的作用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过程，至今仍未被完全了解。该过程需要大量的能

量，每制造两个氨分子，需要 16 个 ATP 分子。与通常使用残酷力量的人工解决方案相比，

这是一个多么天才的分子设计范例。 

很难想象进化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复杂的系统的。进化如何选择这样一个与几十种氨基酸

相互作用的特殊金属簇。同样，DNA 编码的不仅是这个巨大的催化剂分子，还有 9 个辅助

蛋白帮助组装金属簇。DNA 如何事先知道编码什么？除了这些分子外，DNA 还必须编码金

属转运体、感受器和许多其他参与这一高度精确过程的蛋白质。 

细胞控制系统 

近期研究表明，细胞的内部运作不是一个混乱、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精确而复杂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分子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和特定的功能 7。基因编码的生物成分在细胞中

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由细胞控制系统决定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由 Harley McAdams 教授领导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团队发表

了关于细胞控制系统的重大发现 8。他的团队当时正在研究一种简单细菌的基因调控环路。

这种细菌叫 Caulobacter（柄杆菌属），生活在清澈的水中。在他看来，这些控制环路与电

子控制电路没有什么不同。 

他发现指导和控制 Caulobacter 细胞周期性能的控制环路涉及整个细胞，并作为一个整

体系统运行。细胞周期系统由实现细胞生长和繁殖的多个子模块系统组成。由生化和遗传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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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环路构造的整体控制系统可协调这些模块功能的启动时间。这个控制环路监控细胞的环境、

内部状态和细胞结构，因此它可以组织细胞周期子系统的激活和 Caulobacter 细胞的分裂。 

现在我们知道，为了稳健地运行，Caulobacter 细胞周期控制系统已经作为一个整体系

统进行了精心的优化，以应对代谢反应速率和营养供应的变化。它能够可靠地停止和重启繁

殖周期，以调整营养的利用率。 

该控制系统利用各种感受器来监测环境，并根据营养水平、氧气感受器或内部状态感受

器(如 DNA 损伤)使细胞周期进展减慢或停止。 

Caulobacter 周期性的遗传回路由四个主调控蛋白的周期性浓度变化组成，这四个主调

控蛋白直接控制超过 200 个基因的转录时间。这些蛋白质在细胞周期中一个接一个地被合

成和清除。由细胞周期引擎中的蛋白质激活的每个过程都涉及许多级联反应。最长的级联反

应是 DNA 复制，涉及在大约 40 分钟内进行大约 200 万个 DNA 合成反应。 

McAdams 教授的主要结论是，系统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并且确实与人工设计的异步控

制系统的良好设计实践相一致。控制系统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机器，与人类设计的电子设备

相比，它是由相对简单的生化控制逻辑严格控制的。 

对 Caulobacter 系统的分析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生物调控系统符合工程师在其他

工程领域设计调控系统的原则。细胞周期控制环路包含许多功能，以确保细胞周期在所有意

外情况下都能顺利完成。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发现以及这里没有提到的其他的发现，都支

持了这样一种观点：需要一个细胞来制造一个细胞。 

氧气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没有氧气是不可能发展出高等生物的。我们知道一些细菌可以在没有

氧气的情况下利用特殊的化合物来产生能量，但这些过程效率非常低，只能产生少量的能量。

多细胞生物需要大量的能量，动物只能通过呼吸过程利用氧气燃烧食物来获取能量。 

有氧呼吸过程大约有 40%的效率，这在一个长食物链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以真菌

为生的小昆虫被大昆虫吃掉，大昆虫又被小动物吃掉，小动物又成为大动物的食物，等等。

由于呼吸效率低，这条食物链会突然终止。例如，对于 10%的呼吸效率，在 3 个阶段之后，

只有 0.1%的原始能量会被最后的捕食者利用，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源来支持更高的

生命。因此，有氧呼吸是保证大型食肉动物和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 

在能够产生氧气并持续给我们提供给养的光合作用出现之前，地球的大气层根本没有大

量的氧气。空气中的每个氧原子都曾是水分子的一部分，由光合作用释放出来。在光合作用

中，发生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过程，称为水分裂，这将在第五章中描述。这个过程对地球上的

氧气供应至关重要。 

大约在 35 亿年前，出现了一种新的生命，它能够利用太阳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食

物，而氧气则是一种排泄的废物。这些生物是光合作用微生物，称为蓝藻细菌。它们生活在

浅海中，免受太阳有害紫外线的全面辐射。他们属于改变地球环境的那类有机体。蓝藻细菌

变得如此丰富，以至于大约 26 亿年前它们产生的游离氧开始在大气中积累。大约在 20 亿

年前，氧气含量增加到现在氧气水平的 18%，或者说现在大气水平的 4%。 

当释放的氧气开始氧化岩石和水中的铁时，地球表面开始变化。铁变成了氧化铁，形成

了这种特有的红色。目前，所有可用的铁矿石都是氧化物。 

氧气的作用是深远的。在大气层的高处，氧气形成了臭氧的保护层，O3 屏蔽了来自太

阳的破坏性紫外线辐射，使地球表面适合居住。接近地面时，可呼吸氧气的存在打开了全新

生命形式的大门。这种氧气水平可以支持更复杂的生命，大约在这个时期真核细胞得到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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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大约 7.5 亿年前，绿藻出现了，它们更适合生活在浅水区吸收强光。据信，氧气水平在

大约 6 亿年前增加到现在的水平，这使得寒武纪大爆发成为可能，当时大多数现存动物的

祖先已经存在。据知，在随后的时间里，大气中的氧含量波动在 10%到 35%之间，在 3.59

亿年前到 2.59 亿年前的石炭纪期间达到峰值。 

评论 

通过观察第一批细胞的结构和运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类型的细胞一点也不简单。它

之所以被称为“简单”，是因为它没有 20 亿年前出现的真核细胞那么复杂。然而，它的能量产

生和呼吸过程与高等生物一样复杂。其蛋白质的制造过程，虽然与更先进的真核细胞略有不

同，但仍然是高度复杂的。为了自我繁殖，这个细胞必须从地球上生命诞生之初就拥有所有

这些必要的制造复合体。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发展起来的。 

金属蛋白的构建是简单细胞工作复杂性的另一个例子。细胞对金属的处理是通过一个精

心设计的系统来完成的，这个系统包括金属结合蛋白、转运蛋白、伴侣蛋白、载体蛋白和感

受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细胞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在小的步骤中进化，因为它只

能作为一个整体工作。细胞控制系统的操作不是由 DNA9 定义的，因此它必须是生命初期就

已经引入的细胞结构的一部分。 

第一个细胞的简单性被进化论者普遍接受，因为如果第一个生物体非常简单，那么进化

论就更容易被接受。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简单细胞在分子水平上的运行几乎与后期发育的

细胞一样复杂，其能量的产生和利用基本等同于复杂细胞。尽管对生命的起源进行了多年的

研究，但对于这些最初的有机体是如何形成的，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假设。 

  



28 

 

第四章：复杂的细胞 

复杂细胞的到来 

引入光合作用细菌的目的是为地球更复杂生命的到来做准备。大约用了 20 亿年 1 地球环境

才做好了迎接生命下一阶段的准备。在这段时间里，氧气含量明显增加，达到目前水平的

18%左右。然而在这一时期唯一的生命形式仍然是原核细胞，它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事实

上，细菌在适应不同的生存条件的同时，也以同样的形式生存至今。看来生命没有发生重大

的发展。 

生命突然在大约 20 亿年前开始改变。在地球上，更确切地说是在水里，出现了新的更

复杂的生物，叫做真核细胞。真核细胞与细菌非常不同，因为它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包括许

多新成分，如细胞核、线粒体、叶绿体和其他细胞器。真核细胞不仅比细菌更复杂、体积更

大、有更多的基因和更大的 DNA，而且运行过程比原核细胞更复杂。 

真核细胞的主要特征是其形成高等多细胞生物的能力。原核细胞虽然群居生活在一起，

但却永远无法连接在一起形成不同的有机体。这种新的细胞使植物和动物等高等生物的形成

成为可能。它成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高级生命形式的基石。令人惊奇的是，人类的大脑、

肝脏、皮肤、心脏、肾脏等都是由相同类型的细胞构成的，这些细胞适应于执行各种任务。

但是因为所有的细胞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体内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合作。因此，真核

细胞的出现是生命发展中的革命性的一步。 

进化论者认为，真核细胞的出现是突破性的一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它在生命史

上只发生过一次。然而，即使是进化论者也不认为它的存在是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

它彻底不同于先前的生物。 

Lynn Margulis 教授提出真核细胞是细菌共生的结果。在她看来，线粒体是被另一种细

菌吞噬但没有被消化的细菌，它们作为平等的伙伴受到母体细菌欢迎，并开始在母体细菌中

生活。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解决方案，可以克服真核生物进化起源的可信性。进化论者不愿

意接受这一假设，因为他们无法看到突变和自然选择是如何在细胞复杂性上产生如此巨大的

跳跃。 

与原核生物相比，真核细胞(图 4-1)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它有许多特殊的细胞器，专

门用于细胞内的特定任务。最重要的细胞器如线粒体和叶绿体将在第五章讨论。除了细胞核

和线粒体外，主要的结构有质膜*、封闭囊泡*、高尔基体*和细胞骨架*。 

让我们更详细地看看细胞的组织和功能。细胞的结构非常复杂，因为它含有由数千到数

百万个分子组成的细胞器。例如，一个大约 10 微米的小细胞可以有多达五千万个分子。这

些分子形成非常复杂的结构，并执行非常高级的功能。我将重点介绍一些最重要的细胞构件，

以展示它们的功能是多么复杂。对整个细胞功能的论述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29 

 

 

图 4-1. 真核细胞轮廓图。 

细胞核 

细胞核含有 DNA，并具有多种关键功能。原子核内有两个专门的结构，它们是制造大型专

用分子的工厂。DNA 聚合酶是其中一个结构，在复制过程中参与 DNA 链的复制。RNA 聚

合酶作为另一种结构，参与 RNA 的合成。所有类型的 RNA，如 mRNA、转移 RNA 和用于

制造核糖体的核糖体 RNA，都是在细胞核中产生的。 

细胞核受到无渗透的内外核膜保护。外膜面向细胞质*，内膜面向染色体。进出细胞核

的运动是通过内外膜融合在一起的孔洞进行的。通过膜的运输是由核孔复合物控制的，每个

核孔复合物由大约 1000 个蛋白质组成。每个孔复合体足够大，可以容纳核糖体亚基的通过，

核糖体亚基在核内组装后离开细胞核。制造核糖体所需的材料通过孔洞运输。 

细胞核中有一个 DNA 支撑结构，起着支架的作用。基因复制机器附在支架上，允许有

组织的 DNA 复制。例如，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细胞核在直径约 5 微米的球体中有序地排列

着 0.7 米长的 DNA 链。值得注意的是，当细胞进行复制时，这种结构将完全解体。 

DNA 

细胞核内的 DNA 通常成对排列成染色体。这些基因被包裹在蛋白质中，以防止意外伤害。

这些蛋白在基因表达 2 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它们会影响基因的激活并用来产

生蛋白质。真核细胞的基因组比细菌的大得多，因为除了拥有更多的基因外，真核细胞还有

很多的所谓的垃圾 DNA，它不编码蛋白质。在人类中，只有 2%的基因组编码蛋白质，但

这并不意味着其余的都没用，只是因为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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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核生物基因中的 DNA 蛋白编码序列不像细菌基因那样是连续的，而是被称为内含子

的非编码序列*分隔开。每个基因甚至可能在序列中有多个内含子。这些内含子被 RNA 聚合

酶复制并存在于前体 mRNA 中。然而，这种 mRNA 不能被发送到核糖体，因为它会导致蛋

白质链的错误。因此，内含子必须从 mRNA 中去除，编码片段必须拼接在一起。这项工作

由一个叫做剪接体的巨大而复杂的分子机器完成。剪接体是一个分子复合体，由 5 个小核

核糖核酸蛋白* (snRNP)和 300 多个蛋白质组成，由 70 多万个原子组成。由于剪接体是一

个动态的复合体，在操作过程中不仅改变了它的形式和功能，而且一些 snRNP 元件还具有

多种功能，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剪接的整个过程仍然是一个谜，人们认为剪接体是真核细

胞内最复杂的 RNA-蛋白复合体。 

内含子的作用还没有被完全理解，一些进化论者把它们当作基因寄生虫。然而，情况并

非如此简单，因为内含子参与了选择性剪接。选择性剪接是一个过程，导致一个基因编码多

个蛋白质。在该过程中，基因的特定编码部分可包含在该基因产生的最终加工信使 RNA

（mRNA）中或从该基因中剔除。这意味着基因中不同的、非序列的编码部分可以被拼接在

一起产生新的蛋白质。作为选择性剪接的结果，人类基因组产生的蛋白质数量是基因数量的

4 倍。 

这一过程必须受到严格控制，而且众所周知，任何偏差都可能在人类身上造成严重的疾

病。 

人类基因组大约有两万五千个基因，平均每个基因有 9 个独立的编码部分和 12 个内含

子。一个内含子的长度变化范围很广，从 20 个碱基对到 10 万多个碱基对，平均长度约为

3500 个碱基对。我们知道内含子必须为了产生蛋白质而被移除，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用途。

内含子会影响基因的表达，也就是说，内含子会影响基因的产物。 

近端粒是引起公众兴趣的另一个有趣的 DNA 组件。端粒是每条线状 DNA 末端保护染

色体的帽子，就像鞋带末端的塑料头一样。每次细胞自我复制时，端粒就会变短，但 DNA

的重要部分却保持完整。最终，端粒变得太短而无法发挥作用，导致细胞衰老并停止正常功

能，因此在每个细胞中都扮演着衰老时钟的角色。 

细胞膜 

细胞被一层执行许多不同功能的膜包围(图 4-2)。细胞膜是最重要的细胞结构之一，它不仅

能保护细胞免受外界的机械、化学元素和侵袭性生物体的侵害，而且还能调节某些化学成分

进出细胞的转运。细胞膜由脂质、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组成。脂质排列成双层，其中亲水*

头朝外，而它们的疏水*脂肪酸尾巴在双层中间彼此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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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细胞膜结构。 

除了最小的分子外，疏水层充当了所有分子的屏障，有效阻隔了膜的两侧。膜没有均匀的结

构，而是在其中插入了各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通常从脂质双分子层的一侧延伸到另一侧。

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组成了大约 50%的膜质量，并负责膜的大部分功能。 

膜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精确和智能的过滤器，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允许什么东西通过它。

它可以允许特定的物质在特定的时间通过，然后在其他时间拒收相同的物质。一个典型的膜

可以包含数千种不同类型的过滤器，它们控制离子、元素等不同大小分子的通过。 

物质通过细胞膜的方式主要有五种：脂质扩散、渗透、被动转运、主动转运和内吞作用。

前三种方法是被动方法，后两种方法是主动方法。在特殊蛋白质的帮助下，被动运输通过不

同大小的管道进行。主动输送利用了几种独特类型的泵，这些泵需要能量才能工作。 

在脂质扩散中，物质可直接通过膜的脂质双分子层部分扩散。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物质

是脂溶性分子或非常小的分子，如水、氧和二氧化碳。 

渗透是水在膜上的扩散。事实上，这只是正常的脂质扩散，但由于水在细胞中如此重要

和丰富，它被单独列出。 

被动转运是指物质通过跨膜蛋白分子在膜上的转运。膜内嵌有多种转运蛋白，它们是分

子进出细胞的通道。转运蛋白往往对一种类型的分子具有特异性，因此只有含有适当的转运

蛋白，物质才能穿过膜。 

主动转运是通过跨膜蛋白泵分子将物质转运过膜。这些蛋白质是高度特异性的，所以每

个运输分子都有不同的蛋白质泵。泵送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是将物质从低浓度区转移到高浓

度区唯一的转运机制。 

内吞作用是将大分子转移到细胞内。大分子被细胞膜的内部褶皱包裹，然后挤压其壁后

凹陷形成一个封闭的包裹。然后这个包裹被移动到细胞中使用。 

有些学者把细胞膜称为细胞的大脑，因为它也会对化学的、热的和机械的外界刺激产生

反应。它包含从环境中接收信号并将其传递到细胞控制系统的感受器。这些感受器对几乎所

有的环境信号都很敏感，比如温度和光，还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化合物，比如水、盐、酶、

蛋白质、钠、钙、钾等。 

然而，每个受体只能与特定的结构结合，就像锁只能接受特定形状的钥匙一样。接收到

信号后，传感器启动执行器，执行器将信息传递到细胞内，在细胞内进一步利用信息。有一

组特殊的传感器用于检测附近的其他类似细胞。有些分子协调细胞的聚集以进行有性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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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个细胞的某些化学物质可以改变其他细胞的行为或影响这些细胞中的基因表达。在植

物和动物体内都存在着信号分子，它能在一个有机体中同步许多细胞的新陈代谢，使它们的

生长协调一致。 

随着我们对细胞膜了解的越来越多，我们发现了它惊人的功能多样性。因此，原本被认

为只保护细胞内部的细胞膜，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复杂和关键的元素，它有效地控制着细胞的

功能。 

细胞骨架 

每个细胞都需要一种结构来支撑其内部成分并帮助其发挥作用。这样的目标是通过细胞骨架

实现的。它是一种柔韧而稳定的脚手架，由微管、微丝、中间丝等不同类型的支撑结构组成，

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结构。微管维持细胞形状，提供机械支持，并完成许多其他功能。

它们是直径约 24 纳米的空心管。它们的长度从零点几微米到零点几毫米不等。 

细胞内分子的运输是由特殊的运动蛋白完成的，这些蛋白以 ATP 为能量来源。微管作

为运动蛋白的轨道帮助囊泡和细胞器在细胞内运输。在大多数细胞中，微管以放射状排列，

从位于细胞核附近的单一位点向外延伸。该组织产生了一个微管轨道网络，沿着微管移动膜

囊。运输的囊泡包括细胞器（例如线粒体）及分泌废物。 

细胞骨架是非常动态的，这意味着细丝系统能够非常迅速地拉长或缩短，这是细胞能够

改变形状和完成分裂所必需的。细胞骨架也帮助细胞在环境中移动。微管长度的快速变化使

细胞能够重组轨道，这对囊泡运输至细胞各处和构建其他结构非常重要。 

微丝是直径约 7nm 的纤维，在肌肉收缩、细胞分裂、细胞运动等细胞功能和结构中起

重要作用。纤维在细胞的特定区域加固结构、锚定细胞器和酶，并使细胞核保持原位。 

细胞骨架还参与控制新陈代谢、发送信号和引导基因编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完成

了非常重要和复杂的功能，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是如何执行这些功能的。 

这些基因编码了什么？ 

50 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坚信，地球上生命繁殖所需的所有信息都编码在 DNA 中，基因包

含了构建细胞所需的所有数据，而细胞是所有生命体的基本单元。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最新科学发现表明，我们对细胞的认识应该有所改变。 

2005 年，科罗拉多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遗传学教授 Franklin M. 

Harold 发表了一篇综述论文，提供了关于细胞结构的最新知识。他说： 

“细胞的空间组织，包括细胞质成分的排列和细胞的整体形态，在基因组中没有明确的阐明。

基因只指定大分子的主要序列，其中一部分确实与这些分子在空间中的定位有关。但是，细胞结

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许多基因产物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表观遗传学上的结果。许多这样的相互作用

可以很好地描述为分子自组织的实例，要么是自组装，要么是动态自构建。然而，当自组织化学

在活细胞中发生时，它受到整个细胞系统的指导和约束。3” 

因此，基因提供了关于如何构建基本生命组成成分的信息，如蛋白质、酶、大分子复合

物等，但基因组显然不包含指定细胞形式(如膜或细胞骨架)的基因。因此，基因决定了分子

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它们的排列顺序。总之，细胞的结构和功能不是由它的 DNA 决定的。 

细胞怎样知道如何繁殖？它只是复制现有的结构，例如大部分种类的细胞膜是通过扩展

现有的细胞膜而生长的。随着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它会根据自己来建模。新合成的蛋白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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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子被释放到已经具有空间结构的体内，这种结构确保新分子的位置与旧结构协调。许

多细胞的特征和功能，如生长和分裂，从根本上依赖于在细胞空间中具有特定位置的过程。

此外，这些空间参数是由至少部分独立于基因的机制定义的。 

目前还不清楚 DNA 编码的分子是如何构成细胞的复杂成分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决定了

它们在细胞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不知道像核糖体这样的大型细胞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以及

是什么控制着细胞的功能。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将一个细胞分裂成其基本的分子成分，确

实会破坏细胞赖以生存的空间组织。毫无疑问，DNA 不是负责细胞结构的，而是负责细胞

本身。 

细胞生化成分(主要是蛋白质)结构的编码信息被保存在基因中，它们的副本被传递到细

胞中。DNA 链易受突变影响，因此细胞构建分子会发生变化。然而，细胞结构不会改变，

因为它不受突变的影响。许多部分，如新膜、细胞骨架或线粒体，都是旧结构生长的结果，

因此它们是旧结构的精确复制品。这些结构完全独立于遗传过程，因此不受随机有害变化的

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细胞的功能和基本结构在 20 亿年里几乎没有改变。 

有趣的是，由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细胞可以获得新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将被下一代继

承。例如，有时分裂细胞的子细胞不能分离和融合，产生一个双重细胞。令人惊讶的发现是，

从那时起，这个双重细胞无限繁殖，后代的双重细胞，并没有发生 DNA 的变化。 

学术界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进化论者试图用一种叫做自组织的机制来解释这些结构的

起源。这意味着这些难以置信的复杂结构，包括数百万个不同的原子，是由分子的偶然排列

而形成的。为了证明自然界存在自组织，进化论者引用了晶体、鸟群或白蚁巢穴。很难看出

由同一种原子或分子构成的晶体的生长与例如由数千种不同成分构成的复杂薄膜的生长之

间有什么联系。 

自组织假说是基于一些实验，这些实验表明，在试管中某些极化的蛋白质分子可以结合

在一起，形成一张薄片或一根管子。但这些自组织结构通常是同质的，是在含有大量单一蛋

白质的溶液中形成的。这些结构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晶体，因为它们往往具有不可预测的尺寸。

然而，在细胞中并没有无限的分子供应，细胞产生的蛋白质仅够构建必要的结构。这些蛋白

质在正确的时间被运送到正确的地方，形成精确确定尺寸的结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复杂的

结构，就像一个膜，里面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是如何作为自组织的结果而产生的。

既然我们被告知进化的变化起源于 DNA，如果基因中没有信息，那么细胞如何知道某些蛋

白质会结合在一起形成所需的结构，以及如何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后代？ 

评论 

真核细胞的出现笼罩在巨大的神秘之中。进化论者不得不承认，这不可能是进化的结果。因

此，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非进化机制，称为共生。这种机制甚至比进化本身更不可信。真核

细胞是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生物产生的关键基石，因为它使复杂的多细胞体的构建成为可能。 

真核细胞的功能远比原核细胞复杂，特别是 DNA 的新结构和新性质。在新细胞中，我

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如线粒体、叶绿体、细胞核、细胞膜和细胞骨架，它

们改变了细胞的工作方式。 

关于细胞结构和功能的信息并没有记录在基因中，这一事实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些信

息储存在哪里?它似乎必须存储在细胞本身中。一个新的细胞由于旧细胞的分裂而产生。这

意味着新细胞中的信息与旧细胞中的信息完全相同。没有修改此信息的机制。如果我们回到

生命之初，那么一定存在着一个母亲细胞，即所有生命的前身。这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什么

关系呢？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于微小的基因突变而缓慢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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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制造蛋白质和分子复合物的系统也证实了一个事实：要制造一个

细胞，必须先有一个母细胞。它证明了要制造蛋白质必须要有氨基酸，而氨基酸必须在由氨

基酸构造酶的帮助下产生。结论是，基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启动生命，因此生命必须已经存

在，才能产生新的生命。 

那么母细胞的起源是什么呢？母细胞不可能是由于某些变化或修改而产生的，因为她的

两个女儿是她的完全拷贝。我们谈论的不仅是细胞的复杂结构，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指导

着细胞繁殖和新陈代谢过程的控制系统。这些过程由于未记录在基因中 4 而无法改变，因此

它们从细胞存在的一开始就存在。那么，如此复杂的细胞结构是如何从地球生命开始就存在

的呢？成千上万条控制细胞生命和繁殖的指令从何而来？ 

生物系统的设计保证了生命的稳定和延续。我们已经有了证据，因为细菌已经存在了至

少 35 亿年，而现在的复杂细胞已经存在了大约 20 亿年。有趣的是，数十亿年前存在的生

物今天仍然生活在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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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能量的产生和转化 

能量系统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是单细胞生物。乍一看，这些生物似乎很简单，但这是一种很有欺骗

性的印象。在最简单的细胞内，高度复杂的分子机器在起作用。这些机器用于产生、储存和

转换能量。 

生命，特别是智能生命，需要大量的能量，因此设计一个有效的能源系统是生物体维持

生存的关键。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为植物和动物提供能源，使得该系统能够满足包括人类

在内的高度发达生物未来的能源需求。然而这样的能量系统必须在生命之初就被引入，因此

即使是最初的简单生物体也必须配备非常复杂的能量产生和转换模块。 

这种设计的方法可以被以下事实证实：简单的生命（例如某些细菌）只能依靠化学能生

存。然而，这种能量来源虽然在火山水中很丰富，而且很容易获得，尽管对许多单细胞生物

来说是足够的，却不足以支持生活在陆地上的动植物。此外，这些化学资源最终可能会被耗

尽，因此无法长期支持高级生命。唯一可行的长期解决办法是利用来自太阳的无限能源。太

阳向地球表面释放了大量的辐射能，其总量 1 约为 1050 W/m2，其中约 42%的能量属于可

见光谱。 

太阳能必须以某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提取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目前的知

识只允许我们使用太阳能来加热水或其他液体，或在光伏电池中发电。然而，这些技术都不

适用于生物有机体。因此需要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吸收太阳的辐射能，并把它转换成一种容

易重复利用的化学能形式储存起来。一旦能量被储存，就需要一个不同的生化系统来从化学

储存中提取能量，并将其转换成适当的机械能、化学能或热能。两个系统必须同时完成开发

才能使用。 

转换和储存太阳能的过程称为光合作用，从储存的化合物中提取能量的过程称为呼吸作

用。图 5-1 所示为植物细胞中能量系统的总图。这个系统的概要将在本章后面介绍。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是相等且相反的过程。植物的光合作用发生在一种叫做叶绿体的细

胞器中，利用阳光作为能量来源，从二氧化碳和水中制造糖分子。它将氧气作为废物释放到

空气中。呼吸作用发生在线粒体中，起相反的作用。它利用氧气从糖分子中释放能量，并以

废物的形式产生水。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短短的一章里完全解释清楚。需要

广泛的生化和生物分子知识来全面理解这些过程，。在这一章中，我想要展示的是这些在地

球上生命诞生之初就存在的过程的异常复杂性。理解这些过程没有必要了解生物化学，但我

已经决定使用适当的科学词汇，以便读者能够根据需要获得额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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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植物能源系统概述图。 

ATP* 

能源系统需要一种易于生产的燃料，并将其用于向每个生物体的每个细胞传递能量。为了使

生命形成一个连贯的、相互依存的系统，需要一种单一的、通用的、能够完成所有能源任务

的能源货币。这种通用货币的功能是通过一种三磷酸腺苷分子(缩写为 ATP)来实现的。有趣

的是，所有的生物，从最简单的细菌、真菌和植物，到所有的动物、哺乳动物和人类，都使

用完全相同的燃料。 

ATP 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子，它的分子质量 2 是 507da。从 ATP 中分离出末端磷酸基会释放

大量能量。这种分裂可以用方程来表示： 

ATP → ADP + Pi + 能量。 

其中 ADP*为二磷酸腺苷，Pi 为磷酸基。 

仅仅切断一个键就足以释放约 30.6 kJ/mol。ADP 通过利用呼吸过程中获得的能量，添加一

个磷酸基转化为 ATP 再次回收利用。 

ATP 为生物体的每一活动提供能量，并大量产生。每秒钟，一个人体细胞要消耗大约

1000 万个 ATP 分子。ATP 的产生必须满足所有的能量需求，最高可达每天 65 公斤的 ATP，

相当于一个人的平均质量，尽管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我们体内只有大约 100 克的 ATP。在

人体中，每个 ATP 分子每天可以循环 750 次。所有主要的生命过程，如呼吸、发酵和光合

作用，都会产生 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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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与能量储存 

光合作用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能量。燃烧煤、木柴、液体燃料、天然气以及燃烧我们所吃的

食物所产生的所有能量都是通过光合作用从阳光中获取的。在光合作用中，来自阳光的电磁

能转化为化学能，利用二氧化碳生成碳，利用水生成氢。这是一个巧妙的过程，它利用两种

最常见的无机材料，制造出用于能量存储的有机分子。 

光合作用的一般方程为： 

CO2 + 2H2O + 阳光 → (CH2O)n + O2 + H2O + 热量。 

其中(CH2O)n 是糖和淀粉等高能量化合物的总称。O2 氧气从水中释放到大气中。 

植物光合作用的过程发生在称为叶绿体的特殊细胞器中(图 5-1)。方便把植物的光合作用过

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发生在叶绿体的特定区域：(1) 从阳光中捕获能量；(2)使用

这种能量制造 ATP 和 NADPH *； (3)利用 ATP 和 NADPH*的能量驱动从空气中的二氧化

碳合成碳水化合物。前两个阶段称为光反应，第三个阶段称为卡尔文循环，不需要光。光合

作用的所有三个阶段都是紧密耦合和受控的，以便产生植物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光合作用的能量来自阳光。光是一种电磁波，类似于无线电波，但波长要短得多。波长

可以用两个最近的波峰（例如海浪）之间的距离来表示。太阳辐射能量的波长范围很广，从

波长从200 nm3到400 nm的紫外线(UV)、可见光(400-700 nm)到波长从700 nm到3000 nm

的红外辐射(IR)。短波长的光有很高的能量，我们知道过量的紫外线辐射会导致皮肤灼伤甚

至癌症，而波长较长的红外光能量较低，只能提供很好的热量。光以短时间爆发的辐射形式

传播，这种辐射被称为光子。每个光子都有一定的能量，与它的频率成正比，可以被视为粒

子。 

阳光由叶绿素*收集，这是一种位于植物叶绿体和蓝藻*中的绿色色素。叶绿素分子吸收

某些波长的光。植物叶片中通常有几种不同的叶绿素，它们吸收蓝色、紫色和红色的光，并

反射黄色和绿色的光，使叶片呈现绿色。叶绿素被嵌入在叶绿体内部一个特殊的膜系统中。

当正确波长的光子击中叶绿体内的任何叶绿素分子时，它被该分子吸收，迫使一个电子从该

分子中逸出。然后发生链式反应，在此期间，激发能从叶绿素分子簇内的一个分子转移到另

一个分子，直到遇到反应中心，然后引发电子转移。失去电子的叶绿素具有很高的反应活性，

并从最近的合适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为水）中吸收电子。接受来自水分子的电子会使叶绿素

分子进入稳定的状态，等待更多的光的照射。 

叶绿素具有独特的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环和长碳链，如图 5-2 所示。具有四个氮

原子的环以正方形平面排列，牢固地结合到镁原子上。叶绿素的化学式为 C55H72MgN4O5，

其分子质量为 893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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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叶绿素的结构。 

叶绿素的生物合成极为复杂。很难在本书中表达其复杂性，所以我引用了《高等植物叶绿素

生物合成》一文的摘要 4。你不必通过知道所有提到的化合物来了解这个过程有多复杂。 

叶绿素(Chl)是光合作用中获取光和传递能量的基本物质。高等植物叶绿素的生物合成

途径复杂，由 17 多种酶介导。叶绿素的形成可分为四个部分：(1) 叶绿素和血红素的前体

5-氨基乙酰丙酸(ALA)的合成；(2)两个 ALA 分子的缩合反应和四个吡咯的组装形成一个吡

咯环卟啉原，从而合成第一个具有 D 环反转的封闭四吡咯，即尿卟啉原 III ；(3)通过几个脱

羧和氧化反应合成原卟啉 IX；(4)将 Mg 插入原卟啉 IX (PPIX)部分，引导其进入四吡咯合成

的 Mg-分支，最终形成叶绿素。 

这样复杂的过程有可能是在地球上生命诞生之初由进化而来吗？问题是这些中间化学

成分从何而来。 

水分离过程 

光合作用过程的第二个关键功能是把水分解成氢和氧。光合作用过程需要依靠质子 5 和电子

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质子和电子的来源是水，但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分子，不容易分裂。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电解和蒸汽重整来分解水，但这些过程消耗的能量比燃烧氢所产生的能

量要多。 

光合作用的水分解反应可以表示为： 

2H2O → O2 + 4H+ + 4e-。 

O2 是氧分子，H+是质子，e-是电子。 

水分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需要催化剂的帮助，催化剂是所谓的放氧复合体的一部分。

这个放氧复合体包含三种蛋白质：D1 由大约 4500 个原子组成，D2 由 3300 个原子组成，

D3 由 2400 个原子组成。催化剂的核心是四个锰原子和一个钙原子，它们与五个氧原子相

连，并与这三个蛋白质的不同氨基酸相连(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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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水裂解催化剂中金属原子的可能排列。 

在放氧复合体中，两个水分子的氧原子与位于反应中心的嵌在复合体中的锰原子簇结合。这

种酶通过一次移除一个电子来填补光能电子离开时在反应中心留下的空穴来分裂水，这种方

式尚未被完全理解。一旦两个水分子中的四个电子被移走，氧就被释放出来。 

在这种复合体的催化下，氧气出现在我们的大气中。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分子，多年来

一直未被发现，直到最近才被阐明其结构 6。水的分裂过程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至今还

没有完全了解它，尽管现在已经知道了放氧复合体的结构。我们不能理解这个过程，并不是

因为技术和努力不够。如果这个过程被破解，它将为人类打开一个无限的能源，将只需使用

太阳能和水。这将使石油工业和核电站变得多余。它将为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提供廉价的能

源。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想要发现它，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结果。 

观察进化论者如何解释这种催化剂的产生是很有趣的。由于在海洋中发现了一种类似的

锰化合物，因此有人提出，氧演化络合物吸收了这种化合物。是的，没错！它决定从存在于

水中的数百万其他化合物中找出这种化合物。它怎么知道这种化合物有助于分解水呢？即使

是现在，拥有数十亿神经元的智人大脑也无法弄清楚这种水分裂是如何进行的，但进化论者

说，30 亿年前，这个简单的细胞知道它需要 4 个锰原子和 1 个钙原子来完成这项工作。 

但是细胞不仅知道它需要锰原子和钙原子，它还提前准备了 3 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

将与这些原子相互作用。没有这些蛋白质，水分解过程就无法进行。因此，它的 DNA 不得

不在不知道蛋白质用途的情况下开发出 3 种蛋白质编码，因为根据中心法则*，DNA 不接受

外界的通讯，所以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除了这三种蛋白外，还有 DNA 编码的运输蛋白、

感受器蛋白以及其他许多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讨论过的蛋白。这些蛋白质必须是同时产生的，

否则水分解系统将无法工作。进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还没有得到解释。 

光系统 

光合作用的过程是由两个大的分子复合体完成的，它们是光系统 I 和光系统 II。每个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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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个由叶绿素分子、辅助色素和相关蛋白组成的网络，这些蛋白浸泡在光合内膜表面的

蛋白基质中。光合作用系统概述如图 5-4 所示。该图显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但即使如

此，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来描述它。读者不需要完全理解光合作用的过程，只需要了解这些

过程是多么复杂。 

 

图 5-4. 利用光系统 I 和 II 进行植物光合作用的概述。 

光系统 II 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光捕获复合体和具有放氧复合体的反应中心。每个光捕获复合

体由数百个叶绿素分子组成，它们收集光并将捕获的光能提供给反应中心。在反应中心 P680

处，有放氧复合体和叶绿素，它们吸收波长为 680 nm 的光。在饱和光下，光系统 II 反应中

心的能量吞吐量可达每摩尔 60 兆瓦 7，这比最大的燃气轮机的功率还大。 

光系统 II 的复杂性是非凡的。直到最近，在 2012 年使用 X 射线衍射才看到它的组织和

结构细节。它含有 5000 多种氨基酸，其分子质量约为 700 kDa，相当于 10 万个原子 8 的

质量。蓝藻和绿色植物的光系统 II 的深 10.5 nm，长 20.5 nm，宽 11 nm，由大约 20 个亚

基(取决于生物体)和其他附件(如光捕获蛋白)组成。每个光系统 II 包含至少 99 个辅酶*。对

这个复合体的描述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 

光合作用链中的下一个是光系统 I，它是在光系统 II 之前发现的。光系统 I 的分子质量

为 1068 kDa，相当于 152,000 个原子。它有大约 120 个辅酶，3 个镍锌铁氧体硫簇和 4 个

亚基的光捕获复合体，它们捕获光并将其能量输送到反应中心。它的光捕获复合体由 130

个叶绿素(a)和辅助色素分子组成。它的反应中心 P700 吸收波长为 700 纳米的光，由至少 13

个蛋白质亚基组成。 

光系统 II 和光系统 I 依次工作。光子从光系统 II 中射出高能电子。该电子的能量被用来

将一个质子泵过类囊体膜，从而产生一个 ATP9 分子。最终这个电子到达光系统 I，在那里

第二个光子将它推到一个更高的能级。在光系统 I 中，这个电子被转移到一个 NADP+分子

上，把它变成 NADPH。每对电子产生一个 NADPH 分子。 

光反应的净效应是将辐射能转化为 NADPH 和 ATP 形式的自由能。在光反应中，一个

电子从水转移到 NADP+需要 30 个金属离子和 7 个芳香基。 

光合作用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二氧化碳中生成有机分子。这个过程发生在卡尔文循环中，

其中 Rubisco 结合二氧化碳并将其合并到碳水化合物中。Rubisco 在生物学方面非常重要，

因为它催化了最常用的无机碳进入生物圈的化学反应。Rubisco 是一种由 7 万个原子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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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酶。它由八个大亚基和八个小亚基组成。在卡尔文循环中，二氧化碳来自空气，反应所

需的能量储存在 ATP 中，而 NADPH 提供了氢和高能电子的来源。在卡尔文循环中，总共

需要 13 种酶来催化这些反应。卡尔文循环的能量转换效率约为 90%。虽然卡尔文循环不需

要光，但它不能在晚上工作，因为它需要由光产生的 NADPH。没有 Rubisco，光合作用就

不能完成。这种酶的工作非常缓慢，每秒只能处理 3 个二氧化碳分子。因为它的工作非常

缓慢，需要很多 Rubisco 分子，在一个典型的植物叶子中，50%的蛋白质都是 Rubisco。 

光合作用的过程不是很有效。因为光合作用只利用太阳辐射的红色、蓝色和紫色波长，

它实际上只能捕获太阳光谱中 1%的能量。在光合作用过程中，大部分吸收的能量以热量的

形式损失掉了，只有 1%左右的总能量被叶子吸收用来制造糖分子。因此，光合作用仅能转

换太阳可利用能量的万分之一。由于这种低效率，支持大型食草动物所需的食物必须来自广

阔的草地，这是限制地球上动物数量的因素。然而，在数百万年的光合作用过程中产生了大

量的能量，这些能量被储存在煤、石油和天然气中。 

呼吸作用 

拉瓦锡（Lavoisier）是现代化学之父，也是法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首先正确地将动物

的呼吸识别为缓慢的燃烧过程，在此过程中碳和氢像灯中的油一样被燃烧。呼吸时释放能量

的来源是什么？能量储存在葡萄糖等分子的化学键 10 中。当化学键连接被打破时，它的能

量被释放出来。现在我们知道，葡萄糖在呼吸作用中的燃烧是一种氧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物质失去电子。当糖分子被植物利用氧气燃烧时，它们不仅产生 ATP，还产生碳水化合物、

脂类和蛋白质。在这个过程中，二氧化碳和水被释放回环境中，回收的能量被用来为生命提

供能量。没有叶绿体的细胞，如动物细胞，需要外部的葡萄糖和氧气来源，像植物一样，也

产生二氧化碳和水。通过光合作用进入空气中的氧气又被呼吸作用利用。这就是如何保持永

无止境的良好平衡。 

线粒体 

复杂细胞的呼吸作用发生在被称为线粒体的特殊细胞构件中。在一个单细胞里可能有成千上

万个线粒体，它们利用氧气来燃烧食物。它们是如此之小，一个针头就能装下十亿个。所有

的动物以及植物和藻类都至少含有一些线粒体。人体中大约有 10 万亿个线粒体，占人体总

质量的 10%。 

线粒体(图 5-5)有两层膜。外膜光滑而连续，将线粒体与细胞的其他部分分开，内膜卷

曲成数百个褶，形成大的表面积。成千上万的分子复合物嵌入在这个巨大的内膜中，形成了

呼吸系统。内膜内的空间称为基质，基质包括 DNA、核糖体和 mRNA。线粒体的主要产物

是为每个细胞提供能量的 ATP，但产生 ATP 的过程包括三羧酸循环、电子传递系统和 ATP

合成酶等几个阶段。本章后面将讨论这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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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线粒体的结构。 

实际上，所有呼吸分子复合物使用的线粒体蛋白(约 1500 个)都是由细胞核中的基因编码的。

大约有 13 种线粒体蛋白是线粒体的核心单元，对线粒体的功能至关重要。这 13 种蛋白质

由线粒体中的基因编码。因为每个线粒体包含 5 到 10 个这些基因的拷贝，每个细胞中有数

百个线粒体，每个细胞中有数千个相同基因的拷贝，而细胞核中只有两个拷贝。由于线粒体

基因对生命的延续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有大量的拷贝，而不能受到突变的影响。 

线粒体基因仅通过卵细胞传递给下一代，而不是精子。这意味着线粒体基因只沿母系传

播。因为这些基因非常关键，它们不会改变或变化得非常缓慢，因此它们被用来追溯我们的

祖先，从母系一直追溯到我们的共同祖先——非洲夏娃（African Eve），她生活在大约 20

万年前。 

三羧酸循环 

在呼吸系统的第一步中，通过光合作用或其他来源获得的葡萄糖在称为三羧酸循环（Krebs 

cycle）的过程中被分解成更小的片段 11。三羧酸循环消耗食物中的有机分子，并分离出产

生能量如 ATP 所需的氢。这个循环是细胞生理和生物化学的核心。 

三羧酸循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它包括 9 个主要反应阶段和 10 个次要反

应阶段。在这些反应中，碳和氧被分解，并以二氧化碳废物的形式排放出来。剩下的氢原子

分裂成组成它们的电子和质子。然后电子通过电子载体在电子传递系统中传递。在所有可能

的有机分子中，三羧酸循环的分子是最稳定的，因此最有可能形成。在三羧酸循环过程中，

产生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化合物 NADH，它被用来携带电子，这些电子被供给电子传递系统

中的复合物 1。 

电子传递系统 

我们可以把线粒体称为细胞的发动机舱，电子运输系统是产生细胞所需能量的发动机。没有

它，生命将不可能出现，如果该系统的运作停止，细胞将死亡。电子传递系统由四个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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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复合物组成，这些复合物嵌入在线粒体内膜中。它们利用沿着系统流动的电子释放的能

量将质子泵过这层膜。呼吸系统包括电子传递系统和 ATP 合成酶。呼吸系统的示意图如图

5-6 所示。 

 

图 5-6. 线粒体中的呼吸系统。 

电子进入复合物 I，其能量被用来转移质子 H+通过膜。通常一对电子会把 4 个质子推到膜的

另一边。复合物 I 非常复杂(图 5-7)。它由多种蛋白质、辅酶和细胞色素*组成。在哺乳动物

中，它由 44 个亚基组成，分子质量约为 1000 kDa。这意味着它是由 14 万个原子组成的。

这个复合物不仅是大小令人震惊，其运作远远超过任何人工设备。尽管我们对这个复杂系统

的工作原理了解很多，但对其过程的细节仍未完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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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基于 X 射线晶体学的复合物 I 的结构。 

一对电子在复合体 I 中留下一些能量后进入复合体 III，在那里它们将另外 4 个质子推过膜。

复合物 II 是电子进入链的另一个入口点，但它不会将质子转移到膜的另一侧。离开复合物

III 后，电子转移到复合物 IV，与氧结合形成水。在最后一个阶段，它们仍然能够产生 2 个

质子。通过这种方式，一对电子帮助产生 10 个质子，这些质子聚集在内膜的另一侧。这些

质子现在可以用来制造最重要的能量分子——ATP。质子泵过这层膜的机制是生命过程的基

础。 

如上所述，这三种呼吸复合体利用电子流释放的能量推动质子通过内膜。质子在内膜外

面侧积累起来，因为它们携带电荷，在膜上形成了大约 150 mV 的电压。由于薄膜的厚度约

为 5 纳米，因此其电场梯度约为每米 3000 万伏特，比空气的介电强度*高 10 倍。因此，这

种梯度不可能存在于任何空气隙中。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在充当水坝的薄膜后面建立了一个质

子蓄水池。这些质子将在需要时用来产生 ATP。 

ATP 合成酶 

ATP 是由分子质量约为 600 kDa 的 ATP 合成酶产生的。它由大约 86,000 个原子组成。ATP

合酶使用 ADP 作为供应物质，通过添加一个磷酸基将其转化为 ATP。 

线粒体内膜可嵌入多达 30,000 个 ATP 合成酶复合体。ATP 合成酶是纳米技术的一个

巧妙的例子。它是由质子梯度或电场梯度驱动的蛋白质分子构成的最小的旋转马达，因此可

以说它是一个电动马达。 

最近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分子的复杂结构。利用 X 射线衍射技术确定了 ATP 合成酶的原

子结构。这种结构的示意图如图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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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ATP 合成酶功能图。 

大肠杆菌 ATP 合成酶的直径约为 10nm，总高度为 20nm。它由几个组件组成：驱动轴(γ)

穿过膜；具有 10 至 14 个区块的环（c）连接到该轴。每个区块都有一个可容纳一个质子的

空腔。质子通过固定在膜上的传输单元(a)被送至各区块。转移单元有两个质子半通道。一

个半通道(I)在储存着质子的线粒体内膜的外侧有一个开口；另一个半通道(II)在它的旁边，

有一个通往线粒体内部基质的通道。质子进入半通道(I)，穿过孔洞，并在孔洞与环(c)的空

腔对齐时转移到空腔。从线粒体外部看，这个环总是顺时针方向旋转，并把质子带回到传输

单元(a)，在那里它进入第二个半通道(II)，并从膜的内部退出。该环旋转 25-36 度，直到它

的下一个区块空腔与半通道孔(I)对齐，下一个质子进入该腔，以此类推。目前尚不清楚质子

是如何驱动旋转运动的，但质子电荷和蛋白质之间很可能存在相互作用。 

连接环（c）的轴（γ）延伸到线粒体内部的膜外。 杆身的另一端放在负责制造 ATP 的

杆头（α，β）中。防止头部旋转的定子杆(b)，一端通过(δ)单位固定在头部，另一端固定在

传输单元(a)。 

头部由三个 alpha（α）单元和三个 beta（β）单元组成，以六边形方式排列。只有 beta

单元产生 ATP。放置在头部中的旋转轴（γ）的一部分具有凸轮轮廓，可将 beta 单位切换

为 3 个状态：打开，拉紧和松开。凸轮旋转 120 度会引起状态的变化。在打开状态下，释

放一个 ATP 分子并接受一个新的 ADP 分子；在松开状态下，磷酸盐被添加到 ADP 中；在

拉紧状态下，ADP 转变为 ATP。因此每转一圈就形成三个 ATP 分子。 

人类的环(c)有 10 个区块，因此一个头部转动需要 10 个质子。当充满质子时，ATP 合

成酶马达可以高达每分钟 3 万转旋转，每秒可产生约 390 个 ATP 分子。三磷酸腺苷合成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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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接近 100%，远远超过人类的技术。这不仅证明了它的工程能力，也证明了它卓越的

设计能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揭开这种高效运作模式背后的秘密。不幸

的是，即使经过 30 多年的研究，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理解 ATP 合成酶是如何工作的。 

评论 

细胞能量系统实际上比本章描述的要复杂得多。它包括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蛋白质、酶和辅助

化合物，它们像精密调节的机器一样协同工作。在这个系统中发生了数百种化学反应，包括

非常复杂的催化剂，如水分解酶。有些化学反应呈环状，如三羧酸循环和卡尔文循环。这些

循环是如此精确，以至于很难想象它们是由许多随机突变产生的。 

生命能量系统是建立在电子传递和质子跨膜泵送的基础上的，这一事实本身就令人难以

置信。1961 年 Mitchell 提出这项建议时，没有人相信他，过了将近 20 年才被接受 12。这一

发现可能比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更重要，但由于它的机理如此复杂，没有引发公众的想

象。 

毫无疑问，生物技术的顶峰一定是 ATP 合成酶，这是一种由蛋白质构成的超级纳米马

达。它的运作是如此复杂，我们至今还不明白它是如何运作的。它的巧妙设计是如此的完美，

以至于它不可能是一个盲目的、随机过程的结果。 

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机制从地球上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从那时

起就没有改变过。令人着迷的是，最初的简单细胞并不需要如此高效和复杂的能量系统。该

系统只对高级动物和人类有用，但是这些系统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完成，并且符合了生

命发展的需要。虽然在过去的 50 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不完全了解能源系统

的运作，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更多的研究。 

细菌光合作用的能量系统虽然基于与植物相同的化学反应和相似的分子复合物，却不包

含叶绿体。例如，在蓝藻中*有几个内膜，其中光系统 II 和光系统 I 像在叶绿体中一样被嵌

入，并执行相同的功能。 

细菌没有线粒体，但是有一个内部膜，里面有电子传递系统复合物。唯一不同的是，在

线粒体中，内膜折叠和卷曲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表面积，而在细菌中，这一膜遵循外细胞壁

的形状，面积更小，因此包含的电子传递系统复合物更少。因此细菌不能产生和线粒体一样

多的能量。 

有氧呼吸过程的效率约为 40%，这在一个长食物链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依赖真菌

生存的小昆虫被较大的昆虫吃掉，而较大的昆虫又被小动物吃掉，等等。如果呼吸效率低，

这条食物链会突然终止。例如，当呼吸效率为 10%时，经过 3 个阶段后，最终的捕食者只

能利用原始能量的 0.1%，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源来维持更高等级的生命。因此，有

氧呼吸是保证大型食肉动物和人类生存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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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寒武纪大爆发 

在大约 22 亿年前真核细胞出现之后，地球上的生命经历了一个长达 15 亿年的停滞期。虽

然微生物的生命已经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但是没有发展出复杂的有机体，而且这个时期的化

石也很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因为地球正在经历许多变化。其

中最重要的是蓝藻产生的氧气，这在第三章中已经讨论过。氧气含量缓慢上升，最终在 6

亿年前达到今天的水平。地球也经历了几次冰河时期，从 7 亿 5 千万年前到 6 亿年前，整

个地球都被冰雪覆盖。这些不稳定时期是高级生命没有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生命主

要由生活在水中的单细胞生物组成，没有陆地生物。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复杂的

多细胞生物。复杂性的增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从一个单细胞到数万亿个细胞生物体。这一

时期被称为寒武纪大爆发，因为它就像一个真实的生命大爆发。它开始于大约 5.41 亿年前

的寒武纪，并持续了两千万~两千五百万年。化石记录表明，在此期间所有主要的动物门都

出现了。 

门 

为了理解此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知道一些关于生命分类的基本事实。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通常被分为 5 个王国：动物、植物、真菌、细菌和原生生物 1。每个王国被分成门，动物被

分为 32 个门。在这些物种中，有 20 个是亚门，至少有 21 个完全是水生的，还有几个在陆

地上的准水生栖息地。没有一个门完全是陆生的，表明水是早期生命的主要栖息地。 

通俗地说，门可以被认为是一组基于相似身体设计的有机体。最常见的门是： 

脊索动物门——所有有脊椎的动物，如鱼、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包

括人。 

节肢动物门——所有有节肢的动物，如昆虫、蛛形纲动物和甲壳纲动物。所有这些动物

都有外骨骼，即骨骼是在身体的外部。三叶虫属于这个门。 

软体动物门——有些有坚硬外壳的软体动物。包括：蜗牛、蛞蝓、章鱼、鱿鱼、蛤、牡

蛎和贻贝。 

刺胞动物门——一种身体柔软，像果冻的动物，有触须和毒腺。包括：九头蛇、水母、

海葵和珊瑚。 

我们可以看到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类别，包含了非常不同的动物类别。然而，主要的身

体设计是相同的。例如，几乎所有属于脊索动物门的动物不仅有脊椎，而且有一个有颚和眼

睛的容易区分的头、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鳃或肺。总共有大约 64000 个物种属于这

个门。因此，尽管人类看起来与爬行动物不同，但他们的基本结构和内部器官非常相似。 

先寒武纪 

寒武纪大爆发的年代是根据化石发现确定的，这说明在寒武纪大爆发时期，一定已经存在着

许多不同门的标本和菌落。然而，多细胞的设计原则要早得多。第一个多细胞生物出现在寒

武纪大爆发前 2500 万年的埃迪卡拉纪。埃迪卡拉动物群是前寒武纪时期以化石印痕保存在

砂岩中的软体生物的独特集合。埃迪卡拉动物群，以 1946 年发现它们的南澳大利亚埃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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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山脉命名，是第一批由多种细胞组成的动物，它们的生长需要大气中的氧气。 

第一块大型动物化石被称为 Vendobionts，与直径达 1 米左右的水母相似。它们没有消

化道，它们的身体结构看起来像一堆连在一起的管子。Vendobionts 非常原始，不能被归类

为寒武纪晚期动物的祖先，但它们是多细胞生物的早期实验。创造新生物体的存在起初没有

设计它们的经验，正如我们所知，在工程学中有一个学习阶段，在此期间进行实验并建立原

型。在此期间，原型设计没有得到永久实施，但提供了进一步改进设计所需的经验。 

Vendobionts 并不是埃迪卡拉纪时期唯一的居民。在纳米比亚、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的

砂岩中保存着小蠕虫的足迹。这些痕迹是蠕虫留下的，有几厘米长，它们在海底的泥里挖洞。

这些蠕虫的身体比 Vendobionts 要复杂得多，它们有肌肉，有可以携带氧气的液体循环，

有某种泵送系统，消化系统。为了协调身体的运动，它们一定有一个简单的神经系统。所以，

尽管我们认为蠕虫是非常原始的动物，但它们的许多器官也被更先进的动物使用。埃迪卡拉

纪似乎是新身体设计的试验场。这一时期的动物没有很好地适应不同的环境，很快就灭绝了。

但是，作为这项工作的结果，获得了新的经验，为目前所有主要身体设计的下一阶段的筹备

工作铺平了道路。 

寒武纪的发展 

为了理解寒武纪发展的广度和重要性，我们必须设想地球在此之前的样子。我们认为它被广

阔的海洋和集中在南半球 2 的陆地所覆盖。这块土地的总面积与现在的面积差不多，但是属

于一个大陆。虽然那里有湖泊、河流和小溪，但土地贫瘠，毫无生气。景观主要是红色和棕

色的金属氧化物。所有的生命都集中在海水中，那里的生物大多是单细胞，如藻类和细菌，

形成粘粘的菌落。这不是一幅很有吸引力的图景。氧气水平很高，接近今天的浓度，但并未

被高等生物用于呼吸。 

突然，当动物有了全新的身体设计时，整个情况就改变了。我们说的不是两三种不同的

动物，而是几十种门的产生。我们从化石记录中了解到这一点，最丰富的化石记录在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落基山脉的伯吉斯页岩地层中。它以其化石柔软部分的出色保存而闻名。

它有 5.08 亿年的历史，是最早的含有软部印记的化石床之一。该化石发现包括各种各样的

生物。自由游动的生物相对少见，大多数生物都生活在海底——要么是移动的，要么是永久

附着在海底的。约三分之二的伯吉斯页岩生物以浑浊海底的有机物为食，而近三分之一的布

尔吉斯页岩生物则从水中过滤出细颗粒。不足 10%的生物是食肉动物或食腐动物，它们的

质量更大。 

在此时期出现的一些动物的身体设计显示了现代动物的祖先。也有一些怪异而奇妙的生

物，不同于今天活着的任何生物。海洋里到处都是蠕虫、水母、三叶虫和腕足类动物。许多

动物有坚硬的身体部位，如外壳或外骨骼，这些部位更容易作为化石保存下来。这个时期最

重要的是，当今存在的身体设计便是从那时开始制定的。当所有的动物都在同一时期出现时，

很难说哪一类动物首先出现。 

自从寒武纪大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数百万个新物种，但没有一个新门。似乎主要的设

计时代已经完成，从那时起，生命只发生了较小的变化。这是由一个事实所证实：没有任何

一个门的物种完全是陆生的，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之后生命没有重大的发展。 

更有趣的是，在寒武纪大爆发期间，有比现在更多的门，一些科学家估计多达一百个门。

这意味着许多门的设计很差，已经灭绝，但没有被任何新的设计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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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虫 

虽然寒武纪大爆发期间出现了许多新的动物，但没有一种动物比三叶虫更能引起我们的想象。

三叶虫是海洋无脊椎动物，有坚硬的三瓣壳(轴叶和两侧叶)，因此得名三叶虫。它们的身体

有三个独特的部分：头部、由多达 30 个片段组成的胸部和尾巴。下面是头部的三对腿和每

个片段的一对腿。它们的长度从 1.5 毫米到超过 72 厘米不等。古生物学家已经确认了超过

20,000 种不同的三叶虫物种，这是一个惊人的多样化的动物群体。它们都生活在海里，有

的在泥地里挖洞，有的在海床上爬行，还有的在开阔的水域游泳或居住在珊瑚礁里。 

它们被一块方解石外骨骼板保护着，该板覆盖着三叶虫的上表面，并弯曲围绕着下边缘。

头部被一块盾牌遮着，有一双眼睛和一对触角。虽然有些三叶虫是盲的，但大多数都有发育

良好的眼睛，有非常复杂的复合晶状体，具有很高的视觉深度。有些物种的眼睛长在茎上，

据信它们把自己埋在泥里，只有眼睛像潜望镜一样伸出来。 

三叶虫化石记录最早出现是在大约 5.21 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最终在 2.5 亿年前的二

叠纪末期的大灭绝中消失。三叶虫是最成功的早期动物之一，在海洋中游弋了 2.7 亿年之久。 

复杂性的增加 

寒武纪大爆发前的生物主要是属于原生生物界的单细胞细菌和真核生物。它们相对简单，有

1500 到几千种不同的蛋白质。最大的细菌是具有 7500 多种蛋白质和酶的固氮细菌。 

在寒武纪大爆发中，第一次出现了多细胞生物，它们不是由同一细胞组成的群体，而是

具有不同功能的细胞。因此，我们见证了不同类型细胞的出现，每一种细胞都有各自的特殊

功能。这些分化了的细胞具有共同的结构，如细胞核、线粒体和共同的产生能量的呼吸系统。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需要新材料的新结构。即使是最简单的动物也需要许多新的器官，如皮

肤、骨骼、肌肉、神经元、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等。除了这些器官，更高级的动

物还有眼睛、牙齿、大脑、脊椎、感受器和复杂的消化系统。 

为了提供这些功能，需要许多新的细胞设计。不同类型的细胞有特定的工作要做。每个

细胞都有适合其工作的特殊结构。具有相同功能的多个细胞形成身体组织，如肌肉、皮肤或

骨组织。不同类型的细胞组织成器官，如心脏、肝脏或肺。一组不同的器官共同组成一个系

统，如循环系统或消化系统。因为有了新的身体设计，我们有了许多新的系统，需要许多新

的细胞类型。例如，哺乳动物在体内使用大约 250 种不同类型的细胞。每种类型的细胞可

能需要数百种不同的蛋白质，所以新的生物体可能需要数万种新的蛋白质。我们知道哺乳动

物可以有多达 10 万种不同类型的蛋白质。 

因此，在寒武纪大爆发期间，我们不仅看到了不同的身体设计，而且在分子水平上，新

蛋白质、酶和辅因子的数量和复杂性都出现了激增。结果，基因组的大小大大增加了。这些

新组件实际上必须在同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它们都必须按照新计划参与建造身体。即使是

最早的化石也没有显示出半成熟的动物，或进化论者所称的中间步骤，而是已经充分发挥功

能并适应新环境的生物。 

消化系统 

在系统水平上，我们有一个新的消化系统的发展，特别是食腐动物和食肉动物。到目前为止，

常见的食物是光合作用的产物，主要由碳水化合物组成，尤其是糖类。随着复杂身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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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细胞现在包括许多新的蛋白质和脂肪。捕食者必须能够利用猎物的大部分身体作为营

养，但其中有些蛋白质和脂肪可能很难消化。因此，一个新的多阶段消化系统必须开发一系

列新的消化酶。通过观察当今鱼类的消化系统，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这个新系统有多复杂

的线索。令人惊讶的是，鱼的消化系统的基本组成和操作与我们的非常相似。从功能上讲，

消化系统从嘴巴开始，牙齿用来捕捉猎物或收集植物性食物。食物被咽下后会进入胃和肠子

被消化。但鱼已经有两个最重要的消化器官：肝脏和胰腺，它们提供多种消化酶。虽然最初

的脊椎动物可能还没有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系统，但它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主要器官。这是在

寒武纪大爆发之前从未见过的一种全新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这种设计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没有任何重大的改进。 

循环系统 

身体尺寸的增大使得细胞很难吸收营养和氧气，也很难清除废物和二氧化碳。数以百万计的

多层细胞需要一个更有效的运输系统，因此就需要循环系统。 

循环系统由心脏、动脉、毛细血管和静脉组成。正是在毛细血管中发生了氧气，二氧化

碳，营养物和其他物质（例如激素和废物）的交换。毛细血管通向静脉，静脉将静脉血及其

废物返回到心脏、肾脏、鳃或肺。心脏有节奏地收缩，接收静脉血。血液通过鳃/肺的动脉，

然后到达鳃毛细血管。在那里，废气被排放到环境中，氧气被吸收。含氧的血液进入鳃弓的

动脉，从那里血液被分配到身体的组织和器官。循环系统并不局限于脊椎动物，而是包括蚯

蚓和昆虫在内的所有多细胞生物都需要的简单形态。 

控制系统 

另一个在单细胞中不存在的重要发展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出现。单细胞生物，即使是群居的，

也不需要任何信息处理设备。菌落中细胞之间的交流非常原始，使用化学信号，但这些细胞

不需要协调它们的功能。在多细胞生物中，细胞功能必须正确同步。视觉、运动、食物收集、

繁殖和消化等活动涉及数以百万计的细胞，因此它们的运作必须协调一致。这种协调需要一

种非常复杂的控制系统，必须予以发展。该系统通过向大脑发送信号，将视觉、触觉或嗅觉

等感受器连接起来，大脑对这些信号进行处理并生成操作指令。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信号导线，

信号处理器和激活器。因此，需要新的组件来传输电脉冲形式的信号，并需要新的结构来处

理它们。这种类型的系统以前从未尝试过，必须从头开始构建。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动物都有

某种神经系统，其中一些动物，比如三叶虫，可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大脑。我们知道这些动

物中有一些是食肉动物，它们需要一个比被动食物收割者甚至食腐者更好的大脑。这是信息

处理革命的开始，这场革命的终点是人类的大脑。 

基因调控 

毫无疑问，促使高等生物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基因开关。细胞中许多蛋白质的基因并非

一直都是活跃的，而是在某些时候必须开启或关闭。在基因中有一个控制区，RNA 聚合酶

必须附着在该控制区才能开始基因转录。当控制区域被一种叫做阻遏物的分子占据时，聚合

酶就会被物理上阻止工作。为了激活基因，一种叫做激活剂的特殊分子与阻遏物结合，并将

其从基因中移除，使得聚合酶能够锁住控制区域并开始转录。还不确定激活体如何知道打开

哪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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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生物中，有数百万个细胞必须以特定的顺序和位置排列。为了构建一个器官，许

多不同种类的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精确定位。这些器官的位置控制是由一组称为 Hox 基因

的特殊基因来提供的。这些基因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至关重要，它们控制着身体特定部位的构

建。Hox 基因的产物是 Hox 蛋白。Hox 蛋白是一种转录因子，能够与 DNA 中称为增强子的

特定核苷酸序列结合，激活或抑制基因。同样的 Hox 蛋白可以在一个基因中起抑制作用，

在另一个基因中起激活作用。 

Hox 基因并不提供如何构建身体片段的指令，而是控制负责特定身体部位组装的其他基

因。它们提供关于形成特定器官的细胞群位置的信息。它们在多个金字塔状的层面上运作。

在最高的层次上，它们提供了描述整个身体组装的总体指令。在较低的层次上，它们为器官

和组件提供指令。在顶层有一个基因，它可以改变下面一层的其他基因，而这些基因又会进

一步改变下一层的其他基因，以此类推。 

Hox 基因的操作非常复杂，将其与汽车装配指令相比较，更容易理解其功能。一系列的

Hox 基因为汽车装配的某些部件的放置位置提供了指令。第一个基因描述保险杠的位置，下

一个基因描述散热器的位置，再下一个基因描述发动机，然后是变速箱、方向盘、座椅、行

李舱和后保险杠。还有基因侧支，描述了轮子、侧门和窗的位置。 

Hox 基因通常在染色体的一个有组织的簇中。簇中基因的线性顺序与它们所影响的身体

区域的顺序直接相关。例如，在果蝇中，染色体基因的排列顺序与果蝇的节段相同。所以控

制头部的基因在左边，接着是控制胸腔的基因，最后是控制腹部的基因在右边。 

如果在我们的汽车装配的例子中，我们用方向盘指令替换保险杠指令，作为这种转换的

结果，汽车将有一个方向盘在前保险杠的位置。自然界也是如此。例如，当果蝇的触角基因

被肢体基因取代时，果蝇的腿就会长在脑袋上。许多实验表明，Hox 基因的突变可能导致身

体部位和四肢位于身体的错误位置。 

Hox 基因非常重要，不能被改变 3。Hox 蛋白的功能保护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

苍蝇可以用鸡的 Hox 蛋白来代替自身的 Hox 蛋白。 

更令人惊讶的是，人类的 Hox 基因在果蝇中也有相似的对应基因。但相似之处还不止

于此。例如，控制人类头部发育的 Hox 基因与控制果蝇头部生长的 Hox 基因相似。控制人

类下半身的基因与控制苍蝇尾部的基因是相似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基因控制复杂性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大约有

3000 种基因控制物质被使用。虽然 Hox 基因提供了胚胎发育的全面控制，但实际上每个细

胞都必须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是正确的类型。细胞分化和形成所需结构的通用模型有两种：

形态发生梯度法和序列诱导法。 

形态发生梯度是由一个参考细胞产生的，通常位于细胞簇的边缘。这种细胞产生形态发

生素，这种化学物质沿着细胞的线条形成浓度梯度 4。簇中的细胞检测触发细胞分化的形态

发生素浓度水平，从而确定组织中各种特殊细胞类型的位置。 

在序列诱导过程中，细胞产生一种影响邻近细胞分化的物质。例如，视网膜的发育会诱

发晶状体和眼角膜的发育。发育中的视网膜分泌的物质只能在很短的距离内扩散并影响邻近

的细胞，这些细胞成为眼睛的其他部分。 

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由一组特殊的控制基因来保证。例如，我们知道，人类的

视觉需要在视网膜和大脑视皮层中进行非常广泛的信号处理，。因此，眼睛必须与大脑相互

作用，这反映在胚胎发育阶段。控制眼睛发育的基因也负责大脑前部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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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寒武纪大爆发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在地球上的智慧生命大爆发。在这两千万年中发展非凡，

不仅为后来所有的动物引进了新的身体设计，还发展了具有全新功能的多细胞器官和广泛的

新分子结构。许多新型细胞应运而生。这些细胞需要构建不同的器官，如肌肉、皮肤、骨骼

和肝脏等。但最重要的发展是所有动物的身体设计，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控制基因

建立这些身体的说明的发展。寒武纪大爆发阶段完成了所有大尺度的设计范例，随后的所有

阶段都集中在更低动物群体(如纲、目和科)的更小的设计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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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征服陆地 

寒武纪时期的所有生物都以海洋为基础，需要海洋的帮助才能生存。通常身体质量的

50%~90%的是水，所以生活在海里是生存的最佳解决方案。水是一种非常温和的环境，那

里的生物受到紫外线的保护。 

氧含量的增加有助于在地球周围形成臭氧层，从而开始提供对紫外线的防护。所以在寒

武纪末期，地球已经准备好支持陆地上的生命。然而，对有机体来说，迁移到陆地并不是一

个自然的选择，因为它涉及到它们身体结构和功能的重大变化，却没有任何显著的好处。尽

管如此，首先到达的是植物，紧接着是动物。那么为什么生命会转移到陆地上呢？ 

植物 

水生植物的前身是利用光合作用获取太阳能的绿藻。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它们在

水中繁盛是因为水对于光合作用所需的太阳可见光是透明的。水为植物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因为它通过浮力支撑身体，提供了无限的水的供应，使植物能够随着洋流移动，促进它们的

有性繁殖，并提供溶解在水中的矿物质营养。因此水生植物的结构相对简单。 

植物出现在陆地上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虽然我们可以想象生活在浅水区的动

物可以爬到海滩上，但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大约 4 亿 7 千万年前，

它们以某种方式做到了，可能是在海潮的帮助下。 

土地是一个陌生的和敌对的环境，为了让植物生存，它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它们需要

与水生表亲完全不同的身体设计。光合作用所需的光、水和二氧化碳在陆地上可能很容易获

得，但由于土壤贫瘠，无法获得制造蛋白质所需的其他营养物质。如果没有与真菌和细菌建

立的共生关系，植物很可能无法迁移到陆地上的。这将帮助它们获得通常可以在水中找到的

生命所需的物质，例如氮。 

生活在陆地上的第一个问题是供水的间歇性。陆地上的水是由降雨输送的，这种降雨可

能是不可预测的，也很少发生，因此植物需要保持水分的设施并防止脱水。所有生活在陆地

上的植物都已经适应了干燥的环境，它们形成了一层蜡质表皮 1 以防止干燥。它们的结构可

以吸收和运输体内所有的水分，它们内部的坚硬支撑可以在没有水中浮力的情况下保持直立。 

第一批在陆地上生长的植物没有根，它们通过外层吸收水分，并通过直接接触将水分转

移到相邻的细胞中。这些植物与现在的苔藓相似，必须生活在潮湿的地方。它们缺乏坚固的

结构组织，因此，为了在空气中支撑自己，它们使用了一种基于细胞内部水压的巧妙系统。

该支撑结构的工作原理可比作充气城堡，充气后结构非常坚固。就植物而言，空气被使细胞

膨胀的水所代替。由于细胞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产生了一个牢固的和刚性的组装结构。 

然而，大型陆生植物需要一个不同的系统来运输植物内的液体，并为其高大的结构提供

支持。为了运输液体，他们使用特殊的微管来建立一个维管系统。该系统包括两种维管组织：

木质部*和韧皮部*。木质部将水分和溶质从根部输送到叶片，韧皮部将糖分和营养物质从叶

片输送到植物的其他部分。木质部呈管状，没有横壁，允许连续的水柱向上流动。流动是通

过第二章讨论的毛细作用发生的。当叶片中的水分蒸发时，会从根部抽出更多的水。 

韧皮部具有薄壁的细长管状结构。它是由运输树液的活细胞组成的。树液是一种富含糖

和其他成分的水基溶液，由光合作用区产生。韧皮部位于树干的外侧，可以收集树液。树液

的常见用途有从枫树中提取甜糖浆，从橡胶树中提取乳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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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管系统是植物体发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动物血液流动的双重流动

系统。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植物中，树液不需要红细胞，因为它不向细胞输送氧气。所有的

能量过程和转化都发生在叶片中，叶片中含有能够生产糖的叶绿体。 

然而，为了产生能量，非光合作用细胞需要氧气，而氧气不是由韧皮部输送的。所以这

些细胞必须通过特殊的开口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氧气。作为呼吸过程的结果，它们必须将二氧

化碳排放回空气中。这种安排方式限制了植物向外的生长。 

植物的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细胞壁提供的，细胞壁由纤维素(一种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和木质素(一种使纤维素纤维变硬的酚类化合物)组成。总之，这些特征使植物长得更大，大

大减少了它们对潮湿栖息地的依赖。 

植物的生殖系统必须适应在陆地上所需的功能。植物在生殖周期中会产生卵子和精子。

当有水存在时，精子游动并使卵子受精。因此，生活在旱地上的植物必须有这样的构造，以

保证存在受精所需的水。 

这些新特性必须从一开始就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我们不是在谈论缓慢的适应。首先，植

物必须防止在空气中干燥，能够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在没有水的支持下直立生长，并在陆地

上繁殖。这些系统中的每一个都需要对植物的身体结构和功能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当我们考

虑所有这些障碍时，会意识到植物从水到陆地的飞跃是多么惊人。 

动物 

当动物从水迁移到陆地时，它们将不得不面对与植物相似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陆地

动物需要一种新型的保护，如外层。早期陆生动物，如节肢动物千足虫，其对失水的控制是

通过外骨骼的复合多层结构来实现的，其中最外层是蜡质和防水的。这种防水是通过一个复

杂系统的内部管道将蜡供应到外表面。 

生物体内水分流失的另一个原因是排泄。当动物消化蛋白质时，会产生过量的氮，通常

以氨的形式释放出来，氨是一种需要迅速稀释或去除的有毒化合物。稀释需要大量的水，因

此不适合陆地生物。所以节肢动物将氨转化为一种更复杂但毒性更小的化合物，如尿酸。尿

酸常以固体形式析出，并在特殊器官的帮助下被排出。 

陆地生物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呼吸，或气体交换。这不能通过增加外骨骼的透气性来实

现，因为这会导致大量的水分流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节肢动物具有特殊的气体交换

结构，其组成非常复杂。 

另一个不太明显的问题是繁殖。在海洋环境中，将卵子和精子释放到海里进行体外受精

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在干燥的土地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体内受精是必要的。这就需要

大量复杂的精子移植技术来保证安全生育。 

下一个要克服的问题是重力。在水中，身体由水压从四面八方的压力支撑着，因此它们

不需要坚固的骨架来支撑内部器官。要在水中游泳，动物需要某种鳍，而鳍不能支撑动物的

重量，所以用于推进的肌肉不必很强壮。生活在水里的另一个好处是浮力，它能减轻身体的

重量，因此动物更多地是用四肢活动，而不是支撑身体。为了控制浮力，鱼有一个可以膨胀

或收缩的气囊。这有助于鱼在不使用肌肉力量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深度。 

陆地动物的身体通常由腿支撑，必须足够强大，以承担所有的重量，除了一些例外，例

如蠕虫，蛇和蜗牛。这样的腿必须有强健的骨骼和强健的肌肉。动物在陆地上活动要比在水

里游泳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它们的新陈代谢必须得到改善。人们可以看到，像海豹和海象

这样的海洋动物游泳是多么省力，因为它们没有腿，只有鳍。然而，在陆地上它们很难移动。

地球上最大的动物是鲸鱼，因为只有水生环境才能支撑这么大的身体。但当我们看到令人痛



55 

 

心的鲸鱼意外搁浅的照片时，我们意识到它们是多么的脆弱。 

另一个与生活在陆地上有关的问题是紫外线辐射。我们知道强辐射会破坏 DNA 并导致

突变，从而导致癌细胞的产生。尽管臭氧层可能是在寒武纪大爆发之前形成的，但动物的身

体，尤其是眼睛，必须受到保护，以免受到这种辐射。例如，早期人类的眼睛是深色的，而

深色的色素可以保护眼睛免受过多的光线。蓝眼睛是一种有害突变的结果，这种突变对生活

在北方地区的人危害较小。 

大多数动物的身体是在一个有限的温度范围内工作的，比如 0℃~40℃。陆地比水更容

易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因此陆地上的动物必须有额外的温度控制系统。变温动物在陆地上

生活会遇到问题，晚上暴露在寒冷中，白天暴露在阳光下。他们需要一个能抵御寒冷和炎热

的藏身之处。然而，只有很晚才出现的恒温动物才能应付如此大的温度范围。他们有一个复

杂的温度控制系统，为他们的身体提供加热和冷却，使他们能够在陆地上生活。 

最早出现在陆地上的动物是在大约 4.3 亿年前，但有趣的是，可以使它们登陆的身体构

造是在大约 1 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时形成的。 

为什么要到陆地上？ 

当我们看到上面列出的问题时，我们意识到登陆并不像一些进化论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

这并不是说，有些长着腿的动物只是因为想要改变而从水里走出来。这种登陆需要几个身体

结构、器官和行为模式的协调变化。 

那么，是什么驱使动物走上陆地呢？很难找到任何生物学上的论据来支持这种剧烈的环

境变化。水是一个充满细菌、原生生物和小生物的天然支持环境，这些生物是丰富的营养物

质。这是一个保护性的环境，其特点是环境温度变化很小，在空间上比陆地表面大几个数量

级。它提供了从浅水到深水的各种栖息地。尽管有许多不利因素，生命还是毫无理由地被推

到这片干旱的土地上。 

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水中的生命只能发展到一定程度。海豚是最聪明的哺乳

动物之一，代表着海洋生物的最高标准。然而，他们的大脑和身体需要大量的氧气，因此他

们在水下停留不能超过 15-17 分钟。他们也有睡眠困难，只关闭了一半的大脑。 

所以像人类这样更发达的生物不仅要生活在陆地上才能有足够的氧气供应，而且还要发

展工具，最终发展文明。很难想象被水束缚的生物是如何创造文明的。例如，水不是发展冶

金或电子技术的合适环境。制造金属需要高温热源，当然也不可能放在水中。海水作为良导

体对电子设备是不利的。我们可以说，水不是发展工业，艺术或科学的实用环境。所以有必

要将生命作为一个长期计划推向陆地。这种推动不仅涉及动物，也涉及在改变地球表面过程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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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人类 

毫无疑问，人类及其大脑是创造的最高目标。40 亿年以来，地球一直在为智慧生命的到来

做准备。在过去的 5 亿年里，生命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目标上。在这个方向上的第一个重

要的步骤是陆地上生命的出现，它改变了地球的环境，最终使它适合人类居住。如前所述，

人的大脑需要大量直接从大气中获取的氧气。水是生命的最佳环境，而土地则是发展文明及

其文化、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最佳条件。 

土地准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植物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第一批植物改变了土壤，使它

适合开花植物。植物为维持生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是人和动物的主要营养来源。反过来，

动物也成为人类的食物来源。植物提供了一种用于取暖和做饭的能源，木材过去是、现在仍

然是住房和住房的主要建筑材料。因此，植物为人类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现代人的到来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大约 20 万年前，智人突然出

现在非洲某处，并从那里传播到世界各地。从那时起，人类发展的进程或多或少得到了很好

的记录。然而，早期人类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争议。 

早期人类 

我们对早期人类的发展了解多少？下面，我将尝试根据考古发现和化石记录，对当前的学术

知识进行简要总结。然而，这些记录的解释受到一些研究人员的质疑。 

第一个人类*——直立行走的类人猿——的化石记录可以追溯到大约 400 万年前。已知

最早的古人类属于南方古猿属，身高约 120 至 140 厘米，颅容量 1 约 300 至 600 立方厘米。

在 420 万至 200 万年前，东非和北非生活着几个不同的南方古猿种群。被归类为南方古猿

的古人类并不属于一个同类种群，而是被分为几个物种，如肯尼亚的南方古猿、坦桑尼亚的

南方古猿、南非的南方古猿和埃塞俄比亚的南方古猿。这些物种在解剖学上有很大的差异，

处于不同的发育水平。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群体之间存在联系。关于这些早期人类的信

息非常少，而且他们的化石通常只包括骨骼的一小部分。这些物种一直持续到不超过 200

多万年前，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一时期很可能存在更多的南猿物种。此外，我们也不

知道这些群体生存了多久。然而，即使平均来说，物种寿命只有几十万年，很明显，从一开

始，非洲大陆就是多种原始人类的栖息地。 

大约 250 万年前，人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人属的出现，它比南方古猿更接近于智人。

该属最早的化石是在非洲东部、东南部和南部发现的。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三种物种是鲁道夫

种、能人种和直立人种。 

已知最早的早期人属物种——鲁道夫种生活在 250 万至 180 万年前的肯尼亚、埃塞俄

比亚和马拉维北部。鲁道夫种的特征是脑容量大，约 750 立方厘米，大臼齿，长脸，眼窝

处面部宽阔，鼻下扁平。它在某些方面与南猿相似。 

“能人”一词可以追溯到 210 万至 150 万年前，它的词源是拉丁语(habilis)，意思是“方便

的”，因为能人会使用工具。能人是人属中最重要的物种之一。在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和南非都发现了能人的化石。虽然该物种在头骨的许多方面与南方古猿不同，但它也

表现出许多与南方古猿属物种相同的原始特征，这表明它与南方古猿的祖先更为相似。与南

方古猿相比，能人的大脑更大，约 680 立方厘米，前额更垂直。此外，能人的脸和下巴比

南方古猿更小，突出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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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可追溯到大约 180 万年前，而最年轻的直立人化石可追溯到大约

30 万年前。直立人的遗骸在整个非洲、西亚和东亚甚至爪哇都有发现。非洲直立人通常被

称为匠人。这是最早在欧洲，甚至北至英格兰发现的一些学者认为属于这一物种的化石。据

估计，直立人的平均脑容量约为 900 立方厘米。直立人的脑壳、脸和下颚都很结实，骨头

很厚。例如，眉弓发达且在整个面部是连续的，头骨后面有大的骨突。直立人使用的工具比

其他人种更复杂。 

人类发展的下一步是海德堡人的到来，该物种生活在 60 万至 20 万年前的非洲、欧洲

和西亚。这一物种的头骨与直立人具有相同的特征，在解剖学上与现代智人具有相同的特征。

它的大脑几乎和智人一样大。 

以上提供的信息是基于被多数机构接受的主流学术知识。进化思维旨在发现一个进化树

显示人类的逐步发展，这种知识是有偏见的。然而，人类的真正发展要复杂得多，不符合进

化模式。Michael Cremo 和 Richard Thompson 在他们的书《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2 中描绘了一幅更为现实的画面。 

他们说，虽然大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接祖先，拥有像现代人一样直

立行走的类似人类的身体，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 Arthur Keith 爵士、Louis 和 Richard 

Leakey、Charles Oxnard 等人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南方古猿比学术界认为的更像猿。

虽然南方古猿能在地面上行走，但它也能在树上自如地活动，能爬树，达到了杂技表演的程

度，也许还能悬吊手臂。1974 年，Donald Johanson 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著名的露西(Lucy)

化石，它有 350 万年的历史，被称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当人们接受露

西是智人的祖先时，人们认为她是以人类的方式直立行走的，而忽略了她的肩膀、手臂和手

腕适合爬树的事实。 

1960 年，Jonathan Leakey 发现了一个容量约 680 立方厘米的头骨。据信，它属于第

一个真正的人类，被称为能人。它被描绘成拥有像人类一样的身体和类人猿一样的脑袋。然

而，1987 年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骨架，毫无疑问，能人有一具只有一米高的类似猿的小身体，

正在爬树，因此不可能属于人属。 

Cremo 写道：“所以最后，我们发现能人就和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样，根据观察者的倾

向，一会儿像人，一会儿像猿，一会儿真实，一会儿不真实。”……“这再次证明了古人类学

证据的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即它常常受到多种相互矛盾的解释。在任何时候，派系因素往往

决定了哪种观点占主导地位。”3 

人类化石史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显示出从原始到现代人类的连续进化过程，而是显示

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类群原始人的间断出现。化石记录可以识别出身体的变化，甚至是脑容

量的增加，但它们并没有显示出人类最重要的方面——心智的发展，以及生活在数百万年前

的原始人的社会和文化水平。 

尼安德特人 

在智人到来之前，尼安德特人是最重要的人种，因为他们留下了极好的记录。我们有很多尼

安德特人的化石，有不仅是关于他的身体，还有关于他的生活方式的大量信息。尼安德特人

生活在欧亚大陆上，远至英国和西班牙的北部和西部，穿过中东、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地区，

直到大约 40 万年前的阿尔泰山。最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是在直布罗陀发现的，距今约 2.8

万年。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与欧洲的人类重叠了几千年。 

尼安德特人的外貌与我们相似，尽管他们更矮、更结实，颧骨呈一定角度。他们有突出

的眉骨，更短的肢体比例，更宽的桶状胸腔，下巴变小，也许最明显的是他们有一个大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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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现代人的鼻子长得多、宽得多，脸也比现代人高。有证据表明，尽管他们的身高相当，但

他们比现代人类强壮得多，拥有特别强壮的手臂和手。尼安德特人男性身高 164 到 168 厘

米，女性身高 152 到 156 厘米。他们的平均颅容量为 1600 立方厘米，明显高于现代人的

平均颅容量，这表明他们的大脑体积更大。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冰河时代，他们结实的身体很

好地适应了欧亚大陆寒冷的冬天。他们经常在大量的石灰岩洞穴中躲避冰雪和其他恶劣的天

气。他们的许多化石在这些洞穴中被发现，从而形成了一个流行的术语“穴居人”。 

尽管发现了许多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和居住地，但关于他的智力和文化能力仍有激烈的争

论。早期的研究人员认为穴居人是生活在洞穴里的一种非常原始、野蛮、会发出咕噜声的食

肉动物。后来，研究人员声称，他们可以说话，埋葬死者，照顾病人。目前还不确定这些新

特性是基于新的事实还是基于对旧数据的新解释。新一代的科学家常常希望通过提出相反的

假设来区别于老同事。 

尼安德特人是比其他早期古人类群体更高级的工具使用者。他们的石材加工技术令人印

象深刻，但他们很少用其他耐用材料制作工具。他们有许多高度发达的工具和武器，比如用

来杀死猛犸象的长矛。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这些古人类中有象征性行为，或者制作符号对象——一定不是在

与现代人接触之前制作的。甚至尼安德特人偶尔埋葬死者的做法也可能只是一种阻止动物闯

入他们住所的方式。尼安德特人的墓葬缺乏能证明宗教仪式和来生信仰的墓穴器物。尼安德

特人缺乏创造力的火花，最终将他们与智人区分开来。 

关键问题是尼安德特人在基因上与现代人有何不同。2010 年，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洞穴

中出土了一具 5 万年前属于尼安德特女孩的足趾骨，对其进行了广泛的 DNA 分析，结果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科学家们首次对化石的细胞核 DNA4 进行了完全测序，其程度和质量

与现代人的基因组测序相当。这项惊人的研究表明，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与智

人杂交。因此，所有欧洲血统的人大约有 1.5%到 2.1%的 DNA 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大

约 35%到 70%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保存在今天的人类基因库中。尼安德特人的 DNA 在亚

洲人和美洲原住民中所占的比例更高。 

分析结果表明，在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负责细胞内蛋白质生成的 87 个基因是不

同的。有趣的是，一些基因差异与免疫反应和人类脑细胞的发育有关。遗传学研究发现，现

代人并不携带大量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基因对尼安德特人

的混血儿及其后代有害，因此被消灭了。 

新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尼安德特人的人类特性，并表明他们的基因组和我们的基因组有

99.8%是相同的，相差约 300 万个碱基。相比之下，人类和黑猩猩有 96%相似，人类和猫

有 90%相似。进一步的遗传学研究表明，我们的一个远古祖先——丹尼索瓦西伯利亚尼安

德特人的基因组中包含了一段 DNA，这段 DNA 似乎来自于另一个目前科学界还不知道的物

种，一个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尼安德特人的物种。 

尽管有这么多的证据，尼安德特人仍然是若干争论的主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尼安德特

人来自哪里。科学观点支持尼安德特人来自非洲的观点。这个信念是基于一个假设，即非洲

是人类的起源，因此任何与人类有关的物种都必须来自这个大陆。然而，事实并没有证实这

一假设，因为在非洲没有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化石。 

从尼安德特人在欧亚大陆的分布来看，尼安德特人可能与大约 60 万年前离开非洲的海

德堡人有关。因此，尼安德特人可能起源于其他地方，比如中东，然后传播到欧洲和亚洲。

据估计，早在 40 万年前，尼安德特和丹尼索瓦人的早期表亲就生活在阿尔泰山。 

另一个困扰着科学家的争议是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原因。有一长串的理论，如疾病、营养

不良、种族灭绝、气候变化等，但没有一个是很有说服力的。的确，尼安德特人在大约 3.6

万年前智人到达欧洲后就消失了，但那时尼安德特人的数量已经急剧减少到几千人，几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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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事实上，新的基因证据表明，在 3.8 万至 7 万年前的欧洲，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平均为

1500 人左右。由于人口密度如此之低，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互动非常有限，对资源的

竞争对人口规模的影响非常小。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导致物种灭绝的原因。 

智人 

毫无疑问，人类的起源与非洲有关，在过去的 500 万年里，非洲存在着大量不同的人种。

关于它们的信息非常稀少，通常是根据几块骨头或头骨的一部分组成的化石，这些化石的年

代非常不可靠。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些群体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信息，任何提出的进化联系都

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一个更先进的群体起源于一个更落后的群体，这一假设没有得到任何科

学数据的证实。许多这样的群体存在于同一时期，或者他们之间有巨大的时间间隔。这些群

体中有些只存在了几十万年。古生物学的图像不是很清晰和连贯。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

通往智人的道路非常模糊。 

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智人在大约 20 万年前突然出现在非洲。这一事件的年代是得到

了该时期最早的人类化石和通过母系遗传的线粒体 DNA 支持。现代人的线粒体 DNA 都可

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一个生活在 20 万年前的夏娃。 

智人在非洲生活了大约 13 万年，没有表现出任何迁移的倾向。大约 7 万年前，人类开

始互相合作，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这些部落开始离开非洲，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和食

物缺乏，而是因为征服世界的内在动力 5。据估计，离开非洲的人可能不超过几百人。他们

向东移动，可能沿着阿拉伯半岛、印度、缅甸和马来西亚的海岸。在路上，他们遇到了肥沃

的土地，有丰富的食物和许多动物可以捕猎，在那里他们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 6。然而，他

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仍然没有停止前进。当他们到达东南亚时，他们没有停留在那里。相反，

他们建造船只，向东航行，定居在澳大利亚和最偏远的太平洋群岛和岛屿上。他们还向其他

方向迁移，大约在 4.5 万年前到达中亚，大约在 3.5 万年前到达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他们

从北极穿越到美洲，再到南美洲。 

欧洲的情况几乎没什么不同。考古记录表明，在世界的这一地区，经过数千年几乎没有

任何进步之后，人类文化似乎突然间随着克罗马努人的出现而爆发了。他们生活在 4 万至 1

万年前的欧洲，基因测试表明他们来自中亚。他们几乎和现代人一模一样，身材高大，肌肉

发达，比大多数现代人略显健壮。他们是熟练的猎人、工具制造者和以洞穴艺术闻名的艺术

家。他们的头盖骨很高，脸又宽又直，他们的脑容量比现代人大。男性高达 180 厘米。 

克罗马努人成群地住在帐篷和其他人造的庇护所里。他们是游牧民族，以狩猎和采集为

生，有着精心的狩猎、出生和死亡仪式。在他们被发现的地区，多次埋葬是很常见的。他们

的坟墓里有一些特殊的手工艺品，表明他们相信有来生。 

他们还用骨头和鹿角制作工具，如矛尖和鱼叉，对这些材料的性质有广泛的了解。他们

发明了刀柄和刀把，用沥青来固定刀刃。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第一批留下大量艺术品的人，

比如拉斯科和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他们在骨头和石板上记录；他们用管乐器演奏音乐；

他们精心制作个人装饰品；他们雕刻动物和孕妇的雕像。大约一万年前，他们消失得无影无

踪。 

据信，在欧洲，现代人由三个群体组成。其中一个群体是大约 4 万年前从亚洲来的狩

猎采集者。下一群体是来自中东的徒步旅行者，他们大约在 9 千到 7 千年前引进了现代农

业。最近的基因研究发现，一个新的群体大约在 5 千年前加入了另外两个群体。这群人来

自中亚，他们带来了青铜时代的技术。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祖先化石可以追溯到大约 170 万年前。它们被发现于中国北部(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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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泥河湾盆地和中国南部(云南省)的元谋遗址。直立北京人是一组直立的化石标本，距今

约 75 万年前，是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的。中国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Chinese 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在 2000 年发表了对中国 56 个民族中 28 个民族的基因研究，研

究表明，第一批中国人是非洲人的后裔，他们沿着印度洋迁徙，经由东南亚来到中国。 

评论 

智人的起源至今仍是个深奥的谜团。大量不同古人类种群的存在引发了进一步的困惑。这些

群体突然出现，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消失了。古人类种群处于不同

的发展阶段，但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虽然最近的古人类比早期的更先进。最大的问题是，

智人的直系祖先尚未确定。现在已经证实，我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并不是我们的祖先。学术

资料表明是海德堡人，但这更多的是基于相信智人一定有祖先，而不是基于事实。所以看起

来智人突然不知从何而来。智人最重要的方面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一个极其复杂和先进

的人类大脑。下一章将讨论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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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人类的大脑和思想 

大脑 

大脑结构 

毫无疑问，我们庞大而复杂的大脑给了智人在世界上一个非凡的优势。尽管如此，人脑仍然

是一个要求极高的器官，它只占身体质量的 2%，却消耗了身体 20%以上的能量。前一章所

讨论的人类的发展包括了大脑的发展。然而，我们能从化石记录中了解到的只是颅骨的容量，

换句话说，就是大脑所占的空间。它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聪明和才智。我们知道，直到大

约 20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中没有一个人的大脑比猿的体积更大。从那时起，我们可以看

到脑容量的不断增加，最终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达到平均 1600 立方厘米。现代人的大脑小

得惊人，容量从 1000cc 到 1500cc 不等。科学和通俗文学对大脑的解剖都有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只研究它更有趣的特征。 

人类的大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器官。它由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和血管组成。据估计，

一个成年人的大脑大约有 860 亿个神经元，以及数量大致相同的非神经元细胞。其中，19%

的大脑神经元位于大脑皮层*，80%位于小脑*。如果我们在这个列表上再加上至少 100 万亿

个连接神经元的突触，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网络，其复杂性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这些细

胞必须连接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网络中，才能执行这么多不同的功能。大脑并不是一袋随意堆

积的神经元，而是一种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精密仪器。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网络是

如何构建和运作的。我们的知识止步于单个神经元、突触和识别执行某些功能的大脑脑区。

这些部分被称为布罗德曼区，最初是由德国解剖学家科尔比尼安·布罗德曼 (Korbinian 

Brodmann)定义的，他在 1909 年出版了人类和部分动物的 52 个皮层*脑区地图。直到今天，

他的地图仍然是我们获取大脑信息的主要来源，显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取得的进步是多么的

微小。缺乏进展只能归因于这个网络的巨大复杂性。 

大脑最重要的形态学特征之一是血脑屏障，它将循环的血液与大脑的胞外液分开。血脑

屏障允许水、某些气体和脂溶性分子通过被动扩散通过，以及对神经功能至关重要的葡萄糖

和氨基酸等分子通过选择性转运通过。血脑屏障非常有效地保护大脑免受许多化学物质和大

多数细菌的侵害。因此，大脑感染是非常罕见的，但当它们发生时，它们往往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抗体*太大，不能穿过这个障碍。 

大脑排污系统 

最近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脑废物排放系统 1。在身体的其他部位，有一个特殊的血管网络携

带着淋巴*——一种液体，可以清除多余的血浆、死亡血细胞、碎片和其他废物。但大脑是

不同的。大脑沐浴在脑脊液*中，而不是淋巴液。大脑每年产生大约 1.5 公斤的废物，相当

于它自身的重量。这些废物包括细胞代谢产物、破碎的蛋白质、无功能的细胞复杂分子和一

些毒素，因此尽快清除这些废物至关重要。 

人们发现，大脑的排污系统是由一层管道组成的，这些管道环绕着大脑现有的血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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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脑的作用和淋巴系统对身体其他部分的作用一样，都是通过排出废物来实现的。星形胶

质细胞是一种星星形状胶质细胞，它有几根长长的触须，末端很宽，在大脑内部的血管外形

成一个导管网络。这些末端完全围绕着动脉、毛细血管和静脉，形成了看起来像管子的包层，

在血管和这些末端之间有一个空腔。含有废物的液体在这个腔内流动，由血流的脉动推动。

小静脉周围的腔与大静脉周围的腔合并，最终与颈部的淋巴系统相连接。来自淋巴系统的废

物进入血管，经肝脏处理或经肾脏过滤。这项研究还发现，大部分的垃圾清除发生在睡眠中，

清除的速度是清醒时的两倍。 

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方案，使用现有的血管系统来支持排污

系统，并使用脉动的血流来泵送大脑周围的液体。 

大脑的功能 

你可能听说过大脑计划 2(BRAIN Initiative)，这是奥巴马总统于 2013 年发起的一项宏大的“绘

制人类大脑地图”计划，他希望人们记住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梦想家。然而，这个项目与科

学无关。事实是，即使是最简单的生物，我们也无法绘制出它们的大脑图谱。例如，科学家

们仍然无法解释一个简单的网络是如何运作的，这个网络由几千个属于水螅 (一种小型淡水

动物 3)的神经元组成。这个例子显示了我们的知识边界和研究人员在绘制人类大脑中 860

亿个神经元时所面临的问题。 

那么我们对大脑了解多少呢？研究大脑的最新技术是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一些

研究人员声称，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甚至可以读取人类的思想和分析人类的行为。关于这项技

术有很多炒作和未经证实的说法。功能磁共振成像实际上测量的是流向被测大脑部分的血液

中的氧气量。众所周知，当神经元放电时，它们消耗的氧气比休息时多得多。然而，从 fMRI

测试中获得的数据与大脑中的特定信号无关，也不能提供大脑如何工作的任何信息。 

功能核磁共振成像可以分析的大脑的最小体积大约是 1 立方毫米。这个体积的成像包

含几百万个神经元和数百亿个突触。这项技术有效地提供了一个更详细的大脑地图，但更重

要的是，它提供了关于大脑动态反应的信息。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研究一些大脑感知功能，比如视觉和听

觉。这些功能更容易测试，因为我们可以用可控制范围内的不同输入刺激大脑，用电极监测

大脑的反应。 

视觉 

大脑中与视觉有关的部分叫做视觉皮层*。这是大脑中被研究得最深入的部分，然而大部分

信息是通过观察猕猴 4 的大脑获得的。视觉皮层位于大脑后部，由六个区域组成。皮质的解

剖结构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太复杂了，在这里不能概述，因此我们将试图展示已知的光学

信号处理。 

眼睛最重要、最复杂的部分是视网膜。视网膜的功能是将一幅光学图像转换成一系列电

脉冲，这些电脉冲被发送到视觉皮层。落在视网膜上的光被感光细胞探测到，感光细胞包括

对弱光敏感的视杆细胞和感知颜色的视锥细胞。来自光感受器的信号通过三层细胞传递，这

三层细胞执行复杂的信号处理功能。由神经节*细胞组成的第三层细胞产生特殊的信号，然

后传递给大脑。神经节信号由一系列振幅相对恒定但频率可变的电脉冲或尖刺组成。这些信

号被传送到视神经，视神经再把信号传送到大脑。然而，在信号被发送到大脑之前，第一次

图像处理是在视网膜上进行的，大约有 1.3 亿个感光器在视网膜上检测到光。只有大约 120

万个神经节细胞从视网膜向大脑传递信息。因此，必须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处理信号，以免丢

失任何图像信息。传递的信号不仅包含图像颜色和强度的信息，还包含边缘检测和运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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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视神经。来自双眼的信号不会直接进入视觉皮

层，而是沿着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每只眼睛的视神经都连接到一个叫做视神经交叉*的接

线盒上。 

从视交叉处，90%的信号通过视神经束传输到外侧膝状核*，或丘脑的 LGN *，其余的

传输到中脑的其他部分。LGN 的神经元将视觉图像传递到初级视觉皮层。LGN 不仅是一个

简单的中继站，也是另一个处理中心。视觉皮层有视网膜的地图，这意味着视网膜上的任何

一点都对应着视觉皮层的一个独特点。视觉皮层的信号处理仍未被完全理解。 

视觉系统的真正奇迹在于，大脑通过上百万条平行的视神经纤维接收来自视网膜的一系

列电脉冲，并在皮层中生成原始图像的虚拟图像。这幅图像与真实物体的细节非常吻合。它

不是扭曲的，它是真实的颜色，它是三维的。我们可以判断物体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检测

它的运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大脑可以在不接收任何光学信号的情况下生成图像。当我们做

梦的时候，我们有时会看到与现实无关的非常详细的图像，而迷幻药会产生奇怪的图像。 

这个简短的描述应该让我们了解视觉系统的巨大复杂性。这个系统不可能在渐进的步骤

中进化，然而眼睛、视网膜和大脑的处理必须同时进行。 

听觉 

通过对人类听觉系统的研究，我们发现了大脑的另一项惊人功能。听觉信号是在耳朵里产生

的，设计非常巧妙。耳朵的关键部分是耳蜗，它负责将声波转换成电信号，由大脑处理。耳

蜗是一个中空的骨头腔，螺旋状像蜗牛壳。这个充满液体的腔体被分隔成两个纵向的腔体。

柯蒂氏器*是听觉的感觉器官，它分布于耳蜗锥形管中分隔腔室的流体中。它负责将听觉信

号转换成电信号，电信号由电脉冲组成，类似于视觉系统中的尖刺。转换通过内耳结构的振

动发生，引起耳蜗液从螺旋的底部到顶部的波动。流动的液体引起柯蒂氏器的毛细胞运动，

产生电信号。耳蜗有超过 32000 个毛细胞，这些毛细胞可以探测到声波的运动，并刺激听

觉神经的神经元。耳蜗的宽端是声音从中耳进入的地方，它编码可听频率范围的高频，而耳

蜗的上端编码频率范围的低频。耳蜗是生理工程的一个奇迹，它既是频率分析仪，又是非线

性声学放大器。 

耳蜗发出的电信号通过四个阶段传送到大脑的听觉皮层，这四个阶段的功能尚待确定。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内侧膝状核*，或称 MGN，它是听觉丘脑的一部分。MGN 参与听

觉处理，并将人的注意力导向特定的听觉刺激。事实上，我们对这部分大脑如何工作知之甚

少。来自 MGN 的信号被发送到位于大脑两侧的听觉皮层。 

同样，我们对听觉信号处理知之甚少，因为它非常复杂。我们知道听觉系统提供关于声

强、音高(频率)、声音位置、声音持续时间和双耳接收的信息。这个系统以某种方式与视觉

处理系统相联系。 

看看这两个相对可理解和容易学习的大脑处理系统，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信号处理

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虽然我们可以识别信号传输路径，并沿着这些路径跟踪信号，但我们仍

然无法理解它。 

大脑定位系统 

最近的研究表明，哺乳动物的大脑，包括人类 5 的大脑，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绘图和定位系统

6，可以与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性能相媲美。当动物移动时，神经元会在大脑中被称为海

马体*的部分生成一张地图，帮助它找到位置，并使它回到原来的位置。负责这种映射的神

经元被称为网格细胞。网格细胞使用六边形网格来识别动物的位置。当动物处于特定的网格

位置时，相应的神经元被激活。当动物移动到 30 厘米外的另一个位置时，另一个神经元被

激活。通过这种方式，动物不用参考任何外部线索就知道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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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位机制非常复杂，包括以不同速度发放电位的“速度细胞”作为速度计。当动物面对

特定方向时，定向细胞也会发出信号；当动物接近当地环境边界时，“边界细胞”也会提供信

息。 

我们对这个定位系统了解不多，但我们所知道的表明这个系统非常复杂，使用非常复杂

的信号处理。 

大脑的遗传发展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的几乎每个细胞都包含一组完全相同的基因，但在单个细胞里，有些

基因是活跃的，而有些不是。只有当这些基因被激活时，它们才能产生蛋白质或酶。这个过

程被称为基因开闭，在第 6 章中讨论过。我们知道，构成人类基因组的大约 2 万个不同基

因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主要活跃在大脑中。这意味着大脑是整个身体中最复杂的结构。 

科学家已经在大脑中发现了可以决定人类智力的基因簇。两个由数百个独立基因组成的

基因簇被认为会影响我们所有的认知功能——包括记忆、注意力、处理速度和推理，但我们

不知道是如何影响的。 

芝加哥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布鲁斯·拉恩（Bruce Lahn）和他的团队对大脑的

发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他的发现值得报道，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人类大脑 7 的改进。 

拉恩（Lahn）研究了不同人群的两种基因，小头症基因和 ASPM8。他认为这些基因在

我们的大脑发育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这两种基因中的任何一种发生突变都会导致一

种被称为小头畸形的严重症状，这是一种临床综合症，患者大脑的尺寸比正常人小得多 9。

这两种基因都是已知的调节大脑大小的基因，相关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控制发育中大脑细胞的

生长。 

通过对人类DNA 样本进行测序，拉恩研究组发现，无论是小头症基因还是ASPM 基因，

都存在一种主要的变异。利用突变率作为一种分子时钟，研究组确定，普遍的小头症变异大

约在 37,000 年前出现，而占主导地位的 ASPM 变异大约在 5800 年前出现。通过对全球 1200

人携带的这些基因进行排序，他们发现，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普遍存

在优选的小头症基因变异，而优选的 ASPM 变异仅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存在 10。 

小头症基因变异的出现，与考古学估计的大约 4 万年前克罗马农人(Cro-Magnons)进入

欧洲的时间相一致，也与更复杂的社会、仪式、信仰和艺术的发展相一致。ASPM 变异的

出现与大约 5500 年前的苏美尔人（Sumerian）、印度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发展相一致。 

布鲁斯·拉恩说：“在许多领域，包括进化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人们一直在争论人

类大脑的进化是否是一个特殊事件，……我相信我们的研究通过证明它是一个特殊事件来解

决这个问题。”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惊奇之处在于，有相当多的基因对人类大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

们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大脑的发展可能是数千个基因突变的结果，甚至可能是保守估计。他

们认为，在短短 2000 万到 2500 万年的时间里，如此多的基因发生了如此多的突变，实在

是太惊人了。 

拉恩的研究证实，人类大脑的发育速度很快，比正常的突变率要快得多。他认为这是加

速进化的结果，但他无法解释这种加速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他的研究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智人出现以来，人类基因组曾多次被操纵和改变，而上

一次人类基因组被操纵和改变是在大约 6000 年前。 

其他几位科学家也观察到，人类基因组的变化比通常随机突变造成的变化要快。据估计，

这些无法解释的变化比已知的突变率大 100 倍。突变的机制已得到充分的研究和了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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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们不能解释这些高突变率。因此，可以断定，一定有其他机制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改变这

些基因。由于基因变化已被充分证实，这种突变率的增加是人工基因修饰的一种看得见摸得

着的结果。 

思维 

人类的思维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和特征，其中一些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运用语言进

行交流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在复杂情况下引导我们的直觉，逻辑和抽象思维，创造性，发

现新事物的驱动力，以及艺术欣赏，这些都只是长长列表中的几个例子。 

虽然关于我们大脑运作的知识非常有限，但相反的情况适用于人类思维，因为我们的知

识要广泛得多。人类思维的信息量是惊人的，因此我将集中讨论思维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

使我们与灵长类动物如此不同。 

意识 

我们的意识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借用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的话

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直接了……但同时它也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现象。” 

没有多少问题比意识更能让科学家和哲学家产生分歧了。意识是很难描述的。这是一种

朦胧的现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或者说每个人都经历过但无法解释。我想补充的一个

描述是，意识是一种东西，它使人能够离开他的身体，从外部看他自己，并意识到自己是一

个独立的实体。 

每个人的意识水平都一样吗？政治上正确的答案是肯定的，但观察结果告诉我们，事实

并非如此。意识的范围很广 11，人们可以处于这个范围的任何一个层次。我们的意识水平决

定了我们的社会责任和相互作用。可以说，低意识水平的人只关心他们自己和他们最亲密的

家人。更高层次的人关心陌生人、社会、环境等，并参加慈善活动。所以我们的意识决定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贡献。 

意识水平与我们内省的能力有关，内省包括将我们的思想转向内心，并对我们的行为进

行反思。科学家们已经观察到人们在内省能力上的明显差异，因此他们的意识水平也发生了

差异。 

由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 Geraint Rees 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认为，位于我们眼后的大脑

前额叶前部皮层的灰质体积，是一个人反省能力的强烈指标。这意味着大脑的物理结构会影

响我们的意识水平。 

人总是有意识的吗？科学界认为，至少在数万年的时间里，人类从一开始就有了自我意

识。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朱利安·贾恩斯（Julian Jaynes，1920-1997）却不

这么认为。1976 年，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假说 12，认为意识不是在人类进化之初出

现的，而是在最近 3000 年才形成的。原始人，用他的话说，有一个二分心智，两个半球不

像有意识的人那样相互合作。二分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思想和内心对话的存在，只是把它们

当作一种幻听或来自外界的声音来指挥他们的行动。 

杰恩斯的假设基于对苏美尔文明和早期希腊文学的研究，尤其是荷马的作品。他认为，

神权政治的苏美尔文明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就像一个蜂房，每个人都预先确定了自己的位

置，反映了二分心智。普通的苏美尔人没有完全意识，因为他们盲目地执行神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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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杰恩斯的说法，意识的发展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最晚在公元前 1000 年，

在其他地方甚至更晚。然而，他不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意识的机

制，尽管大脑的功能必须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最近的基因研究可能会对此提供一些线索。我

们现在知道，大脑的基因组成在大约 6000 年前被改变了。只有在这些修改在更广泛的人群

中确立之后，我们才能观察到意识的发展。 

抽象思维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抽象思维的发展发生在大约 5000 年前的第一

个文明时期，当时正义和自由等社会抽象概念首次被使用 13。 

抽象思维的能力为人类发展科学和技术提供了非凡的工具，并开辟了一个远远超出其直

接感知的世界。它使人们能够获得某些现象的证据，而不需要获得物质对象。这些能力包括

空间推理、心理操纵和旋转物体。 

抽象思维使人产生并理解艺术。在艺术产生之前，它首先以抽象的形式存在于艺术家的

头脑中。为表达目的而重塑自然世界的艺术作品被称为抽象艺术。现在，艺术在表现复杂的

情感和创造美丽的物体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语言同样使用一些抽象的成分，如隐喻、符号和类比。抽象思维有助于理解语言和非语

言思想之间的关系。诗歌是另一种语言形式，是抽象过程的产物。 

音乐是最难以理解的抽象艺术形式之一。它的情感接受取决于我们对音调的抽象意义的

理解。很少有人拥有创作音乐的天赋。著名的作曲家，如莫扎特或贝多芬说，他们所有的作

品都已经在头脑中准备好了，可以写下来。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礼物。 

数学中运用了另一种抽象思维，消除了对现实世界物体的依赖，归纳的使用得到了更广

泛的应用。在一个领域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可以用于证明在另一个相关领域的结果。另一个抽

象工具的例子是逻辑，它通过抽象推理来帮助证明现象。正是这种抽象的思维使人类得以进

入更高层次的存在，并发展出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 

评论 

人类的大脑是生物设计的最高成就。它是如此惊人的复杂，不同于我们自己开发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大脑需要这么多神经元和连接，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谜。它不是计算机，尽管它使用

数字类型的信号。它的数字脉冲的传播不是很快，但是大脑的运行速度通过并行的信号处理

得到了提高，例如，一百万根光纤传输来自眼睛的信号。我们的大脑不仅是一个电子设备，

它还利用酶和激素传递的化学信号。它的连接可以和电线相比，但是信号通过突触是由许多

其他因素控制的。它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可以改变它的布线连接，最终避开了我们努力的观

测。 

人类大脑的复杂性解释了为什么智人的发展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和如此多的迭代。尽管哺

乳动物的大脑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其设计目的是控制相对简单和重复的过程，因此灵活性有

限。动物的行为要么是基因编码的，要么是通过例子、模仿和经验习得的。人类的大脑，除

了这些功能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使人具有意识、抽象思维和分析能力、巨大

的学习能力和巨大的记忆力。因此，人脑的运作程序与动物的大不相同。但是这个程序为人

类提供了发展更高的意识、提高学习和推理能力的条件。所以人类的大脑可以通过改变内部

连接来改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大脑的一部分受到损伤的情况下，另一部分可以承担同

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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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的一种特殊属性是其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这种属性不可能是简单的基因改造的

结果。这种发展在意识领域最为明显。众所周知，人类大脑的基因组成在过去的 6000 年里

没有改变，但我们观察到人类思维和意识的重大发展，比如我们对环境、气候变化和地球未

来的关注。这表明，人类的大脑有一种内在的功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基于遗

传或进化机制。因此，人们可以预测，人类的发展将产生一个更加人道主义的社会。 

那么，大脑的功能最终会被发现吗？这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一个具有

一定复杂性的系统有可能理解它自己吗？我认为，要理解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一个比所研

究的系统更复杂或更先进的工具。例如，在分析一个复杂数字系统的工程中，我们需要一个

更先进的仪器。人们可以从现实生活的互动中观察到，一个不太聪明的人无法理解一个更聪

明的人，或者一个意识水平低的人无法理解一个意识水平高的人，反之却可以。 

既然我们的大脑是由比我们更聪明的人设计的，他们就不会在我们的大脑中包含理解自

身的功能，因为没有必要。我相信大脑的操作系统是建立在我们无法理解的全新原理之上的。 

人类基因组研究证实了大脑智能设计的假设。这项研究表明，基因变化不可能是由正常

的突变率造成的，因为它们的速度大约是正常突变率的 100 倍。人类的大脑在其历史上至

少有过两次改进。它的发展直到大约 6000 年前才完成，当时它被显著地加强，产生了一个

新的有意识的人，建立了第一个文明。这是人类进步新时代的开始。 

总而言之，作为读者，您可能不会从这几页中了解到太多关于大脑的知识，但即使您对

这个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您对知识的追求也不会完全得到满足。事实上，我们对

遥远星系的运行比我们自己的大脑了解得还多。 

对于我们的思维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大量的实验积累了大量的百科知识。这些信息帮

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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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进化论 

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 

人们普遍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了生物领域中一切事物的起源和发展。这个表达被毫不

犹豫地频繁使用，因为它为每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为每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为任何新发

现或范式提供了解释。 

迈克尔·贝赫（Michael Behe）写道：“近年来，达尔文的知识传承者们一直在积极地将

其观点作为一种生物学的万能理论推向公众。……用达尔文主义的眼镜看世界的嗜好已经蔓

延到人文、法律和政治领域。由于围绕着进化论讨论的修辞上的迷雾，公众很难判断什么是

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1 

有一种怀疑是人们会自动地使用“进化”这个词，而不去思考它的正确性或适用性。它一

定是正确的，因为学术界的每个人都在使用它。这听起来很科学，在政治上也是正确的。如

果将其用于种族或性别问题，没有人会觉得被冒犯。它是无神论的，所以没有人会被指责有

宗教偏见、超自然或超常倾向。这种态度极大地缩小了我们的选择范围，使我们变得懒惰，

因为这不会迫使我们去寻找其他的科学答案。不管我们的解释多么不可信，我们对“进化论”

总是感觉安全。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安全。因为实际上，解释进化论是如

何安排这个功能或那个结构的发展的，是其他人的责任。 

在阅读描述生命发展的科学文献时，我们发现了进化的拟人化属性。作者们声称，进化

论预先、预测、决策、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有感知、休眠或加速，作用于选定的样本，猜

测哪些属性是必须的，知道如何从数以百万计的化学物质中选择正确的化合物，并能设计最

先进的超出人类理解的纳米结构。它可以设计复杂的控制系统，可以编码和解码和最复杂的

电子系统一样好的系统，。它很聪明，是一个天才，一个神，因为它代替了神。 

令人担忧的是，没有人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我不指望实验能证明进化假说，但至

少尝试提供一些理论猜测、基本计算和逻辑结构。你找不到任何流程图来显示进化是如何沿

着某条路径进行的，你也找不到任何关于通过随机突变产生某些结构的概率的计算。达尔文

的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进化论者说，我们不必证明进化论，尽管进化论仍然是一个假设。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生物化学教授富兰克林•哈罗德(Franklin 

Harold)对此进行了简洁的总结：“人们之所以接受达尔文学说，是因为它具有普遍的合理性，

是因为缺乏与之相反的积极证据，是因为缺乏可信的替代方案。”2 然而，他没有提到任何支

持进化论的可信的科学证据。文献检索揭示了成千上万篇描述生物有机体结构和功能的论文，

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试图研究这些结构是如何演变而来的，除了一般性的强制性陈述外，没有

提供任何细节。 

一些科学家发现进化不能解释某些分子的发展，因此把想象的功能分配给进化过程。最

常见的错误之一是假设活细胞可以从环境中选择一种合适的生长所需的材料，然后以某种方

式将这种信息传递给基因。例如，在第五章中，描述了一种有助于分解水的催化剂。这种催

化剂与 3 种大型蛋白质结合，这些蛋白的结构中包含钙和锰原子。进化论者认为，由于这

种钙锰结构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所以细胞将其作为催化剂。要实现它，细胞必须提前知道

这是正确的化合物，并告诉 DNA 编码 3 种将与这些金属原子一起工作的蛋白质。这意味着

DNA 将不得不接受有关金属选择的信息，而这与进化的中心法则 3 相悖。 

进化论的三个关键要素：随机突变、自然选择和共同起源，只有共同起源是没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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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研究的结果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共同祖先的存在。众所周知，人类基因

组与香蕉的 DNA 有 50%是相同的，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与细菌等简单有机体平均有 6.3%

的蛋白质是相同的。 

大多数科学家和公众支持进化论的假设，因为他们熟悉动物世界的逐渐发展。这一过程

即使对门外汉来说也很容易掌握，但这一过程的发展却从未得到恰当的解释。 

贝赫说：“从表面上看，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诱人的简单，不像许多物理学或化学理论，

它可以不需要数学就能简洁地概括。……为了形成许多复杂的生命结构，达尔文的进化过程

将不得不采取许多连贯的步骤，一系列有益的突变相继建立，得到复杂的结果。”4 然而，没

有证据表明进化能够产生大量的有利突变。 

由于对进化论有太多的误解，有时假冒进化论的解释完全是基于无知，所以有必要简要

介绍一下进化论的基础。我们将阐述进化论的两大支柱：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 

突变 

我们知道基因突变的负面关联，因为在我们看来，它们与包括某些癌症在内的严重疾病有关。

20 世纪 50-60 年代，沙利度胺被用来治疗孕妇的孕吐，其灾难性后果至今仍在我们的记忆

中回荡。 

突变是 DNA 中核苷酸序列的永久性改变，导致蛋白质编码错误。突变可能是由外部或

内部因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细胞机制中的错误引起的。诱发 DNA 突变的物理或化学试剂

称为诱变剂。 

外部诱变剂包括紫外线，特别是来自太阳的 UVB 辐射，以及其他辐射频率，包括 x 射

线、伽马射线和阿尔法粒子、高温、某些植物毒素、病毒和人造诱变化学品。内部因素包括

DNA 复制过程中可能导致遗传变化的错误，以及细胞代谢的有毒副产品。 

大多数突变具有破坏性影响，试验表明，在所有口腔炎病毒基因改变中，39.6%是致命

的，31.2%是非致命有害的，27.1%是中性的，只有 2.1%是轻微有益的 5。在这种情况下，

生命需要一种机制来保护有机体免受突变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知，地球有两个内置的保护机制来抵御有害的太阳辐射。如第一章所述，对

主要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的防护是由地球磁场提供的。保护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是由臭氧层

提供的，它形成于地球大气层的上部，吸收了大约 95%的有害辐射。 

另一个聪明的设计方案是，蛋白质编码系统可以容忍蛋白质结构的某些变化而不影响其

功能。这些被称为中性突变，约占所有突变的 30%。实际上，大约 70%的突变生物体已被

从种群中移除，30%的 DNA 编码被改变。这就是所谓的 DNA 漂移。 

这些百分比看起来很糟糕，但是由于存在细胞修复机制，突变并不经常发生，对于人类

DNA 来说，每一代每碱基的突变率大约是一亿分之一 6。据观察，动物体内的蛋白质编码漂

移率大约是每 400 万年改变一个氨基酸。然而，这种漂移并不意味着经过修饰的蛋白质提

供了更好的性能。 

如此低的突变率使得进化的过程非常困难。为了确保有益的突变固定下来，种群必须非

常大。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假设从 100 亿个细胞(1010)开始，1 亿分之一的突变率，2%的有益突变率。在这

100 亿个细胞中，只有两个会获得一个特定的有益突变。这两个细胞开始分裂，我们必须等

33 代，直到一个特定有益突变的群体达到大约 1010 个细胞。由于这些细胞继续突变，其中

两个细胞将得到一个额外的特定有益突变，因此，他们将有两个特定有益突变，总共 1020

个细胞。对于两个有 3 种特殊有益突变的细胞，我们需要等待 66 代才能达到 1030 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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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很简单。它只是说明，要积累任何 3 种特定的有益突变，种群数量必须非常

大。 

在更小的种群中，固定两个或更多有益的突变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更少的细胞会发生突

变。即使一个细胞获得了有益的突变，发生第二种突变的几率也极低，而下一种突变更有可

能是致命的或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 

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只能观察到一到两个有益的突变，只有在非常大的生物种群中（比

如细菌和寄生虫）。例如，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是由一两个突变引起的。然而，由于这些

限制，通过突变途径对动物和植物进行任何重大的改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突变会推动进化吗? 

我们有任何证据证明突变可以改善有机体吗?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突变会对生物体造成伤害。

现在我们知道细胞的结构是如此的复杂，它的运作必须是如此的精确，以至于任何微小的改

变都可能破坏它的功能并导致它的毁灭。例如，已有研究表明，超过 150 种遗传疾病是由

电子传递系统中负责线粒体能量生成的分子复合物突变引起的。剪接体的突变会导致剪接基

因的错误，从而导致人类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如脊髓性肌肉萎缩和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贝赫在他的《进化的边缘》一书中讨论了进化的极限。他澄清了关于进化最令人困惑的

问题，即进化是有效的，但它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贝赫估计，随机突变最多只能改变一个

基因的两个碱基。这一估计是基于细菌和疟原虫药物耐药性的发展过程。7 

然而，在比疟原虫数量少的高等生物中，同一基因发生两种突变的几率极低。贝赫进行

了计算并得出结论：“在达尔文进化论通往人类的一千万年中，没有出现任何一种与疟疾抗氯

喹复杂度相同的突变。”8 

如果我们考虑到从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到智人所必需的基因变化将需要成千上万个非常

特殊的突变，那么进化出更复杂的生物体的整个过程是完全不现实的。 

由于不可能防止 DNA 突变，因此根本没有在 DNA 中存储关键信息，从而保护了细胞

的完整性，从而保护了细胞免受突变的影响。如第 4 章所述，有关细胞结构及其功能的最

重要信息是细胞本身固有的一部分，并在生殖过程中从一个细胞传到另一个细胞 9。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确保生物体内所有细胞的生命持续和统一。 

然而，许多重要的信息仍然编码在 DNA 中，这些信息也必须被保护。为了做到这一点，

细胞使用非常复杂的修复机制。细胞有复杂的信号网络，可以在 DNA 复制过程中仔细监测

基因组的完整性，并开始修复有缺陷的 DNA 序列。由于每个细胞中都有两个拷贝的基因，

当一个拷贝发生突变时，修复机制就会用另一个基因作为模板来代替突变的部分。如果细胞

没有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它的 DNA 突变率将与病毒的突变率相似，病毒的突变率可能是动

物的 1 万倍。这表明生物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系统来防止突变。因此，一个明显的问题出现

了:如果这些突变被认为对生物体有益，那么为什么进化会提供如此广泛的保护来避免突变

的影响呢？ 

人们已经发现，突变不是通过产生新的基因，而是通过破坏现有的基因来改变生物体。

例如，在 17 个被高度选择的北极熊基因中，大约有一半的突变是破坏性的。受损的基因不

能产生正确的蛋白质，但受损的蛋白质会改变北极熊的身体，使它们适应新的环境。通过这

种方式，北极熊已经把自己的颜色变成了白色，并且能够接受脂肪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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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能产生新的蛋白质吗? 

虽然进化论者认为随机突变是新蛋白质的来源，但他们并没有提供需要多少这样的突变的任

何计算。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讨论的这类数字，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练习来计算获得一个含有

100 个氨基酸的小蛋白质的代码所需的随机突变步骤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酵母蛋白平均

包含 466 个氨基酸，而最大的动物蛋白大约使用 27000 个氨基酸。链中的氨基酸序列必须

正确选择，否则蛋白质将无法发挥其功能。两种稍微不同的蛋白质有可能执行相同的功能，

但这不会改变我们的计算结果。 

因为蛋白质是由 20 个氨基酸组成的，所以用随机选择法选择一个正确的氨基酸需要 20

个步骤。要选择两个正确的氨基酸，需要 20 x 20 = 202 个步骤。对于三种氨基酸，我们需

要 203 步，等等。因此，要在正确的位置获得 100 个氨基酸的代码，我们需要 20100 个步骤。

这意味着，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制造出 20100 条不同的 DNA 链，才能百分之百确定我们有

正确的蛋白质代码。很难理解这个数字有多大。它是一个有 130 个 0 的数。如果我们假设

最简单的细胞有几千种相互作用的蛋白质，那么它们可能通过随机突变产生的假设是不可接

受的。 

遗传变异 

虽然突变可能负责产生新的 DNA 序列，但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突变率非常低，而且

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同一物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体型和

颜色。例如，地球上 70 亿人口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包括同卵双胞胎。遗传变异使我

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无论是头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甚至是我们身体的形状。 

经过数千代人的变异作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基因库，描述了人群中不同的特征。 

这种变异是由描述种群中不同特征的大量基因造成的。在有性繁殖的过程中，会发生一

系列的过程，导致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完全混合，因此，孩子通常看起来不像他们父母的复制

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遗传基因可能被激活，也可能不被激活。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相

关描述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其结果是动物和植物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遗传机制，帮助它们适

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这种机制已经被进化论者所劫持，他们用它作为进化的证据。但在现实中，这个过程与

进化无关，因为它不产生全新的基因，不负责新的身体部位，最重要的是，它不能产生新的

物种。这个过程使用现有的 DNA 序列，并将其打乱，使后代具有不同的特征。作为自然选

择的结果，这些特征将在种群中确立。 

常见的进化论例子 

几乎每个人都熟悉进化的例子，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并塑造了我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之一是斑纹飞蛾的颜色变化。最初，这种蛾子是白色的，带有黑点，由于

工业革命期间的污染，它变成了黑色或更黑的颜色。一位著名的美国遗传学家塞沃尔•赖特

（Sewall Wright）把它描述为一个明显的进化过程已经被观察到的最清楚的例子。 

在 1811 年以前，黑蛾子的品种极其稀少，但是到了 1850 年，黑蛾子的品种已经很稳

定了，到 1895 年，黑蛾子已经统治了这个领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颜色的变化并不是突

变的结果，而仅仅是基因变异的结果。众所周知，黑色变种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存在了，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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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见，因为它的伪装并没有保护它免受捕食者的攻击。当需要深色伪装时，一种负责深色

色素的基因会被选择进而改变了飞蛾的颜色。这种基因的传播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即深色能

很好地抵御捕食者。这个例子并不能证明进化可以产生新的身体设计或物种。它只是确认了

一种内在机制的存在，以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这么多品种狗的存在就是基因变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世界上有 350 多个品种，其中

一些品种有着惊人的不同，比如吉娃娃和大丹犬。有人试图把这种现象称为人为进化。同样，

这个例子与进化无关，因为所有这些品种都属于同一物种。育种者只是简单地选择具有所需

特征的狗，并拒绝具有不需要的特征的狗，进行自然选择。近 150 年前，孟德尔通过选育

植物发现了这一过程。同样，这些品种不能证明进化，因为它们不能产生新的基因。 

在学校的课本和通俗文学中有更多的进化论的例子，如长颈鹿的脖子、达尔文的雀、澳

大利亚的甘蔗蟾蜍等，但它们不能证明进化论，因为所描述的变化可能是由基因变异机制造

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没有证据表明随机突变导致了真正的进化发展。 

小步骤的自然选择 

进化的原则之一是通过自然选择的小步骤进行。这是什么意思？当一个生物因突变所改变时，

如果被突变的生物比同一物种的未突变的生物有更高的繁殖率，这种改善可以在种群中被固

定下来。因此，这种改善必须转化为更多的后代。然而，这种观点有几个弱点。可能会有一

些改进，但不一定会影响生殖率。例如，一些艺术或数学能力的发展不会影响一个农民的粮

食产量或孩子的数量。 

繁殖率取决于许多环境参数，如可利用食物的数量。然而，食物的供应取决于许多动物

无法控制的因素，如气候波动、疾病、竞争等。这些因素对后代数量的影响可能比一些微小

的基因改良更大。有效的主导环境因素扮演着伪装的角色，掩盖了由于小的有益突变而导致

的遗传改善，而这些突变在种群中并没有固定下来。 

这种环境效应甚至更适用于那些繁殖率取决于能源和材料供应的植物。在植物产生成千

上万种子的情况下，繁殖率是由环境决定的。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对种子的成功

来说比成体植物的任何微小的基因改良更重要，比如多 5%的种子。 

由于突变是偶然的，有机体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同等的机会受到影响。有可能同时改变

几个部件的性能。因此，在种群数量较少的地方，一个突变可能提高适应性和繁殖结果，而

另一个突变可能是有害的，因此这种改善不会传递给后代。 

可以观察到，动物的某些特征，如四肢或身体大小，可能会发生微小的变化，但这并不

总是由 DNA 突变引起的。问题是这样的过程在分子水平上是否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分子的

微小改进会如何影响细胞的繁殖率。这些分子是长链反应的一部分，仅仅改变一个反应并不

会影响细胞的新陈代谢效率。这可能适用于柠檬酸或卡尔文循环等代谢功能，其中部分循环

的改善对适应性没有影响。 

一般来说，适应性的增加可能只来自于几个部分或功能的联合操作，而单独修改每个单

独的部分是没有效果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个别的改进如何演变？ 

一个经常被用来支持进化论的参数是时间。进化论者已经成功地说服公众相信，如果进

化的过程足够长，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对普通人来说，要估计在比如说一千万年中可能发

生的生物结构变化是不容易的。因此进化论者经常使用这个论点，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

以这个成分的进化是可能的。然而，这个论点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时间，

而是种群数量。为了估计进化变化发生的速度，突变率必须乘以种群的大小。由于许多生物

的突变率是相似的，发生某些变化所需的时间主要取决于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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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者在他们的时间论中也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环境。在持续数百万年的缓慢进

化过程中，环境条件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从地球的气候史上得知，在过去的一百万年里，环

境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球每 10 万年发生一次冰期，引起巨大的温度波动。如此剧烈

的气候变化肯定对生物体的繁殖率产生了主导作用，而不是任何缓慢的进化变化。 

天然遗传工程 

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许多生物学家面对细胞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对由随

机突变引起的变化感到不安，并提出了更合理的解决方案。芝加哥大学的吉姆·夏皮罗（Jim 

Shapiro）提出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他在 1992 年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进化不是由随机

突变驱动的，而是由细胞中的一种过程（他称之为自然基因工程）驱动的。他提出，细胞拥

有诸如切割、复制、移动 DNA 片段并将其重组成新基因的工程工具。因为细胞可以操纵基

因，进化可以大步进行。最明显的变化工具是转座子 10，它在压力下从细胞的一个地方迁移

到另一个地方。夏皮罗声称，自然基因工程可以在多个地点同时产生变化，产生新的组合。

最新的研究表明，细胞的基因组远比原来认为的更动态，可以对任何环境变化做出非常迅速

的反应。 

夏皮罗假定，“垃圾 DNA”在新基因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构成编码信息

格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基因组更像是一台包含操作系统的计算机。然而，他没有解释

工程工具从何而来，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因此，他有效地提出了一个没有设计师的智能设计。

诚然，细胞有许多复杂的工具来操纵 DNA，而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基因工程也使用了类似的

工具。但是这些细胞工具和过程必须被设计，因为它们不可能通过随机突变进化而来。因此，

夏皮罗的论证和数据支持智慧生命指导下的进化，尽管他的建议并没有延伸到这个结论。 

评论 

尽管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的努力，达尔文的进化论仍然停留在假说的领域。虽然在了解细胞

及其分子成分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对于这些结构、分子和功能是

如何随着进化而发展的却很少有解释。人们无法避免这样一种印象，即科学家虽然口头上支

持进化论，但却回避对进化机制的详细解释。由于这种情况，进化论者不再认为有必要证明

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它是正确的。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进化论者向公众提供了一种对进化的错误理解。他们所描述的进化

过程是有目的的、智能的、直觉的，但与被认为是驱动因素的随机机制毫无共同之处。 

进化的过程是非常迷惑的，因为进化的结果，比如细菌和寄生虫对药物的抗药性，已经

被观察到了。研究表明，当种群数量较高时，进化能够利用两到三种有益的突变。然而，突

变不能在生物体中产生更大的有益变化或产生新的蛋白质。 

基因突变已被充分证实，但它们是非常有害的，会引起许多严重的人类疾病。为了保护

生物体免受突变的影响，DNA 复制过程有非常复杂的内在修复机制。这证明了进化并不需

要突变。 

有性繁殖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遗传变异机制。这种变异负责有益性状的选择，并使生

物体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进化论者认为这种机制是进化的驱动力，所有进化的证明都是基

于遗传变异的操作。然而，作为突变的遗传变异只能对生物体产生非常小的变化，不能对新

身体设计的发展负责。 

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自然选择的运作。易受某些突变或因遗传变异而改变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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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环境来测试，不合适的版本则由自然选择来移除。因此自然选择发生了，但在一个更有限

的范围内。它不能负责制造新的分子复合物或新的身体设计。 

进化论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因为许多科学家意识到根据新的发现很难接受它。进化论更

多的是基于信念，而不是科学证据，它正等待着被一种更合理的范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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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智能设计和定向进化 

套用尼采的话，我们可以说“进化之神已经死了”，现在是埋葬他的时候了，是时候找到生命

的真正范式了。在我们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命之旅始于大约 40 亿年前，由简单的、类似细菌的有机体开始，结束于人类及其令

人难以置信的大脑。它开始于单细胞生物，结束于人体 37 万亿个细胞。1 第一种细菌的基

因组由大约 500 万个碱基对组成，而人类有大约 32 亿个碱基对。2 

一开始只有一个物种，现在估计有大约 900 万个不同的物种。这意味着有 900 万种不

同的身体设计，其中 80%仍未被发现。 

在过去的几十亿年里，我们见证了生命发展的惊人进步，它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以类细菌细胞为代表的生命的出现。虽然这些细胞相对简单，但它们已经拥有非常复杂

的能量产生和转换系统，如第五章所述。第二阶段是真核细胞的发育，具有非常复杂的遗传

机制。这些细胞为第三阶段多细胞生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根据寒武纪大爆发时形成的身体

设计，生命的发展进入了第四阶段，生物体发生了较小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动植物科和种。

我认为前三个阶段是有目的的设计，第四阶段是一个特殊过程的结果。 

智能设计 

许多科学家发现进化论无法被证明，需要找到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来解释地球上生命的产生

和发展。因此，大约在 40 年前，提出了智能设计的科学理论，该理论假定，由于生物设计

的复杂性，生物不可能是进化的结果。它们一定是由一个聪明的设计师创造的。智能设计假

说不确定设计者，也不排斥上帝。 

智能设计理论已经在我们的脑海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经常被认为是神创论和上帝，因

此它的反对更多是基于偏见而不是科学。第一批支持智能设计的科学家专注于动物解剖。这

种方法是正确的，但也留下了一些疑云，进化论者利用这些疑云为自己谋利。在分子生物学

中存在着一种不同的情况，在第三、四和五章中描述的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产生巨大的分子

复合体是不可能的。进化论者避免讨论分子生物学，因为他们对这些结构是如何产生的没有

合理的解释。然而，进化假说的谬误只有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才能得到证明。这是由迈克

尔·贝赫（Michael Behe）完成的，他在 1996 年出版的《达尔文的黑箱》3 一书中讨论了几

种分子结构和生化过程，表明它们不可能是进化的产物。他引入了不可简化的复杂设计的概

念，即结构不能用小步骤来建造。他说，生物化学对进化理论影响的故事完全取决于细节……

生物化学对达尔文提出了一个微小的挑战。简单地说，解剖学与进化是否能在分子水平上发

生的问题无关。化石记录也是如此。“4 

当我们回顾地球上过去 40 亿年的生命和细胞分子组成的巨大复杂性时，智能设计师的

参与变得非常必要，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如此巨大的有目的的改变。我们不知道这个

设计是如何实现的，因为我们对细胞工作原理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这种参与并不像宗教文

本中描述的那样是一次性的，而是发生在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迈克尔·贝赫称这种参与为

大自然的微调。他相信这种参与是非常广泛：“从过去几十年关于动物发育的遗传基础的复杂

性中学到的知识中，合理地认为有目的的设计至少已扩展到生物学的主要类别的脊椎动物，

也许更多。”5 

我们可以假设，智能设计理论已经被证明是毫无疑问的，进化论者不能找到任何有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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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科学论据来反对它。 

问题是，聪明的设计师是否参与了小类生物的设计，如科和种？我相信是另一种机制导

致了这些发展，我称之为定向进化。 

定向进化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智能设计师的参与对主要身体设计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更有争议的假设是，

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参与新的生命形式的发展。我认为，聪明的设计师参与到低等动

物如科或种的身体设计中是不现实的。由于地球上丰富多变的环境，生物必须有一种机制，

使它们能够适应新的条件，并产生新的生命形式来填补环境的缝隙。我认为，要修改现有的

身体设计，必须引入形成构成细胞固有部分的新机制，而这一过程是定向进化的。 

定向进化的主要功能是对现有生物进行一些调整，以增加它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下

生存的机会。第二个目标是更改现有的身体设计，进一步发展生命，以填补环境空白。例如，

猫科动物包括猫、狮子、老虎和猎豹，它们的种类非常相似，因此不需要大量的基因改造。

它们可能是定向进化的产物。 

定向进化是由设计者引入的在细胞内运行的过程。它是一种内在的机制，可以响应不同

的环境条件。为了实现定向进化，设计者必须引入几种功能，使生物体不仅能适应新环境，

还能通过产生新物种进一步发展。这些包括遗传功能和表观遗传功能。 

基因功能 

基因水平转移 

我们观察到生物体具有非凡的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像细菌这样的简单细胞改变的能力有限，

因为它们的基因组相当小。然而，它们有一种特殊的内置功能，使它们能够适应，因为它为

它们基因组成提供了非凡的灵活性。众所周知，细菌不仅从它们的母亲那里遗传基因，而且

也接受它们邻居的基因，并从外部吸收遗传物质。不知何故，细菌可以从其他细菌那里获得

DNA，而这些细菌可能具有更有利的特性，并将其用于自身的利益。这个过程被称为基因

的横向或水平转移，帮助细菌在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条件下生存，并在过去 40 亿年里填补

许多环境生态位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转座子 

真核细胞不使用基因的横向转移，因为这对多细胞或陆基生物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

此，它们需要一种不同的适应机制。其中一种机制利用了真核生物 DNA 的特殊特性，使基

因组发生显著变化而不需要突变。这些变化是可能的，因为真核细胞比细菌有更大更复杂的

基因组，包括大量的非编码物质，通常被称为垃圾 DNA。这种垃圾 DNA 的很大一部分是由

转座子组成的(见第四章)。 

转座子在基因组中起着非常活跃的作用。它们可以导致基因信息的快速复制和重新排列。

它们可以向基因组中添加大量新的 DNA，启动 DNA 片段的选择性剪接，并提供多种不同的

基因修饰工具。转座子可以形成新的遗传物质，也可以产生新的调节回路。 

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座子在生命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可以促进生物体的变化。一些科学家称垃圾 DNA 为假基因，并假设它们可能是新基因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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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6。垃圾 DNA 是一个巨大的备用核苷酸来源，可以用来组装数百个新的基因，而不需要

突变。 

其他基因功能 

在真核生物基因的 DNA 中，蛋白质的编码序列不像细菌的基因那样是连续的，而是被称为

内含子的非编码序列所分隔(见第四章)，每个基因的 DNA 序列中可能有多个内含子。这种

安排提供了通过移除或添加不同部分的 DNA 序列来改变基因编码的特殊功能。由于这种功

能，一个基因可以编码几种不同的蛋白质。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控制着这一过程 

正如第六章所讨论的，Hox 基因提供了对身体设计的全面控制。这些基因是保守的，这

意味着它们不受突变的影响。然而，Hox 基因也控制着其他描述生物体更详细结构的基因。

这些辅助性基因如果被修改，可能会对身体设计造成微小的改变。因此，这一过程也可能导

致定向进化。 

正如已经阐述的那样，动物和植物具有内在的功能，帮助它们大幅度地改变自己的基因

组，或改变重要基因的表达。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变化的机制，但我们知道，压力可能发挥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观遗传功能 

表观遗传功能在不改变遗传密码的情况下改变生物体的机体和工作方式。正如第六章所讨论

的，细胞中并非所有的基因都是活跃的，有些基因可以被关闭。这是通过改变 DNA 本身或

相关蛋白的微结构来实现的。这种机制使多细胞生物的分化细胞只表达其自身活动所必需的

基因。细胞分裂时，表观遗传变化得以保留。 

表观遗传的标记有不同的类型，每一种都告诉细胞中的蛋白质关闭 DNA 的哪些部分。

例如，DNA 可以用一种叫做甲基*的小分子标记。其他标签可以添加到与 DNA 密切相关的

一种叫做组蛋白*的蛋白质中。通过去除表观遗传标记并重新打开基因，整个过程是可逆的。 

表观遗传机制使细胞能够对外部条件作出反应并改变其性能。然而，有时这些反应可能

是非常有害的，会导致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疾病。表观遗传变化是一种有规律的自然现象，

但也可能受到生活方式和环境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应激功能 

众所周知，由于环境因素限制了繁殖效率，生物体无法最大限度地产生后代。这些因素包括

食物、水、居住空间和气候条件。我们还应该增加接触毒素、捕食者、寄生虫和由病毒和细

菌引起的疾病。每一种元素都对机体施加压力，从而产生应激。这些应激可能是慢性的，导

致永久性损伤甚至死亡。 

细胞应激反应主要通过制造应激蛋白来表达。这些应激蛋白的主要作用是保证细胞的生

存。最常见的是由于温度超出正常范围而产生的热应激蛋白。由于受到应激，细胞会产生起

各种重要功能的酶。例如，这种酶可以精确定位 DNA 的特定部分，并将其切断，从而为制

造另一个基因提供必要的材料。研究表明，应激可引起表观遗传基因的转换。众所周知，过

度的压力对生物体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能是驱动定向进化的主要机制。 

多年来，我一直对应激对生物的影响很感兴趣。1990 年 3 月，我向芝加哥大学提交了

一篇题为《应激突变在进化中的作用》的论文，发表在《进化理论》上。这篇论文被拒绝了，

因为我无法证明所提出的进化新机制。在我的论文中，我提出了一个假设：进化不是由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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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驱动的，而是由细胞自身的一个过程驱动的。这一过程可能是由细胞内部或外部因素引

起的压力引起的。 

病毒的作用 

病毒没有良好的名声，因为它们往往与艾滋病、小头症或癌症等疾病有关。我们不能治愈这

些疾病增加了我们对这些生物的恐惧。然而，大多数病毒不会引起疾病，除非当一个稳定的

平衡变得不平衡时。 

病毒通过侵入细胞并利用细胞内的机械和能量进行繁殖而生存。有些病毒一进入细胞就

复制许多份，进而感染更多的细胞。其他病毒并不破坏宿主细胞，而是将宿主细胞的基因拷

贝注入宿主细胞的 DNA 中。当细胞分裂时，它会复制新获得的病毒基因和其他基因组。通

过这种方式，病毒在每个子细胞中被复制。 

当被感染的细胞是卵细胞时，病毒被复制到从卵细胞生长出来的生物体的每个细胞中，

然后再复制到生物体的所有后代中。这样，病毒就融入了宿主的基因组。病毒基因一旦在宿

主的基因组中建立起来，就可以发挥新的功能，例如，当祖先哺乳动物被一种病毒感染，这

种病毒被整合到它们的基因组中，它有助于胎盘和子宫的连接。 

病毒基因在基因组中似乎比原始基因更活跃。例如，人们发现病毒基因在 DNA 开放区

域 7 比整个基因组其他位置更常见；换句话说，这些区域富含病毒基因。有趣的是，人类基

因组开放区域的病毒基因是在灵长类动物到来 8 时出现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被纳入基因组

的病毒感染对灵长类动物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 

生物经历了广泛的环境因素，如温度和营养供应，这对生化过程构成了挑战。由于这些

因素的变化，蛋白质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研究为病毒如何影响人类和地球上其他哺乳

动物的发展提供了证据。它的发现表明，自从人类与黑猩猩产生分化以来，蛋白质适应能力

中有 30%是由病毒驱动的 9，这一比例令人吃惊。结果显示，哺乳动物的适应性变化发生在

病毒相互作用蛋白上的频率是其他蛋白的三倍。 

来自病毒的 DNA 序列在生殖细胞(卵子或精子)基因组中被称为内源性逆转录病毒

*(ERV)。ERVs 属于一种被称为转座子的基因，它可以在基因组中被包装和移动，在基因表

达和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许多人类基因都伴随着被称为增强子的 DNA 片段。当某些蛋白质与基因的增强子结合

时，它们就开始加速基因中蛋白质的产生。科学家们发现，PRODH 基因在人类大脑的一些

区域(如海马)最为活跃，而一种感染我们祖先的病毒增强了这种基因。这种情况似乎是我们

人类独有的。黑猩猩有 PRODH 基因，但它们缺少病毒增强子。它们在大脑中产生低水平

的 PRODH，没有在海马体中高表达。 

在过去的 1 亿年里，逆转录病毒不断地整合到它们宿主的生殖细胞中，从而整合到它

们的基因组中。这种结合改变了生物体的运作方式，带来了新的功能，增强了旧的功能。病

毒提供了新的遗传物质，可以修饰基因并增强现有基因的功能。它们在修饰生物体方面的效

率可能比突变的效率高几个数量级，因此它们是推动生命发展的最重要机制之一。 

定向进化的机制 

定向进化的过程需要可以用来制造新基因的 DNA 原料供应，并且需要关于如何制造这些基

因的指令。这两个功能都可以由转座子提供。由于它们构成了基因组的很大一部分，它们可

以成为编码和非编码材料的来源，从而能够制造新的基因和调控序列。转座子还可以通过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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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移除或重新排列遗传物质来改变遗传构成，并能够重新排列染色体。它们表现得像诱变

剂，但突变率高达 1000 倍。 

新的研究表明，真核细胞拥有的工具不仅能够进行基因修饰，而且能够产生新的遗传物

质和创造新的调控回路，从而导致新物种的产生。这些复杂的工具不是通过进化而来的，而

是在真核细胞的早期祖先中就已经存在了 10。有证据表明，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如海绵、蠕

虫、植物和人类的基因含量大致相同，因此它们的基因组大小似乎与它们的复杂性无关。 

因此，我们已经确定了执行定向进化过程所需的工具，但问题是如何驱动这些工具。引

起生物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环境。当我们查看化石记录时，我们发现生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

没有变化。我们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观察到新物种的出现。这一事实迫使进化论者发明了

间断平衡的新理论。11 

转座子作为基因调控因子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很好地建立起来，12 转座子可以对微

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压力做出反应。 

由于环境应激产生应激蛋白，我认为应激蛋白作用于转座子并引发遗传变化。因此，不

仅是气候变化，由疾病、寄生虫、过度拥挤和缺乏食物引起的任何其他压力也可能导致重大

的遗传变化，从而产生新物种。 

这也证明了压力会引起表观遗传变化，从而影响身体的变化。然而，表观遗传变化作用

于现有的基因池，因此对不同身体设计的产生影响较小。 

我认为，新物种的产生是一个半自主的过程，是不断发生的，填补了环境的缝隙。我们

还不知道定向进化带来的变化会有多广泛，但它们可能包括更高级别的生物体，如目和科。 

定向进化的支持证据来自于这样的观察：面对新的环境条件，生物种群最终将产生新的

物种。在某些昆虫中已经观察到最快的已知变化，仅经历了几百代。新的研究表明，红鲑在

鱼不到 13 代的时间里进化成了一个新物种。13 这种快速的变化不能用标准的进化速率来解

释。 

实验室研究显示，在果蝇中，当发育温度高于和低于正常培养温度时，以及在饥饿状态

下的营养压力下，果蝇的基因重组 14 会增加。因此，这些实验提供了压力和遗传变化之间

的直接联系。 

这些因素导致了基因组的内部重组。这个过程不是完全随机的，因为它对特定的环境条

件提供了独特的响应。它可以引发直接的遗传变化或提高突变率。这些突变的目的不是减少

特定的应激，而是通过自然选择来诱导形态上的变化，然后这些变化在种群中被永久地固定

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可能同时发生在许多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受到同一种压力的

个体身上。因此，由定向进化引起的基因变化不必像随机突变那样出现在大群体中，但可以

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与个体生物随机突变产生的变化相比，种群中诱

导的有益变化被同化的更快。 

评论 

尽管达尔文的理论已经发表很多年了，但进化论者仍未能提供任何重要的科学证据，证明这

是一种可行的机制，可以解释地球上生命的发展。这个理论最薄弱的部分是对生命起源的解

释。所提出的假设是如此荒谬，而且与物理学定律如此不一致，以致于无法认真考虑它们。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智能设计理论，它指出设计师要对地球

上生命的产生和发展负责。然而，智能设计并不能解释数百万物种的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寻

找另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定向进化，是智能设计的一部分。虽然一些元素已经存在于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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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它是在真核细胞中被引入的。这种机制是基于转座子的特殊性质，转座子能够广泛地

修饰 DNA 序列，从而产生新的基因和基因调控子。 

众所周知，转座子的运作可以由环境压力触发，我认为应激蛋白是环境压力和遗传修饰

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仍然需要证明，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病毒在生命的发展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已经证明它们能够进入 DNA 并改变基因组。有

些病毒可以产生新的基因，有些则负责改变现有的基因，并以这种方式促进定向进化。 

毫无疑问，智能设计已经被证明了。唯一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设计者是谁？我将在第十

三章中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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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工程设计 

生物学工程方法 

直到最近，我们对许多基本分子复合物如核糖体、剪接体、ATP 合酶、电子传递复合物、

光系统和光单位等的构建和操作的知识还非常有限，我们可以忍受细胞结构非常简单这样的

陈述。然而，一旦我们对这些分子复合物的知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这些说法就不再可

信了。这些分子结构的工作原理与人类制造的机器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它们是由有机化合物

而不是金属或塑料制成的。既然我们对这些复合物的结构了解得如此之多，我们就可以开始

应用工程知识和规则来解释它们的功能。 

缺乏对工程的理解和欣赏是许多说法的根源，这些说法暗示通过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可

以产生高度复杂的结构。科学界，尤其是生物界，并没有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让事情正常运

转有多么困难。现代飞机或计算机需要数百万小时的设计和测试才能达到性能和可靠性的要

求。在工业上，没有什么是容易的。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智能设计和智能制造的结果。我们

凭直觉知道，即使等待十亿年，破损的茶杯也不会自行修复；即使猴子拥有所有必要的材料，

也不会由猴子制造飞机，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被诱使相信在自然界，一切皆有可能，进化

可以创造奇迹，它只需要很多时间。进化论者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简直是荒谬的。在工程领

域，它们不会持续一秒钟，但在生物学环境中，它们会被认真考虑，并最终成为既定真理的

一部分。这种情况是允许发生的，因为分子生物学如此复杂，不仅普通大众难以理解，而且

它的含义也被许多进化论者忽视了。 

在本章中，我将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研究生物结构和系统，我将试图描述是什么原理指导

了这些生物组件的设计和开发。没有理由将生物系统和组件与机械或电子设计区别对待，也

没有理由不使用同样适用于工程的规则。当我们研究分子组成的整个发展过程，从最基本的

细胞到最复杂的细胞，我们注意到它遵循合理的工程规则。这些规则包括设计和制造公差的

统一。 

工程规则-设计的统一 

工程学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重新发明轮子。因此，只要有可能，任何新设计都应该使用现有

设计的零部件。即使最小的、最不重要的组件已经工作了许多年，并且被证明是可靠的，也

没有理由用新的设计来替代它。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航空航天工业，血统的设计保证

了飞机的可靠性和安全的运作。因此，工程师在创建新设备或机器时，总是试图使用或修改

现有的部分。只有旧零件不能满足新要求时，才能设计出全新的零件。这种方法减少了与引

入新的未经验证的部件相关的风险，减少了对新设计的测试和验证，并使这些部件的制造保

持简单。众所周知，新产品比已被证实的产品具有更高的风险，因此必须进行广泛的测试。

工程学与科学在方法上不同，因为它不是为了新奇和领先而引入新事物。工程必须提供工作

良好和可靠的东西。因此，在现实世界中，进步和变化源于对更好性能的新要求。 

在生物系统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方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新的解决方案

总是包含一些以前设计的组件。这在分子水平上更明显。因此，一个人可以建立一个进步之

树，其中新的设计源于早期的设计。这棵树与进化树非常相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支持进化

的一种形式，但不是达尔文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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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看看生命的关键组成部分，DNA 是由 4 个核苷酸组成的，都是右手性的

同分异构体*。这是什么意思？通常在自然界中，具有完全相同的化学组成和性质的分子可

能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分子的结构是另一种分子的完全镜像，就像左手是右手的镜像一样。

如果 DNA 是通过进化路径形成的，任何自然的随机过程都会产生数量相等的左手和右手

DNA 分子，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 DNA 结构和编码系统在所有生物体中都是相同的，这

些生物体已经存在了 35 亿年。他们都是右撇子。因此，在所有的生命设计中使用一个核苷

酸朝向是一个工程决定。这意味着生命的开始不仅是一次，而且是作为一个单细胞事件，因

为任何多个起源都有一个左手和右手分子的混合物。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由同样的 20 种氨基酸组成的。此外，这 20 个氨基酸都属于同

一光学异构体的左手类。生物体内所有的氨基酸分子都是左手性的，这一事实进化论者无法

解释，所有关于进化的书都明智地忽略了这一点。既然这两类氨基酸都能产生相同的蛋白质，

那么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随机选择就没有理由不选择右手性分子。 

如前所述，工程师将使用现有的已验证的工作部件用于不同的功能。例如，如第 3 章

所述，用于 DNA 编码的核苷酸也被用作构建不同 RNA 结构的通用模块。虽然信使 RNA 执

行编码功能，但核糖体 RNA 是核糖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具有结构功能。剪接体是转录

的关键分子，也是由核苷酸组成。除了用于编码和构建大型复合物外，核苷酸还用于构建

ATP(通用的能量货币分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核苷酸是生命中最常用的基本元素。重要的

是，它们被用在不同的结构中，执行完全不同的功能。只有工程头脑才会提供这样的解决方

案。 

当我们观察血红蛋白的结构时，血红蛋白是血液中携带氧气的关键分子，它包括血红素

基团，中间有一个铁原子 Fe。然而，当我们用镁 Mg 代替铁时，我们有一个叶绿素分子(见

图 5-2)。因此，两个金属结合分子的结构是相同的，而这两个分子完全发挥不同功能的唯一

区别是金属原子不同。选择血红素结构来执行两个不同的功能只能是一个工程决策。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了解现有设计优点的工程师才会在新的设计中使

用这些知识。只有工程师才会介绍基本构造子单元的共性，而不会尝试发明新的组件。只有

工程师才会使用像血红素这样的复杂分子来完成完全不同的功能。只有工程师才会在动物的

不同器官中使用一个共同的细胞来执行不同的功能。事实上，无论我们从哪里看，我们都能

看到这种工程方法是如何发展地球上所有生命的。 

特殊的工程解决方案 

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进化论者不得不承认，真核细胞的产生只发生过一次。因此，他们提

出真核细胞是一对基因完全不同的父母所生的嵌合体。在希腊神话中，嵌合体是一种虚构的

野兽，它的身体部位取自不同的动物，如狮子、山羊、蛇等。因此，进化论者认为，真核细

胞是由两种不同的细菌结合而成的结果，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子细胞。 

从工程的角度来看，嵌合体的解决方案是有意义的。当我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已经被证

明是简单的设备时，我们想要构建一个更复杂的设备，提供对简单设备功能的重大改进，工

程师通常使用的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将简单的设备连接在一起。然而，连接的过程并不像进化

论者认为的那么简单。由于新设备更加复杂，内部的相互作用也更加复杂，因此必须在原有

设备之间设计一个适当的接口，增加额外的部件以促进平稳过渡，并设计一个新的控制系统。

这正是在真核细胞中观察到的，真核细胞有许多额外的独特结构，如细胞核、细胞骨架、高

尔基体和其他细胞器，这些细胞器是不可能从一个祖细胞中获得的，因为在此之前没有细菌

拥有它们。 

因此，我们可以说，进化论者即使不情愿地接受嵌合体的解决方案，也会放弃小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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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并在现实中接受工程设计，但称之为共生。 

工程规则——公差 

如果我们仔细检查几台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并执行同样的功能的机器，我们会发现它们是不一

样的。这是由于材料的缺陷和制造过程有限的精度。因此，制造的零件永远不会具有设计图

纸中所述的确切尺寸。为了确保不同的零件一起配合工作，必须定义一个可接受的尺寸范围。

因此，设计图纸上的所有尺寸都有规定的公差。设计师根据他的制造知识以及他对两个或多

个不同部件一起工作的相互作用的理解来确定这些公差。设计人员保证，如果零件的制造尺

寸在规定的范围内，则零件将发挥其功能。公差存在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工程

中不可能使用渐进的步骤来改变设计。 

这可以用手表演变的著名例子来解释。让我们假设我们想要更换手表的一小部分，例如

通过增加一个齿轮上的齿数来实现齿轮传动。为了正确地啮合，两个轮子上的齿必须是相同

的，因此，改变的轮子的半径必须增加，以适应额外的齿。然而，一旦半径增加，齿轮就会

停止工作，因为车轮会锁定。所以为了增加半径，我们必须同时增加轮子之间的距离，所以

我们实际上有两个维度可以改变。即使可以改变车轮的半径和距离，也会出现间隙，需要在

此处增加额外的齿。如此一来，齿轮将无法工作，直到该附加齿以正确的尺寸出现并能够啮

合。 

这张插图说明，不可能像齿轮比那样简单地以较小的增量进行更改，因为即使是一个维

度公差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将导致齿轮故障。因此，改变齿轮传动比的过程不符合进化的原则，

即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有机体必须是功能齐全的。 

在复杂的机制中，由于组件与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不可能在小步骤中更改组件。实际

上，整个设备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设计，这意味着必须同时改变几个维度。同样的限制也适用

于操作类似于机电设备的分子系统。 

数字系统中的公差 

虽然机械设备的尺寸可以在其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但仍然可以正常工作，不同的情况适用于

数字系统。一个数字系统有一个数字代码，它不能容忍任何微小的变化。例如，一个简单的

代码可能看起来像一系列的 0 和 1，例如 1100101111001000。即使是代码中最小的更改，

比如将一个 0 替换为 1，也会导致整个系统的错误操作。您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检查，例如在

internet 浏览器中输入 URL 地址。试图改变一个字母或把一个点放在错误的地方，你永远

不会得到预期的网站。因此，一个具有许多优点和优点的数字系统是不能容错的。为了避免

故障，数字系统的信号电平必须比模拟系统高得多。它们必须内置冗余，这些冗余可以使用

不同的编码序列编码相同的信息，或者具有特殊的故障检测系统来剔除信号错误。 

分子机器的公差 

生物机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众所周知，DNA 信息传递是以数字编码为基础的。它与计算

机使用的编码不同，但原理是相同的。DNA 提供使用三个字母编码构建蛋白质的指令，每

个字母编码对应一个不同的核苷酸。编码的最小可能的变化是一个字母被另一个字母替换，

这将导致在蛋白质链中使用不同的氨基酸。使用一种不同的、随机选择的氨基酸会有什么后

果？正如我们在第 3 章中所讨论的，蛋白质链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折叠，形成球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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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体或许多其他形状。只有特定的一小部分蛋白质与其他蛋白质和酶相互作用，而这一部

分必须在折叠结构之外适当地暴露出来，因为分子间和原子力只能在很短的距离内起作用。

1 因此，当链中放入不同的氨基酸时，可能会极大地影响蛋白质的折叠，导致完全不同的形

状。在这样的蛋白质中，相互作用的区域可能位于不同的位置，可能在折叠的内部，在这种

情况下，这样的蛋白质将不起作用。有可能在突变的蛋白质中暴露出其他的相互作用区域，

但这也需要改变其他相互作用的蛋白质，这也需要重新设计。因此突变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同

时影响至少两种不同的蛋白质。因此，这些突变不能是随机的。在实践中，这样的改变需要

对这两种蛋白质进行完全的重新设计。 

然而，好消息是生物成分也有一定的公差。即使某些氨基酸被改变了，蛋白质也能发挥

它的功能。这些变化被称为中性突变，我们知道大约 30%的突变是中性的。因此，我们可

以说，一个特定的蛋白质结构具有一定的公差，在此范围内，尽管存在一些结构上的变化，

它仍能正常工作。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人造组件没有这样的功能。为了保护系统不发生故障，工程师们

引入了备用部件，一旦出现错误，就替换有故障的部件。 

细胞控制系统 

在工程中最重要的特性是控制。没有控制，就很难执行任何功能或操作。控制的目的是检查

所执行的功能是否按其应有的方式进行。任何功能或过程通常都会受到干扰因素的影响，从

而影响操作的结果。它可能是不可预测的变化的环境条件，可变的材料供应或噪声在系统中

限制传感器的准确性。因此，控制系统需要去除不需要的和不可预测的变量和影响，以稳定

运行。例如，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必须知道应该制造多少对象以及何时停止该过程。这种过

程可以通过最常见的基于负反馈的控制来调节。 

负反馈原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大量的控制。有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的身体在

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动地这样做。例如，让我们假设我们正在开车，我们想要左转。首先，我

们开始逆时针方向转动方向盘，汽车开始改变方向。同时，我们观察汽车的位置，当我们发

现汽车向左移动太多时，我们会顺时针方向轻微转动方向盘。我们检查新方向，并可能通过

转动方向盘实现进一步的修正。我们自动地这样做，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开车。但是，

如果我们是第一次驾驶，我们会注意到汽车的运动向左或向右摆动幅度太大，因此我们必须

不断对其进行校正。 这种控制方式称为负反馈。 

负反馈无处不在：在工业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大自然中。例如，一个机器人需

要非常精确的信息，关于它的手臂在哪里，以及它移动的速度。为了实现这种控制，我们需

要几个传感器告诉我们手臂的位置和它在三维空间中的运动。传感器将信息发送到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将手臂的位置与应该的位置进行比较，并生成校正信号。没有这种控制，机器人对

我们就没有多大用处。 

同一类型的控制广泛应用于生物系统。细胞的任何制造功能都必须加以控制，否则会浪

费大量的能量和物质资源。这种控制基于负反馈。因此，反馈控制是任何生物操作系统的核

心。为了更好地理解它，让我们考虑下面的例子。 

当一个细胞需要新的蛋白质时，它会产生一个需求信号，例如产生 30 个蛋白质。这个

信号被发送到适当的制造这些蛋白质的分子单位。然而，如果没有任何控制，细胞就会不停

地产生这些蛋白质，直到细胞中所有可用的原料都用完为止。该系统的示意图如图 12-1(A)

所示。这样的系统对一个细胞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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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负反馈控制原理图。 

必须通过引入负反馈控制回路来改进生产过程。为了实现它，需要一个传感器，当传感器从

装置中出来时，该传感器能够识别产生的蛋白质。接下来，需要一个计数器，它将能够计数

产生的蛋白质的数量。最后，来自计数器的信号被发送到需求单元，告诉它已经制造了多少

蛋白质。如图 12-1(b)所示，该单元刚刚生成了 20 个蛋白质，信号被发送到输入设备，输

入设备从 30 个原始单元中减去这个数量，并提供一个新的需求信号，表示生成 10 个蛋白

质，以此类推。当产生了 30 个蛋白质时，需求信号为零，设备停止生产。 

这样的系统必须用于控制物料流和需求信号的每个细胞生产单元。 这意味着细胞控制

系统比十年前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细胞控制系统的模型 

细胞是一家非常复杂的制造企业集团，拥有数千个不同的业务部门和数百个运营单位。像每

一个生产企业一样，它必须使用适当的控制系统来保证和管理它的生产，否则它将无法实现

稳定和持续的存在。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细胞控制系统的复杂性，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非

常简化的系统会是什么样子。图 12-2 中的方框图显示了最关键的细胞功能，如感知、能量

生产、维护、繁殖和运输。这些功能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分解成几个子功能，但我们仍然对

细胞的功能知之甚少。这些功能中的每一个都执行非常重要的操作，这些操作依赖于其他功

能，因此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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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细胞控制系统示意图。 

任何控制系统的核心都是在每个控制回路中提供反馈的传感器。细胞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来提供有关其环境的信息，如温度、光、氧、氮、二氧化碳、水、盐度、营养、金属和细胞

所需的许多其他元素，并对潜在的有毒化合物发出警告。有特殊的传感器可以探测到其他类

似的细胞或有害的有机体。传感器还提供关于细胞内发生的事情的信息。是否有足够的水、

营养、金属、氧气、二氧化碳等？是否要清除废物？有传感器告诉细胞是否需要制造更多的

氨基酸、蛋白质或更大的分子复合物，如核糖体、RNA 蛋白酶、atp 酶等。传感器可以检测

出故障的分子复合物和蛋白质，并做出决定将其分解。 

传感器与细胞的所有其他功能相互作用。它们提供对细胞做出各种决定至关重要的信息。

如果有足够的营养和正确的环境条件，它们就会发出信号，开始繁殖周期。它们与控制蛋白

质和其他分子复合物制造的生殖过程相互作用。它们控制水、营养物质和元素通过细胞膜的

运输，并在细胞不需要特定化合物时阻断运输。同样，如果有任何废物要清除，必须通过打

开和关闭膜上正确的通道，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来完成。传感器对细胞的维护至关重要——制

造替代蛋白、分子复合物、破坏无功能分子和清除废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除了探测水、

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传感器外，还有引导生物体到有良好光照的位置的光探测传感器。传感器

还可以检测细胞不同部位对能量的需求，并向能量发生器发送信号以提供更多的 ATP。每

年我们都会越来越多地了解细胞传感器，而上面的列表远远不够全面。许多生物传感器都非

常巧妙，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如何将它们用于医药和工业。 

通过呼吸过程产生能量是细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这个过程的主要产物是质子泵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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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该功能为细胞内所有其他进程提供能量，其产生的任何中断都将导致细胞的瞬间死亡。

能源必须根据需要立即提供，否则其他重要功能可能会受到干扰。许多化学反应和新成分的

生成，以及细胞的物理运动和细胞内化合物的运输都需要它。这一功能必须由一个非常复杂

的控制系统来控制，该系统监控电子在电子传递链中的流动，监控质子电势并确保正确的化

合物的生产和传递。它接收来自探测能量需求的传感器的信号，并接收反馈信息，告诉细胞

已经输送了足够的能量。 

细胞的维护功能是由一个大型复杂的工厂提供的，它为细胞制造所有必要的构件，同时

也建造了工厂本身。在细胞中，特别是在细菌中，储存多余物质的空间非常小，因此必须存

在一个非常有效的按需供应系统。当需要制造某种蛋白质或金属蛋白时，工厂就开始制造必

需的氨基酸，选择正确的材料，这些材料必须从外部进口。因此，这些需求信号安排必要的

物质进入细胞。由于所有的蛋白质构建信息都在 DNA 中，一个复杂的模块，RNA 聚合酶，

必须找到相关指令的基因被放置在哪里。一旦制造了足够的 mRNA 拷贝，RNA 聚合酶就必

须接收到不需要更多拷贝的信号。接下来信使 RNA 必须被引导到核糖体，核糖体必须接收

控制信号才能开始制造所需的蛋白质。核糖体选择用 tRNA 编码的氨基酸，并将它们放在一

条长链中。当蛋白质被制造出来时，核糖体必须接收到完成任务的信号。维持功能需要许多

传感器和广泛的相互作用与其他细胞功能，包括帮助折叠蛋白质使用特殊伴侣蛋白。 

细胞的维持功能不仅是产生新的分子，还包括清除旧的分子。被破坏的蛋白质或较大的

分子复合物，不能正常工作或不需要被移除。但是，它们并没有浪费，而是被分解了，基础

材料得以重复使用。 

没有生殖功能，细胞就会死亡和消失，所以这个功能保证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关于开

始生殖周期的决定是利用来自传感器的信息做出的，传感器告诉细胞环境状况和可利用的营

养物质。当这些条件合适时，细胞向 DNA 聚合酶发出信号，开始复制基因，并向细胞核发

出信号，制造新的蛋白质、酶和核糖体。与此同时，细胞向细胞膜发送信号来生长。它发送

信号开始产生氨基酸，然后复制细胞器，如细胞核、细胞骨架和线粒体，以及大型分子复合

体，如核糖体、RNA 聚合酶、酶、ATP 酶等。所制造的元件必须放置在细胞的正确位置。

当制造过程完成时，它发送一个信号给细胞开始分裂。因此，生殖功能与所有其他细胞功能

相互作用。 

细胞内的转运是一项非常高级的操作。它包括通过膜的运输和内部运输。通过膜的运输

使用许多特殊的蛋白质来控制数百种不同产品的通过。在其他功能模块的控制下进行分子配

合物的进出口。这些功能中有许多需要能量，能量以 ATP 的形式存在。 

内部运输细胞内的物质。氨基酸必须被运送到细胞不同部位的核糖体中才能制造蛋白质。

蛋白质和酶必须在正确的时间送到正确的地点。这种内部运输使用特殊的 ATP 作为动力蛋

白，使货物沿着细胞骨架(如缆车线路)移动。这种运输需要控制信号提供材料的目的地地址

和需要 ATP 提供运输能量的信号。细胞运输不是一种混乱的物质运动，而是一种高度受控

的系统，类似于铁路或高速公路。 

细胞中有成千上万个不同的过程，但我们必须记住，每个过程都需要一个传感器、控制

信号和反馈回路。必须始终存在需求信号、材料收集信号、完成信号、选择正确的生产配合

物和酶信号、生产结束信号、运输指导信号和需求结束信号。其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我们

必须记住传感器是由特殊的蛋白质构成的，信号是由蛋白质传递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体

中有超过 10 万种不同的蛋白质。 

图 12-2 所示的系统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它只显示了细胞控制的主要区域。实际

上，这个系统要复杂几个数量级，直到我们发现它的组成部分，我们才能理解生命。为了模

拟这个系统的运作，我们将不得不使用一台大型计算机，但细胞可以做到这一点，没有任何

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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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细胞控制系统的了解非常少。麦克亚当斯 2 教授对 Caulobacter 细菌的控制系统

进行了研究，并在第 3 章进行了描述。他观察到，即使是最简单的细菌也有一个类似于工

程师设计的控制系统。值得补充的是，麦克亚当斯教授的工作仅仅是我们对细胞控制系统理

解的皮毛。人们会期待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在真核细胞中运作，但这是未来的工作。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用于控制细胞的蛋白质是由基因编码的，但一定存在一

种极其复杂的机制来控制细胞的结构、运作和繁殖，而这种机制不是由 DNA 编码的。这是

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机制控制着 DNA 本身的运作。所以我们拥有某种自主的、独立的控制

系统，它在细胞繁殖过程中被复制，然后传递给下一代细胞。 

复杂性的增加 

当我们环顾四周时，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东西都快用坏了，于是我们停止工作，最终不得不把

它们扔掉。所有人造的东西，除了少数例外，都会分解，不再有用。这是宇宙运行的一种自

然和合乎逻辑的方式。我们的经验被科学定律，尤其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证实。这个定律简

单地说，一个封闭空间中的能量或温度会相等，任何有序的系统最终都会变成无序的系统。 

然而，有一种方法可以在增加复杂性的同时遵守热力学定律。这种方法需要两种成分：

能量和关于如何使用这种能量的信息。例如，让我们考虑一家制造汽车的工厂。这家工厂正

在生产非常复杂、有序的产品。但是为了生产它们，它需要关于如何制造它们的信息。因此，

工厂被设计，所有的制造过程被定义。接下来，所有的机器和工具都要购买，工人们要接受

如何使用它们的培训。然而，为了开始制造，一个基本的成分是必需的能量，它驱动机器和

过程。这是增加物质世界复杂性的唯一途径。 

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在物理宇宙中，从有序到无序，从复杂到简单是一个过程。但是，

涉及进化到日益复杂的生命系统形式的生物进化似乎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矛盾。然而，进化

论者假设生物系统的复杂性可以通过随机步骤的方式自行增加。进化论者认为生物不一定要

遵循物理定律，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使用的解释是生物系统是由来自太阳的能量驱动的，

因此该系统是开放的，热力学定律并不适用。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能量本身并不能增

加复杂性和秩序。能量必须通过指令和特殊机制或装置引导到适当的渠道，因此，在使用能

量之前，信息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生物体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它们利用太阳的能量来生长和繁殖，而这

种能量是通过细胞内的指令来定向和转化的。因此，细胞是必要信息的存储库。然而，这些

信息是在细胞的设计阶段生成的。 

所以复杂性的增加是由信息驱动的。例如，如果在上面提到的汽车厂的管理是不做任何

决定，工厂的运作效率会更低，产生更多的废物和废料。即使是如此简单的人工结构，也离

不开智能输入。 

身体设计 

生物设计与工程设计相似吗？动物的身体设计蓝图存在吗？这些都是我要回答的常见问题。

我们倾向于认为任何机器，包括生物机器，都应该对其设计有一个详细的定义。为了说明这

一点，让我们看看人造机器是如何制造的。例如，汽车是在装配线上制造的，在装配线上，

各个部件被加在一起，直到汽车准备好离开装配线。零件可以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生产，如不

同的国家，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们是根据非常详细的图纸和制造说明制造的。一旦它们被

带到装配线上，就会根据详细的装配图和说明书组装在一起。虽然零件可能非常复杂，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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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过程非常简单。这种类型的制造是基于设计的高精度和在预先设定的公差范围内制造零件，

因此无论它们来自哪里，它们都将装配在一起。 

然而，生物有机体不是这样形成的。多细胞生物不是由单个部分组装而成，而是由单个

母细胞生长而来。这个细胞有一套完整的指令来制造最终的身体。所以生物生长过程和制造

工程过程是非常不同的。 

生长是以细胞的增殖为基础的，细胞以受控的方式分裂。生物体生长所必需的信息与制

造汽车所必需的信息相似，即必须知道零件的材料、尺寸和位置。然而，生物体的组装顺序

与汽车的组装相反。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所有主要器官的前体都形成了，它们的位置和

顺序都是正确的。这可以比作装配线上的玩具车。所以这款玩具车的每一个部件都已经到位

了，尽管这些部件可能还有待开发。为了遵循这个说明，玩具车开始成长，发展一个更大，

更复杂的引擎，齿轮箱，车轮和其他零件与电线已经到位。玩具车慢慢地变成了一辆真正的

车，在这个阶段，它驶离了装配线。 

这个例子很简单，但是胚胎的发育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过程。问题是关于材料、尺寸和位

置的信息必须在生长阶段同时应用。整个过程由第 6 章已经提到的 Hox 基因控制。这些基

因提供了身体的整体布局，定义了头部、主要器官、四肢等的位置。这些基因中的每一个都

可以作用于其他基因，这些基因提供了关于制造这些部件所需的不同组织的位置和材料的更

详细的信息。人体内大约有 250 种不同类型的细胞，如肌肉、神经元、皮肤、肝脏等。因

此，每个干细胞 3 必须有如何转变为正确的组织细胞的指令，并且必须知道其相对于其他细

胞的位置。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知识有点不完整。 

胚胎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提供这些指令。例如，它使用的成形素是参考细胞分泌的化

合物。这些成形素分子在胚胎空间中扩散，它们的浓度随离参考细胞的距离而变化。干细胞

检测形态形成的浓度，并将其结构改变为另一种预先确定的细胞类型。其他方法使用细胞间

的直接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化学物质直接从一个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细胞，提供相关信息。 

人工制造的零件相对简单，由一种或几种材料制成，复杂程度在最后的组装中获得。相

比之下，人类的器官从一开始就极其复杂，例如，人类的眼睛是由大约 2000 个基因控制的。

由于没有单独的装配阶段，胚胎细胞在增殖时不仅要放在正确的位置，而且要与邻近的细胞

和器官配合。例如，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并不是由各个部分连接而成，而是作为一个整体，

必须跨越整个身体，与所有器官共同工作。这同样适用于神经系统和淋巴系统。因此，有一

个内置的控制系统，它决定了同一器官的不同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人类胚胎中，大约有

3000 种基因调控化合物在起作用，它们的运作仍然是最大的谜团。 

所以问题仍然是，蓝图在哪里？动物的身体设计不像工程设计，因为它是基于不同的原

则。它是一个动态系统，基于成千上万的装配指令，确保所有的细胞都是正确的类型，放置

在正确的位置，并与其他细胞正确交互。 

为了编制这些说明，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设计。但是这个设计是在设计人员的领域中，并

没有传递给细胞。细胞中提供的只是组装指令。在工程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图纸由设计

人员编制，然后交给制造工程师，由他们编制详细的制造说明。例如，在汽车装配线上，操

作员按照书面说明操作，但他们不需要看设计图纸。总之，设计蓝图并不存在于细胞中，而

只是存在于组装指令中。 

评论 

生物部件和人体的设计原则与工程设计没有区别。在工程中，相同的生物部件被用来构建完

全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执行不同的功能。生物成分必须具有一定的容错，否则这些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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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法协同工作。 

任何工程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控制，它保证了系统在各种条件下的正确运行。这种类

型的控制基于负反馈。非常相似的控制作用于生物系统，它们包括所有的细胞功能。没有这

些控制，生物体的功能就不可能实现。 

通过随机过程增加的生物的复杂性，违背了被进化论者误解的物理学定律。增强系统的

组织性需要能量，而信息指导着这一过程。 

生物体的构建是由每个细胞中的装配指令驱动的。这些指令类似于制造装配指令。然而，

细胞内的指令并不包括构建有机体的蓝图。这些设计图由设计师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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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最伟大的实验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出了丰富的证据，证明进化论无法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据来支

持它的故事。最近的生物学发现似乎使这种解释更加站不住脚。 

一个更可信的解决方案是大约 30 年前提出的智能设计理论。它的主要信条是，生命是

由一个聪明的设计者创造的，但它并没有指出设计者是谁。然而，对许多人来说，知道设计

师是谁是很重要的。智能设计被学术界拒绝，不是因为科学的争论，而是因为它假设设计者

一定是上帝，因此它与其他宗教解释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本书中，我讨论了发生在我们这部分宇宙中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地球上生命和

人类的出现。这些事件看起来不像是偶然事件，但却像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实验。我根据现有

的科学数据寻找科学解释。这一章将回顾书中描述的整个事件序列，以人类的出现和确定谁

是设计者结束。 

重大事件的顺序 

地球上智慧生命的出现花了大约 40 亿年的时间，是若干精心准备的活动的结果。这些步骤

中的每一步对于智能生命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是一长串事件的一部分。地球上的生

命是这些步骤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顺序实施的结果。 

 在星系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太阳。 

 选择具有适当大小、引力、构造板块和磁场的合适行星。 

 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使地球的平均温度保持在 10 到 20 摄氏度之间。 

 输送适量的水（过多的水将导致没有陆地）。 

 伴随着复杂的能量产生和利用系统的生命出现。 

 真核细胞的出现是多细胞生物的基础。 

 在寒武纪大爆发期间细胞生物的产生。 

 智人的出现。 

 人类大脑的发展。 

上面列出的事件在地球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它们对于地球上出现智慧生命是绝对必要

的。如果只忽略一个事件，智能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计算所有这些事件偶然发生的概率是不

可能的，但我们可以估计它实际上是零。 

即使是敷衍了事的检查也会表明，这些事件必须得到很好的协调，因为这些事件的时机

对整个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它们只能作为在宇宙中产生新生命的有计划的实验来执行，所

以它们一定是由智能生命计划和执行的。 

特殊的地球 

总的来说，宇宙并不是生命繁荣的好地方。我们现在可以亲眼看到，当我们到达太空旅行的

时代，即使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旅程，例如把人送上月球，也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而且自 1972 年以来就没有重复过。将人类送上火星将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而且还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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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何时能实现。 

由于两个重要的限制，宇宙对我们的生物生存非常不利：一边是危险的高能辐射，另一

边是低温。 在我们银河系的中心，有许多恒星发出伽玛射线，X 射线和高能粒子，它们可

能破坏任何活体生物。 在实践中，除了笨重的铅屏蔽层外，没有其他防护措施。 唯一可行

的解决方案是找到一个远离辐射源的合适行星。 

但是，即使是我们的太阳也会释放出可能毁灭生命的粒子，所以地球需要一种特殊的磁

屏蔽来偏转这些粒子。还有电磁辐射，如紫外线辐射，可以破坏 DNA 分子。所以，正如我

们所知，地球需要一个臭氧层来减少这种辐射。 

地球就像一个核掩体，装备有多重防护罩，为生物生存提供保护。很有可能，在我们的

银河系中没有其他行星可以满足所有这些要求，而地球注定要成为这个宇宙实验的第一个试

管。因此，地球从一开始就准备好孕育生命。 

温度对生命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以水为基础的有机生物体只能在非常狭窄的温度

范围内生存。我们存在于宇宙温度范围的底部，在 273 K1 和 322 K 之间，而宇宙的温度范

围是从 0 K 扩展到几百万 K。把地球放在正确的轨道上，保持合适的温度是维持生命的必要

条件。为此，引入了构造板块和二氧化碳循环等多种温度控制机制。 

水的存在是生命的另一个关键需求。我们讨论的是适量的水。过少的水会蒸发并最终逃

逸到太空，过多的水则会导致深海覆盖地球表面近 100%的面积。虽然这将使生命成为可能，

但高级动物和人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陆地的存在。附近没有水，只能从很远的地方

运来。将一艘储水量至少为 13 亿立方公里的水罐车撞向地球，确实是一项工程壮举。 

生命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章讨论了即使是最简单的生物有机体，如 LUCA2，从一开始也是非常复杂的生化工厂，

使用数千种蛋白质参与数千种化学反应。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在地球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存

在，即使以当今的科学知识来看，它们的复杂程度也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所讨论的将水分

解成氧和氢的机制是一项巧妙发明的结果，这项发明至今仍未被科学家们所掌握。 

既然如此复杂的生命不可能从无机物进化而来，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移植到地

球上。生命是被设计出来的，细胞是由外星工程师制造的，当地球变得适合居住时，这些细

胞就被送到了地球。这些细胞可以被特殊的容器运送到我们的星球。集装箱落在海洋里，里

面的内容被释放出来。 

到达地球的第一个生物体是类似于今天的细菌的细胞，包括负责产生氧气的蓝藻细菌。

这些生物的进一步发展是由一些机制驱动的。最重要的是噬菌体或病毒，它们可以在细菌中

复制并修改细菌的 DNA(见第十一章)。利用水平基因转移机制，可以将某些细菌的改良基因

转移到其他细菌上。 

这种机制使得基因从一个个体直接转移到另一个个体成为可能，同时也能从细胞外获取

DNA 物质。这些机制使细菌能够非常迅速地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并填补任何可用的生态

位。现在我们发现细菌生活在地球上所有的环境中。从碱性湖泊到酸性湖泊，从北极到海底

火山口。细菌能够在所有生物体中定居，并在新陈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

种类的细菌存在，但一些估计是在 10 亿的范围。 

大约 20 亿年后，当大气中的氧气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时，地球就准备好接受更高级的生

命。突然真核细胞出现了。这是一个新的构建块，最终使多细胞生物的构建成为可能。真核

细胞的祖细胞很可能也是装在容器里运到地球的。 

真核细胞的遗传修饰机制比细菌复杂得多。这些机制，包括转座子和内含子，允许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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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修改它们的基因并适应不同的环境。真核细胞也受到病毒的攻击，病毒通过注入新的 DNA

物质来改变它们的基因。 

在接下来的 15 亿年里，海洋生物主要是原生生物王国的真核生物。一些原生生物如藻

类进行光合作用，另一些则以其他原生生物和细菌为食，还有一些则以死去的有机体为食。

据估计，目前约有 25 万种 3 物种属于这个王国。有趣的是，尽管真核细胞具备成为多细胞

生物的所有能力，但它们等待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时间太长了。这种延迟是由地球的气候不稳

定造成的。地球在 7 亿 5 千万到 5 亿 5 千万年前，经历了几个冰河时期，有些冰河时期非

常严重，导致所有的海洋都结冰了。只有当地球温度恢复正常时，生命才能继续发展。 

下一阶段是大约 5.41 亿年前开始的寒武纪大爆发。在这 2500 万年期间，所有现存于

所有动物身上的身体身体设计都出现了。有些动物的身体结构非常复杂，例如所有脊椎动物，

包括智人，都属于脊索动物门。由于其复杂性的巨大增加(在第六章中讨论)，这样的身体计

划不可能通过应用基因修饰机制从单个真核细胞发展而来。这些身体必须从零开始设计，并

以非常先进的形式交付给地球。实际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门的冷冻胚胎装在特殊的容器里送

到地球上。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以水为基础的，把这样的胚胎放在水中将会是一个良性的环

境。水还可以保护胚胎在前往地球的过程中免受太空辐射。人们可以设想海洋动物是这样准

备的：最简单的动物先被送到，然后是更高级的动物。寒武纪动物是精心设计的，因为它们

完全适应了地球上的现有条件。 

被装在容器里的动物胚胎细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有大量的基因，其中一些

是不需要的，并且被关闭了。几乎所有的门都有大约 20000 个基因。这些基因中有几个已

经为未来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可以休眠数百万年。只有当环境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

基因才会通过表观遗传的方式启动。它们也可以用专门设计的病毒打开。 

内含子在真核细胞中很早就被引入，在生命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内含子使一个基

因能够编码几种不同的蛋白质。这一特性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新蛋白质的产生，而不需要制造

新基因。 

发生在 4.5 亿年前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脊椎动物的基因复制。这意味着整个基因组

被复制了 4。这样的事件可以通过在基因组中植入合适的病毒来触发。通过这种方式，脊椎

动物获得了大量的备用 DNA 材料，这些 DNA 材料可以在未来被修改和转化为新的基因。

这一事件促进了脊椎动物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发展到哺乳动物，最后发展到人类。 

4.2 亿年前，一旦所有的门都在海洋中完全建立起来，一些动物开始准备离开水。最早

在陆地上冒险的动物是节肢动物，如蜘蛛和蜈蚣。在动物迁移到陆地上之前，它们必须适应

新的环境(见第七章)。例如，最早的四足脊椎动物，被称为四足动物，大约在 3.85 亿年前

从水中出现，看起来像鱼，但已经有了肺和强壮的肩膀和臀部，能够在陆地上支撑身体的重

量。 

陆地动物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通过生殖细胞的基因改造来实现。最重要的推动新动物种类

(如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发展的机制是病毒进入生殖细胞后引起的 DNA

基因改变。病毒 DNA 的结合改变了生物体的运作方式，带来了新的功能，增强了旧的功能。

它在生物改造方面的有效性可能比突变高出几个数量级。因此，病毒是推动生命发展的最重

要机制。这些病毒是为特定的修改而特别设计的，并在适当的时间被送到地球。 

其他内部遗传变异机制可能在发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转座子(第四章和第十一

章)和基因的表观遗传开关。 

在第一批两栖动物从海洋迁移到陆地大约 7500 万年后，爬行动物出现了。下一个飞跃

是哺乳动物的发展，它们在大约 2 亿年前出现。作为恒温动物，哺乳动物的身体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比如新陈代谢更有效率，拥有一个四腔心脏，能够胎生。同样，这些变化是由

病毒引起的，例如，涉及哺乳动物胎盘发育的基因起源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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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对哺乳动物的塑造作用可以通过这类研究证明：哺乳动物体内与病毒相互作用的蛋

白质发生适应性变化的频率是其他蛋白的三倍 5。 

人类的起源 

人类发展的第一步是大约 5500 万年前灵长类动物的出现。灵长类动物有几个重要的特殊适

应性，导致人类的发展。他们的手能够抓住树枝，完成各种各样的手工任务，他们的肩膀有

一个旋转的关节，他们的视觉是立体的，可以感知深度，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大脑比大多数

其他动物的都大。 

灵长类动物的发展是由大量的基因被病毒修饰而产生的。遗传研究表明，在过去的 5

千万年里，病毒不断地与我们祖先的生殖细胞结合，从而形成了它们的基因组 6。事实上，

我们与猿类和猴子有许多相同的病毒 DNA 片段。一些逆转录病毒只在黑猩猩、尼安德特人

和人类身上发现，这表明它们是在几百万年前才被引入的。今天，我们携带了 50 万个这样

的病毒化石，它们占人类基因组的 8%7。 

灵长类动物的基因改造在大约 2300 万年前成功地培育出了类人猿，而第一个人类*大

约在 600 万年前。在 600 万至 200 万年前，出现了许多古人类种群，其中一些与人类形态

更为相似。这个过程产生了几十个不同的类人猿和类人的群体，其中一些人使用工具。通过

替换少量基因和基因控制化合物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改变灵长类动物的身体。然而，这样的改

变并不能产生新的大脑结构。尽管存在许多早期人类群体，但他们的大脑都与黑猩猩相似。 

大约 250 万年前，出现了人属，比早期人种要高级得多。这一发展的目标是使身体适

应垂直的姿势，改善双手，使他们能够执行更精确的任务，最重要的是产生一个更大更好的

大脑功能。一些人属群体比其他人更先进。有些人的大脑很大，有些人的姿势更像人类。这

些新形式必须在现实生活条件下证明自己，以便在数十万年的时间里被选中进行进一步的改

进。其中许多人已不适合生存，另一些人没有明显进展，已被移除。 

人属的基因改造不是很成功，它的大脑没有达到要求的性能。下一个发展阶段发生在大

约一百万年前，那时人类的祖先出现了。这个祖先还没有被确定，但有可能是人类祖先与他

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祖先的大脑大小与人类相似，尽管他与尼安德特人关系密切，但在基因

上与其他古人类群体非常不同。 

我们通过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研究知道了这个祖先的存在。据发现，丹尼索瓦人(第

八章)与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物种共享高达 8%的基因组，该物种可以追溯到大约 100 万年

前。 

人类的发展集中在大脑的设计上，这与动物的大脑截然不同。人类大脑发展的显著特征

是存在许多黑猩猩不存在的新基因。根据 Manyuan Long 教授的研究，大约有 1100 个新的

人类特定基因，其中 280 个位于大脑的前额皮质 8。这些基因中的大部分一定也存在于尼安

德特人身上，因为在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只有 87 个负责在细胞中制造蛋白质的基因

是不同的。 

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遗传分析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与人类的相似度为 99.86%。

然而，尼安德特人与人类之间如此微小的基因差异怎么会导致他们的表现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这是因为大的差异不是在基因组之间，而是在基因的转换。人们发现，在尼安德特人体内大

约有 2200 个活跃的基因被关闭 9，反之亦然。这些基因中的大部分在大脑和免疫系统中是

活跃的。因此，人类大脑功能最重要的基因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共同祖先祖先。 

人类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是增加了至少 87 个新基因，开启了约 2200 个基因，这些基因

在尼安德特人身上是存在的，但并不活跃，并关闭了类似数量的基因。也有必要去除一些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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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了数百万年的可能对人类有害的旧基因。如此大量的操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用病毒完成，

因此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 

为了保证正确的基因被打开，不需要的基因被关闭，有必要直接操纵胚胎的基因组。提

出的设想是，几个经过特殊设计的智人胚胎通过体外受精产生，然后被植入合适的代孕母亲

体内。这一刻，记录在我们的线粒体基因中，确定了智人的起源发生在大约 20 万年前。 

我们不能排除代孕母亲是祖先女性的可能性，因此，早期智人可能与他们生活和杂交。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血统的人有 2%的 DNA 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他们的基因组与祖

先群体相似。 

就这样，我们得出了智人的起源。主要的开发过程是通过使用适当的工程病毒来完成的。

这一假设得到了一项新研究的支持，该研究表明，自从人类与黑猩猩产生分歧以来，蛋白质

适应过程中有 30%是由病毒驱动的 5。 

智人基因组的发展开始于 600 万年前，在从黑猩猩中分离出来之后，但是在过去的 50

万年里加速了。这种加速是直接修改人类胚胎的结果。这得到了遗传学研究的支持，该研究

表明，尽管人类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基因组之间存在约 3 千五百万~5 千万个核苷酸的差异，

据估计，与黑猩猩相比，人类 DNA 中 7.9%的变化发生在大约 55 万年前与尼安德特人分离

之后 10。 

智人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新出生的智人在形态上与现代人相似，但他们的能力仍然有限，一些大脑功能也不发达。

这个大脑必须通过基因改造来进一步改进。第二次修改发生在大约 7 万年前，当时出现了

一批新的、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见第 8 章)，他们具有探索世界的智力动力。这一驱动导致他

们蔓延到东南亚，澳大利亚，西伯利亚，最终南美洲。 

当我们看到目前生活在新几内亚或亚马逊丛林的原始部落在他们遇到文明时，我们有了

一张大约 6 万年前离开非洲的人的照片。他们仍然主要是狩猎采集者，能够种植一些植物。

他们生活在简单的庇护所中，是紧密相连的小群体。他们用羽毛和动物骨头制作简单的装饰

品。他们有基本的武器，如矛和弓。他们使用自己简单的语言，但由于与世隔绝，他们无法

与其他部落交流。他们使用基本的工具和厨房用具，他们做饭。他们就这样生活了几万年，

没有任何明显的发展。他们不能再进步，他们的素质也不足以构成现代人。这些人不是要建

立文明的人。 

因此，大约 4 万年前发生了进一步的改进，当时基因对大脑的进一步修改提高了人类

的智力和艺术感知能力。这些改变意义深远，因为它们建立了现代人类，称为晚期智人。他

们已经被 Bruce Lahn 研究小组 11 鉴定出来，并在第九章进行了讨论。 

这些人开始发展新的仪式和信仰，以及绘画、雕塑和珠宝。他们生活在一个大的社区里，

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大约一万年前，他们学会了农业，不再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我们知

道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城市和村庄。然而，他们再次达到了智力上的极限，我

们从考古发现中了解到，这些社会的发展，如 Catal Huyuk12，陷入停滞。 

因此，我们需要另一种智力的提升，这发生在大约 6000 年前。研究人员向中亚的一组

人提供了额外的基因，这些基因显著提高了他们的能力。Bruce Lahn 研究小组进行的基因

研究发现，一种新的 ASPM 变种大约在 5800 年前出现在人类身上(见第九章)，从那时起，

人类才具备了抽象、分析和逻辑思维、复杂的语言、想象力、学习能力、意识和反省等能力。

这样的人准备建立第一个文明。 

我在《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13 一书中描述了这一事件。由于这些修改需要添加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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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许多基因，我提出人工授精用于产生必要的遗传改良。这一过程发生在中亚咸海附近。现

代人从这里出发，开始在印度河流域、苏美尔和埃及开创新的文明。大约 5000 年前，他们

从青铜时代开始移居欧洲，并诞生了米诺斯文明。同时，他们向东迁移到中国，在甘肃东部

的黄河上游地区开启了马家窑文化。 

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事态的发展。最重要的支持来自基因研究，表明人类及其大脑发展

非常迅速。研究人员估计，这种进化速度比正常的进化速度快了数百甚至数千倍。更多的支

持来自对人类基因组的分析，表明病毒对 DNA 的巨大影响。 

来自考古发现同样支持。根据迈克尔·克雷莫的说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高级人类在

几百万年前 14 就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这表明原始人的起源比主流学术界所认识的要古老

得多，而且从较不发达的原始人到较高级的原始人并没有明确的进化路线。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除了一个人属之外的所有人属的灭绝。为什么这些古人类群体消失

了，有时只是在存在了几十万年后，而许多类人猿物种却存活了 1000 多万年？人类有更大

的大脑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比猴子有更好的生存条件。然而，由于未知的原因，所有这些早

期人类物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对有害物种的清除可以在尼安德特人的案例中看到。 

尼安德特人是人类的最新原型之一，但他们还不具备现代人所需要的素质。虽然他们有

一个非常大的大脑，但不知何故，这个大脑没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他们身体强

壮，能在非常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但他们处于人类发展的死胡同，没有出路。它们必须

被移除，因为它们可能与智人杂交，将错误的基因注入人类发展中。它们的灭绝并不像某些

科学家所看到的那样引人注目，而仅仅是繁殖能力下降的结果。由于一些基因改变，大约

20 万年前的 7 万人口，减少到 4 万年前的几千人，尼安德特人就这样消失了。 

人类的发展历程表明，设计师们并没有现成的智人大脑的设计方案，但在许多开发项目

中，他们在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之前尝试了几个模型。 

因此，纵观地球上智慧生命的起源历史，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不可能是偶然

发展起来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设计者的手负责。 

谁是设计师？ 

在新的创世纪范式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是设计者？虽然提出了许多假说，但这个问题还没有

得到回答。大部分人相信设计师就是上帝。但根据定义，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不

受物理定律或可用能量和时间的限制。问题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导致地球的准备和生命

的出现的事件是否需要超自然的力量。 

最成功的事件是通过引导一个合适的天体与地球发生碰撞并改变地球的轨道将水引入

地球。这个练习需要宇宙计划和大量的能量。我们需要上帝来制造这样的事件吗？不一定。

智能生物，手头有适当的技术，如强大的核聚变发动机或控制核爆炸，可以改变一个大型物

体的轨道，并引导它到地球（附录 I）。我们必须考虑，他们手头有更强大的基于未知技术的

引擎。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许是几千年，但这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是现在，凭借我们原

始的技术，我们也能够考虑改变大型小行星与地球相撞的轨道。 

当我们回到生命的起源，智能生命可以设计和建造一个活的细胞和所有必要的分子机器。

我们已经有一些技术可以在实验室中做到这一点，合成 DNA 已经被植入细胞中。 

从生命开始到人类出现花了大约 40 亿年，这一事实表明发生了正常的地球物理和生物

发展过程，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干扰。所以，这些例子表明上帝不需要成为设计师。 

如果不是上帝，那是谁？我们必须考虑到，宇宙中可能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的一些非常

聪明的生物。与人类的寿命相比，这听起来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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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星生物和人类相似吗？在分析了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历史之后，似乎这些存在在地球上

播种生命之前并没有完全了解我们生物系统的运作。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们的发展就会进

步得更快。例如，从一开始就可以引入更高效的光合作用细胞，更快地产生氧气。等待 30

亿年寒武纪大爆发可以解释为等待地球进入生命中一个更稳定的时期的必要性。这也将表明

这些存在的有限力量。 

人类的发展是不稳定的。这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他的大脑的设计和他的思想的属性，在

达到目前的版本之前，被修改了几次，这远不是完美的。如果这些人对这类大脑的运作有任

何事先的知识，我肯定他们会想出一个比目前智人使用的设计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智慧生命的身体和大脑的功能极不可能是基于与我们相似的生物化

学原理。如果他们的身体和思想与我们如此不同，他们应该有非常不同的能力，他们的生命

周期可能与我们非常不同，可能持续数百万年。 

显然，我们可以推测出无穷无尽的设计师是谁，但这不会有任何用处。我们必须接受宇

宙中有比我们能想象和理解的多得多的东西。不幸的是，我们的思维受到进化论的束缚，我

们的思维和想法也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阻碍了我们超越进化论的能力。我们相信我们是非常

聪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寻找和我们一样的外星人，可能稍微先进一点，因为我们无法想

象其他任何东西。我相信负责我们世界的外星人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他们超出了我

们的理解。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神，但不一定是神。 

对地外生命介入的支持来自 Crick 和 Orgel 15 的工作，他们提出了定向有生源说的假

设。他们提出，第一批生物是从太空来到地球的，并被有意送到地球上播种生命。Hoyle 和

Wickramasinghe16 证实生命可能来自宇宙，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细菌和更高的有机体可能在

太空旅行中幸存下来。 

对地球外设计的进一步支持来自于对我们基因密码的分析。Shcherback 和 Makukov

的工作显示了 DNA 编码无法解释的特性，这需要一些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的智能方法。

他们说，代码的简单排列揭示了符号语言的算术和表意模式的集合。这些基本模式是精确逻

辑和非平凡计算的产物，而不是随机过程的产物，具有精确性和系统性。17 

实验的目的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有智慧的生物开始进行这个实验？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试图为自

己提供一些娱乐，尽管回顾人类 5000 年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有趣，所以对他们来说

也一定是相当有趣的。我在我早期的书中提出了一个假设，他们的目的是开发一种新型的意

识存在。我写道，智能生命促进了人类意识的发展，这一信念使我们假设，人类有一些目标，

只有达到更高的意识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将包括达到与智能存在所达到的水平相当的意识

水平。18 

我提出智慧的存在，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衰落，决定宇宙的智慧和意识应该被人类接管和

传播。因此，他们开始了一项长期计划，目的是开发一种能够执行他们任务的新型生物。为

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准备一个新的独特的栖息地地球，和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当人类最

终达到更高的意识时，他将接管宇宙中智能生命的功能。有些人可能会说，试图猜测智慧生

命的想法是不可靠的，但我觉得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因为我已经获得了信息。 

人类苦难的例子 

人类的历史由无休止的战争、杀戮、酷刑、残暴和饥饿组成。这些痛苦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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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但我们还有另一个因我们身体的不完美而造成的痛苦：出生的痛苦、疾

病、疾病、事故和死亡的痛苦。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两种痛苦，智慧生命都负有某种

责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智慧生命允许如此多的痛苦发生？虽然宗教有现成的答

案：上帝想要考验我们，但要在智慧生命的行为中找到正当性却困难得多。 

第一种痛苦来自于人类心智的不完善。对人类心灵的研究，特别是最近的发现 19，表明

人类是多么善变。人类的思维应该被更好地设计吗？ 

人们可以回答说，人的命运是要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负责。人类不是另一种预先编程的

动物，它不履行自然的某些基本功能。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其他部分是分开的，因为人类有自

由的意志和自由的选择。这是人类发展更高意识的唯一途径。我们不知道一个更有约束和理

性的头脑是否会通向有意识的人。我们知道，聪明的生物对大脑最初的设计并不满意，直到

6000 年前还在不断改进。所以我们不得不假设我们的大脑远非完美，但它已经是最好的了。

我认为大脑有很多内在的灵活性和潜力，人们能够改变自己。但这种变化可能是有意识工作

的结果。人的进一步进步可能只能来自内心。 

另一种痛苦是由疾病引起的，这也可以追溯到智能设计师。然而，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

所有的医疗问题都归咎于设计师？ 

人，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不被有智慧的生物优先对待。他和其他动物没有区别。智慧

生命通常不会干涉人们的生活，他们不会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我们知道许多疾病和寄生虫影

响动物和人类，所以它们不是专门为人类设计的。许多疾病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这是任何

人都无法控制的。 

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没有疾病和寄生虫，生物世界是否能被设计出来。这些疾病中的

许多可能不是来自于特定的设计，而是来自于自由产生新生命形式的定向进化的工作。试图

推测地球上的生命如何被设计得更好是徒劳的，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人类的行为可以消除许多造成痛苦的原因。想想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医学取得了多大的

进步。在过去的 50 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知识，这

些知识最终将有助于根除许多疾病。现在人类有责任与疾病作斗争。如果把足够的资源分配

给医学研究，就会取得更快的进展。所以消灭已知的疾病已经掌握在人类的手中。人类已经

取得了进步，但我们却没有耐心，因为我们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进步，但从智慧生命的角度来

看，几千年在地球的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人类正在前进。 

评论 

从准备地球开始到以人的出现结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唯一合理

的答案是，外星生物是造成这一系列事件的原因。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最终人类将成为宇宙中

智慧和意识的载体。我们离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文明到

目前为止已经存在了不到 6000 年，并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我们可以预期，也许在几千年

的时间里，我们可能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人类的生活是不容易的，有许多伤痛和疾病，但我们的大多数痛苦是人为的。解决这一

困境的办法是人类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发展和更高层次意识的实现不仅将消除人类所造成的

痛苦，而且还将使消除许多疾病成为可能。 

看看这个世界的现状，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然而，如果我们

把现在的情况与一百年前的情况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我认为，人类正朝着实现其目标的正确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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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寻找 

他们在哪？ 

许多科学家相信，宇宙中肯定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外星文明。它们一定存在，因为进化论

者告诉我们，液态水和正确的温度是孕育另一个智能种族的关键条件。我有点开玩笑了，但

我忍不住，因为很多学者都这么认为。 

寻找外星人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大约 60 年前，SETI1 项目开始使用射电望远镜寻找来

自其他恒星和星系的信号。这次搜寻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任何想要与其他文明交流的外

星文明都将使用与我们类似的无线电或微波信号。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还没有提供任何外

星文明存在的证据。尽管有这些挫折，我们对地外生命的迷恋并没有减弱。2015 年，物理

学家斯蒂芬·霍金发起了一项对外星人进行更深入搜索的倡议 2，这就反映了这一点。所以，

我们必须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花费数百万美元，雇佣数百名科学家，

使用非常昂贵的设备来寻找他们？这些设备可以执行其他重要的科学任务。 

无论我们再花多少金钱和时间，我们都不太可能与其他文明建立联系。这项搜索是基于

错误的假设，即外星人只比我们稍微先进一点，并且使用非常相似的通信技术。如果我们看

看我们自己的文明，我们能在 200 年前与之接触吗？两百年后我们还能联系上它吗？其他

外星文明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我们相似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们甚至可能领先我们数十亿年，

我们知道，仅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那么他们在哪里呢？我相信他们在地球上。这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离谱。当我提出这个假

设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但在调查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后，我得出了为什么不这样

假设的结论。看看我们创世纪的历史，你会同意，智慧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因此对我们的发展和地球上发生的事件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即使假设它们可能位

于我们银河系的某个地方，它们也不能很容易地走到几千光年之外。他们必须离我们的太阳

系很近，才能参与生命的设计和其他活动。在过去，地球上的生命在几亿年停滞期的间隔中

发展，因此它们在地球上的永久存在是不必要的。然而，人类大脑的发展需要他们的密切参

与，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已经有了几个版本。大约 6000 年前现代和有意识的人类的出现是他

们实验中最重要的事件，因此他们必须监督他的发展。最简单的方法是从近距离进行。因此，

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在地球上，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星球上生活 

对此观点的主要科学异议是我们无法探测到它们。目前，地球被雷达信号和卫星扫描仪

所覆盖，并由数百万个闭路电视摄像机保护着。更不用说 70 亿人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观

察着他们周围的太空。我们的监视技术非常先进，接近物理学的理论极限。安装在卫星上的

光学装置能够发现地球表面上的一个人，也能够探测到离我们几百万公里以外直径 100 米

的岩石。那么他们如何才能避免被发现呢？ 

外星人的身体可能不是由和我们一样的生物材料制成的。或者他们可能拥有技术，这意

味着他们的运输方式不会反射电磁辐射，就像我们的隐形飞机技术一样。如果他们的材料也

不吸收电磁辐射，他们的交通工具可以是完全透明的，因此不可见。 

关于地球上有外星人存在的第二个主要异议是他们还没有与我们联系。简单的答案是他

们不想联系我们。如果他们很先进，任何直接的接触都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伤害而不是好

处。他们可能不想和我们直接联系，就像我们想保护亚马逊森林的部落不受任何文明的影响

一样。一群与外星人有联系的人会比其余的人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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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谋利。另一个不联系我们的原因是，他们不想扰乱我们的主要宗教，在我们的社会中发

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相信他们在地球上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每年我们都被成千上万的目击 UFO、

与外星人会面的报告淹没。它们大多是我们想象的产物，或者是我们心理需求的产物。然而，

在这些数以千计的目击事件中，可能是由外星人发起的一些真实事件。事后对这些目击事件

的调查实际上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必须依赖观察者的诚实和可靠。结果，所

有这些观察结果都被忽略了。 

我相信，有智慧的生物联系了我们，但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没有造成任何有害的后

果。他们通过中间人联系我们，这一点我在第一本书 3 中已经讨论过了，或者通过特殊的宗

教活动来符合主流的宗教信仰。1917 年在天空中的显示也可以算作一次接触。这是最好的

记录与智能生命的接触，因此值得提供更详细的描述。 

空中的展示 

这场空中表演于 1917 年 10 月 13 日在葡萄牙法蒂玛举行 4。在幻影出现的时候，三个孩子

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她给人类传递了一些信息。这次展示并不是幻影的一部分，而是一

场有大约 5 万人观看的公开展示。这次展示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中一位预言家提前 3 个月

就宣布了这一消息，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参加了这次展示。这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在任何

超自然事件的历史中都被提前预测。这次展览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它更多的是一个灯光表演

安排，以提供人们一些有形的证据，法蒂玛幽灵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儿童想象的产物。 

这一现象开始于中午时分，当时在天空中太阳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光盘。圆盘的直径与太

阳的直径相似，大约是 30 角分。目击者证实，在显示之前，天空是阴暗的，然后突然，一

个洞出现在云层中，在那里圆盘是可见的。发光的圆盘并不明亮，也不眩目。不眯着眼睛看

它是可能的。圆盘有明显的边缘，呈银蓝色。颜色清澈而丰富，类似珍珠的乳光。有技术背

景的目击者描述它是一个不透明的圆盘或磨砂玻璃，从背后照明，与彩虹色的边缘。一些目

击者声称，圆盘的颜色生动而强烈，从白色、红色和蓝色变成橙色、黄色或绿色。看起来，

圆盘的外围似乎比中心更丰富多彩，更有虹彩色彩，并且根据某种重复的模式，周期性地发

生变化。颜色的变化不是随机的和快速的，而是缓慢的和有规律的。有时圆盘看起来像是被

火焰光环包围着，有时被黄色或紫色射线包围着。一瞬间，火焰消失了，圆盘又变成了暗淡

的银蓝色。其中一位目击者注意到，当时云从西向东移动，并没有被圆盘挡住视线，但看起

来像是从圆盘后面经过。 

圆盘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在天空中移动。所有目击者都同意它是绕轴旋转的。有

些人注意到它旋转得很快。旋转并不均匀，但每隔一段时间就重复三次。有描述将圆盘比作

旋转的烟火轮，其边缘有闪光的火花，类似于飞旋的烟火轮。除了旋转，目击者还注意到其

他的动作。他们描述说，碟片在透明的云层中跳舞、跳跃或颤抖。这些不规则和无节律的运

动导致了圆盘位置的突然和意外的改变。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圆盘坠向地球的时候。旋转的圆盘似乎接近了地球，它的运动

非常复杂。它看起来像是在旋转，缓慢地呈之字形下降，或呈螺旋状下降。这个运动让一些

目击者想起了秋天从树上掉下的枯叶。当圆盘下落得很低，好像碰到了松树的树梢时，一些

人惊慌失措，但随后圆盘开始以蜗牛般的缓慢速度向上爬，一直爬到它原来的位置。整个展

示持续了大约 10 分钟。 

展示本身没有照片，但我的计算表明，当时使用的胶片不够灵敏，无法记录显示器使用

的低水平激光。然而，有观看人群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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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那么多人观看了这场演出，所以有大量的书面证据。无神论记者提供了一些描述，

他们对教会怀有敌意，不能指责他们有任何宗教偏见。也有许多专业人士的书面陈述，如医

生、律师、教师等，他们的观察结果都非常相似。 

天主教会一开始对幻影非常敌视，过了几年，在公众的压力下，梵蒂冈才接受法蒂玛的

宗教幻影。但他们没有包括天空中的展示。 

在分析了目击者的陈述后，我得出结论，这一事件可能是由智能生物组织的。虽然此时

组织一个类似的激光显示是可行的，但在一百年前这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预言的存在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超自然或无法解释的事件。然而，这一事实并没

有在葡萄牙之外引起同样的兴奋。它完全被忽视了。 

法蒂玛发生的事件被科学界认为和许多其他的宗教幻影一样：它们被简单地忽略了。有

关这次展览的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因为它被视为天主教会的活动。 

光 

外星人存在的最常见证据是天空中的光。60 多年来，人们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光。有许多

来自非常可靠的来源的报告，如飞行员，无法解释的光尾随着飞机。在 1952 年到 1969 年

间，这些目击事件被列在蓝皮书 5 中，目前许多 UFO 网站上也有记录。当分析蓝皮书中的

事件时，大多数都被认为是人为的或自然的。然而，即使经过经验丰富的科学家非常仔细的

分析，其中仍有 5%逃脱了通常的分类，留下无法解释的结果。 

在实践中，研究光的本质是困难的，尤其是在短时间内从很远的地方观察，因此不可能

证明它们的来源。然而，有两种不同于其他观测报告的光的目击。1983 年在华沙，在短短

60 米的距离外，人们在几分钟内看到了五盏缓慢移动的光，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附录

2)。在同一晚上，在波兰也看到了 20 盏光，但这些灯是从更远的地方看到的。经证实，所

观察到的移动物体没有被军用雷达探测到 6。 

另一项重要的光观测是 2012 年 7 月在华沙进行的，当时有两盏灯在 400 米的高空盘旋。

这些光以相同的圆形轨迹运动，形成一个 8 字形，它们的运动是如此完美地同步，以至于

每 20 秒它们都在天空的同一个点上穿过。该光的观测时间约为 30 分钟，其位置未受强风

影响。这种类型的显示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从来没有被观察到。该事件的详细描述在附

录 2 中给出。 

这些观察，虽然只有两个人亲眼目睹，可以被视为地球上智慧生命活动的证据。这些光

的结构和运动排除了任何自然以及任何人类来源。 

评论 

上述证据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法蒂玛，已经有 5 万人目击，毫无疑问，是最独特和记录

最好的地外活动。法蒂玛的展示表明，在距离事件发生地点几百公里的范围内存在着智慧生

命，而观察到的光并不能证明他们的物理存在。这些光很可能是遥控监视车辆的一部分，将

信号传回控制中心。 

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人们会认为法蒂玛的展示应该引起广泛的兴趣，但事实并非

如此。是因为法蒂玛展览被视为宗教活动吗？我认为这种拒绝有一个深层的心理原因。 

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开放的，接受新鲜事物，如新的科学发现，新的宗教和新的政治思想。

但我们能接受的程度是有限的。我们想要一种安全的生活，不要太烦恼，不要太戏剧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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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能破坏我们平衡的东西都被我们的潜意识拒绝，它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的精神稳定。因此，

对于接受地球上存在智慧生物的证据，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潜意识抵制。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

它们在宇宙中某个地方活动的假设，这些地方离我们有几千光年远。然而，接受这样一个假

设，即智慧生命的存在离我们如此之近，让我们感到非常不舒服。当我们观看法蒂玛的展示

时，这些事件都是最近发生的，离我们很近。他们有充分的证据和文件证明，有如此多的人

见证，很难猜测是任何阴谋或串通。然而，这一证据让许多人非常不安，以至于他们拒绝听

取这些论点。虽然人们可以理解宗教人士对法蒂玛事件的新解释不感兴趣，但最令人惊讶的

是无神论者对这个观点怀有敌意。 

我相信，这三次观察足以证明，有智慧的生物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或接近地球的地方发

挥作用。但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这一点，因为他们正等着绿人出现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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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我们一起走过了一个漫长的旅程，从一个可居住的星球的创造到有意识的人的产生。在这段

旅程中，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里程碑都显示了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的活动，时间跨度超过 40

亿年。我相信这本书中提供的证据应该足以改变读者对这些事件的看法。然而，我们是信仰

的奴隶，众所周知，即使是最可靠的、合乎逻辑的证据有时也不足以改变坚定信仰者的想法。

因此，读者应该开始自己的旅程，寻找证据，并通过运用逻辑论证，应该能够得出自己的结

论。 

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生物科学将会因为进化理论对其施加的限制而变得如此窒

息，以至于它将被迫摆脱这种阻碍真理普及的恶作剧。然而，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因为即使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智能设计的反对者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当真相胜利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地球将回到我们宇宙的中心。也许不是在物理意义上，

因为没人知道它的中心在哪里，而是在哲学和目的性的中心，因为地球是为人类选择的。我

们将成为宇宙中最重要的生物之一，但在我们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必须为自己而努力。

只有这样，当我们达到更高的意识，我们将完成我们的命运。 

生命是一个奇迹，目前还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只有两种方式活着。

一个是好像什么都不是奇迹。另一种是，仿佛一切都是奇迹。读完这本书，读者得自己拿主

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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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水的输送和地球轨道变化的计算 

1. 将水输送到地球所需要的能量 

输送到地球的水量： 

14 亿立方公里= 1.4×1018 立方米= 1.4×1021 升。 

让我们假设一颗密度为 2.6 g/cm3 的小行星携带了 20%的水。 

小行星的总质量：m = 7×1021 千克 = 7×1018 吨。 

小行星的质量约为地球质量的 0.12%。 

小行星体积：V = 2.7×109 立方公里。 

小行星直径：D = 1,720 公里。 

让我们假设这颗小行星来自奥尔特云，它与太阳的距离是 R2 = 1 万 AU。 

小行星的轨道速度是： 

Vorb = (GM/R2)1/2 = 297.4 m/s。                               (1) 

太阳的标准引力参数 GM = 1.327×1020 m3/s。 

这颗小行星可以通过例如 Hohmann1 转移带地球上的。 

在这个过程中，在原来的圆形轨道上运行的物体被减速，并被放到转移轨道上。图 A1-1。

这个转移轨道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它的轨道将会穿过地球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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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1. Hohmann 转移轨道示意图。 

转移轨道的半长轴为： 

a = (R1+R2)/2 = 5,000 AU。  

R1 = 1AU 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转移轨道周期计算为： 

PT = 2π×( a3/ GM)½ = 1.12×1013 秒 = 33 万年。                            (2) 

小行星要改变其圆形轨道进入转移轨道，其速度必须降低到远日点速度，即转移轨道的 Vaph。 

速度变化 ΔV2 = 293.2 m/s。 

小行星的动能一定是通过外力改变的。 

KE = m(Vorb
2 - Vaph

2)/2 = 3.1 × 1026。 J                                    (3) 

其中 Vaph = 4.2 m/s。 

要使小行星的速度在 1012 秒(即 3 万年)内降低，大约需要 300 太瓦的能量。 

然而，如果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使用了其他行星的引力，那么所需的能量就

会少得多。 

不能排除的是，这种减速可能是与另一个物体碰撞的结果。 

当小行星到达地球轨道时，它的近日点速度应该是Vph = 42 km/s。由于地球以大约29.8 km/s

的速度运动，碰撞的相对速度应该是 12.2 km/s。碰撞后的最终速度为 29.813 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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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影响 

在撞击过程中，小行星的耗散动能计算方式是： 

 初始动能是 26.707 × 1032 J。 

 最终动能是 26.695 × 1032 J。 

 能量变化是 1.2 × 1030 J = 2.86 ×1029 calories。 

假设小行星撞击后所有的动能都转化为热能。 

 地球的质量：mE = 5.98×1024 kg = 5.98×10 27 g。 

 地球物质比热 = 0.3 cal/g。  

 地球升高 1 度需要 1.8×1027 cal。 

如果 100%的动能转化为热能，地球将被加热 159 摄氏度。这些计算是针对纯粹的非弹性碰

撞，没有考虑到撞击时从地球上喷射出一些质量所造成的动能损失。如果没有温室效应，撞

击发生时地球的平均温度应该是零下 17 摄氏度左右，但实际上，可能要低得多，因为当时

太阳辐射比现在低 30%左右。因此，撞击后地球的温度会低于水的沸点。 

3. 从柯伊伯带飞来时能够击中地球的时间精度 

让我们假设这颗小行星来自距离地球 50 个天文单位的柯伊伯带。 

 由式(2)可知，周期转移轨道为： 

 PT = 4.08 × 109 秒 = 129.3 年。 

 小行星的总旅行时间为 2.04×109 秒。 

地球的轨道速度：29.8 km/s。 

地球的直径：D = 12756 公里。 

地球在 425 秒或 7 分钟内穿过其轨道上的一个指定点。 

因此时间精准度为： 

 (地球经过时间)/(总旅行时间)= 425/(2.04 x 109) = 2.08 x 10-7。 

时间的精准度必须高于百万分之 0.2 或者 0.00002%。 

4. 地球轨道的改变 

假设我们要把地球的轨道半径改变 1 千万公里 

 R1 =160×106 公里是地球到太阳的初始距离， 

R2 =150×106 公里是目前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由于地球现在的速度是 29.8 km/s，所以它在初始轨道上的速度为： 

 V160= V150 (150/160)1/2 = 28.85 km/s。 

地球轨道可以使用 Hohmann 转移改变。 

地球在初始轨道上的速度是 28.85 km/s。椭圆转移轨道的远日点速度为 28.37 km/s，因此

地球的速度必须降低 480 m/s。转移轨道的周期是 3.32×107 秒。 

地球的速度可以通过与合适的物体碰撞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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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可以计算出源自柯伊伯带的天体在穿越地球轨道时会达到约 41.65 km/s 的速度，

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其质量 m1 的天体的质量，该天体的撞击会使地球的速度降低到 28.37 

km/s： 

m1 = mE ((V2- VF)/(V1 +VF) = 0.00685 mE = 4.11 × 1022 千克。 

其中 m E 为地球质量，V2 = 41.65 km/s, VF = 28.37 km/s, V1 = 28.85 km/s。 

这意味着一个质量小于地球百分之一的天体就足以将地球移动到转移轨道。 

当地球到达新的转移轨道时，它的近日点速度是 30.26 km/s，因此它的速度必须再次降低

480 m/s，以达到它最终的速度 29.78 km/s。第二次减速也可以通过类似的冲击来实现。 

这些计算不打算证明地球轨道发生了所提出的的变化。而是，它们表明改变地球轨道是可行

的。 

造成这种变化的物体也有可能携带了水。由于这颗行星的质量比第 1 部分中提出的要大得

多，所以它的含水量只需为其身体质量的 3.4%就能向地球输送足够的水分。 

5. 温度的变化与到太阳的距离有关。 

为了计算地球的温度变化，我使用下面的公式 2： 

T = 280 [ 1- A]1/4 / a1/2 [°K] 。                                               [4] 

其中 A 为地球反照率，a 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单位为天文单位。 

 这个等式没有考虑到温室效应。 

 因为：a = 1, A = 0.3。 

 T = 256°K = - 17°C。 

温室效应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 33 摄氏度。 

如果我们把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增加 1 千万公里，从 1.5 亿公里增加到 1.6 亿公里，我们可以

根据公式[4]计算出地球的温度： 

a = 160/150 = 1.066, a1/2 = 1.033, T = 248°K。 

ΔT = 248 - 256 = - 8°K。 

地球表面温度在 1.6 亿千米远比 1.5 亿千米远低 8 摄氏度。 

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温室效应应该是恒定的。我们可以估计，在没有温室效应的情况下，

当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发生 1000 万公里的变化时，地球表面的温度会变化约 8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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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华沙的灯光 

1983 年的灯光 

一个 47 岁的电子工程师 Witold Koczynski 和一个 11 岁的女学生 Klaudia Allison，在 1983

年 12 月 2 日 19:30 到 20:00 在波兰华沙的一个建成区遛狗，亲眼目睹了一件非常特别和不

寻常的事情。那是一个干燥寒冷的夜晚，天空晴朗，能见度很好。Witold 首先注意到有 5

盏灯看起来像一个五边形的枝形吊灯，悬挂在几百米高的西方空中。这些可见的微弱的光以

恒定的粉红色强度发出光，但几分钟内没有移动。突然，他们高速下降，达到 60 度的倾角。

灯光形成一个方形，开始闪烁白色和紫色。他们只用了几秒钟就接近了屋顶，然后消失在了

一座 25 米高的建筑物后面(图 A2-1)。大约 15-20 秒后，从距离约 60 米的建筑物(A)和(B)

之间的位置(1)可以看到光球，以缓慢的速度在东南方向上水平移动。这些光球非常漂亮，

圆圆的，有淡绿色和银色。 

 

图 A2-1 灯光的轨迹。 

当灯光在建筑物（B）的后面时，Witold 移到建筑物（C）的前面，位置（2），在那里他可

以看到灯光在距地面约 30 m 处飞行，形成一个约 5 mx 5 m 的正方形， 前面有两个球，后

面有两个球，第五个球向后移动约 10 m。 Witold 距离灯很近，只有 100 m，可以看到许多

细节，他注意到一小束白光从广场中央的一个光源向下投射。 该光束长约 10m，从垂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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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倾斜约 20 度，并以约 20 度的圆锥形发散。 

灯光慢慢地穿过马路，开始以同样的队形向东陡然升起，几分钟后就消失了。有趣的是，

在大约 20 分钟的观察期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而且由于这是一个安静的晚上，目击者甚

至能听到最轻微的噪音。  

重要的是，观测者离物体非常近，因此他们可以判断物体的大小、速度和光强度。他们

注意到这些光一路都在一起移动，但没有可见的结构把它们固定在一起。最重要的事实是，

主要证人 Witold Koczynski 接受过工程教育，熟悉评估技术设备，能够注意到甚至最小的

细节。他以前从未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总是对任何超自然事件非常怀疑。从大学开始，我

就很了解他，这没有影响我对他的信任。 

看着 UFO 杂志 1 上对这个事件的描述，我注意到同一天在波兰报道了大约 20 个其他的

目击光。所有这些目击事件都发生在 19 时 20 分到 20 时 17 分之间，地点相距几百公里，

但是没有人像在华沙那样与光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这样的灯光是不会被波兰防空部队忽视的，他们在同一天晚上提交了几份关于不明灯光

的报告。这些光有些以超音速移动，有些在低海拔，有些高达 10 公里。所有这些报告的共

同点是，军用雷达没有探测到任何观察到的物体，也没有听到发动机噪音。经证实，在报道

的时间内，在这些观察区内没有任何飞机飞行。报告证实，当时在苏联和德国也看到了类似

的光。 

这些光不可能是自然起源，因为它们以一种被控制和有组织的方式移动。它们不可能是

人造的，因为它们没有被任何雷达探测到，而且它们移动时不会产生任何噪音。它们一前一

后地移动，但是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因此，压倒性的结论是，它们来自于地外。但这

也表明，外星人的设备是无法被我们的监视设备探测到的。 

2012 年的灯光 

我决定把 2012 年 7 月在华沙观察到的灯光也包括进来。没有其他人目睹了这些光，但它们

的特别之处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和精确的运动，观察了大约半个小时。 

出现的时候，我住在华沙市中心以南(北纬 52°12’23’’，东经 21°00’53’’)一幢三层楼的顶

层公寓里。7 月 3 日大约 23 时，我听到远处的雷声。当我走到阳台上想把门关上时，我停

了下来，抬头看着闪电。碰巧，在我头顶的天空中，我注意到一个移动的白光点。起初我以

为这可能是来自汽车前灯的低云的光线反射，但当一个密集的云从下面经过时，光点消失了。

这意味着光线不能来自地面，而是来自低云层之上。云层很厚，很均匀，透过云层看不见星

星。在强烈的西风的推动下，云以每秒 5-10 米的速度移动。云层底部的高度约为 400 米，

被街灯略微照亮。那光点不是很亮，但却清晰可见。 

光斑沿圆周路径匀速逆时针运动，圆周路径的直径重叠角约为 20°(图 A2-2)。光点大约

20 秒一圈。圆心在地平线上方约 70°。光斑的直径大约是月球的 3-4 倍(对角为 1.5-2°)，但

它没有锐利的边缘。它的强度并不均匀，中央最亮，边缘模糊，就像浓雾中的汽车前灯。当

光斑沿着它的圆形路径移动时，它的形状会根据它所穿过的云的结构而改变。当经过的云密

度是均匀的，点的形状就是圆的。然而，在云层密度不均匀的地方，斑点可能是椭圆形的，

锯齿状的，或者完全不规则的，狭窄的，尖尖的光线从它放射出径向。在云非常稠密的地方，

光可以完全消失。看不见没有遮挡的光源。 

然后我注意到第二个光点，非常类似于第一个，它也沿着一个圆路径移动，与第一个光

点的圆路径相切。第二个点的圆形路径与第一个有相同的直径，位于第一个圆圈右上方。它

的中心在地平线以上 80°，这意味着两个圆的中心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两个轨迹的平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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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平面倾斜 20°和 10°。因为我看到了两个完美的圆形轨迹，它们的平面一定是垂直于从

它们的中心到我眼睛的直线的。 

 

图 A2-2 光点的圆周运动的几何学。 

第二个点也以逆时针方向移动，速度与第一个点相同。两种光总是在两个圆路径相互接触的

同一点相交。在这一点上，灯光完全重叠，只有一个地方是可见的。在观察过程中，这两个

点的运动始终是完美同步的。第二个光点的形状与第一个光点的形状变化方式相似，但在给

定的时刻，这些光点的形状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光线穿过了不同的云区。当云是均匀的时候，

两种光都有相似的圆形。 

最可能的光源是一个球体的形状，向四面八方发射光线。因此，当从云层下面观察时，

光斑的亮度并不均匀。在分析了这些点的形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光源必须位于云

层的较低的一层，否则如果放置在厚厚的云层之上，光线就不会被看到。 

另一个观测结果证实了光源在云的较低部分的假设，那就是远离光斑中心的不规则光线

沿径向的传播。任何置于云之上的光源都不能产生从云之下可见的横向射线。 

假设光源在距离地面 400 米的高度，两个光点的直径约为 14 米，以 22 米/秒的恒定速

度移动。两个轨迹的直径都是 140 米。光点的移动精度很高，因为在观测期间，交叉点总

是在天空中的同一位置。轨迹重叠得如此完美，以至于在交点上只能看到一个点。 

人们会认为移动点的光是由某种光源产生的，它一定有一定的质量和尺寸。因此，重力、

离心力和风力应该作用在移动的光源上。然而，尽管强风吹过，光的轨迹位置在至少 30 分

钟内没有改变。尽管风压不同，但移动的速度是恒定的，因为光线在天空中完全相同的一点

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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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光源上的离心力必须由推进力来补偿，以保持光源在一个完美的圆形轨道上。在

我看来,我们必须排除任何刚性结构的存在，因为大直径的轨迹。要保持任何机械结构都需

要更精密的推进装置。 

利用现有的空间技术，可以建造像两盏灯那样移动的推进系统，但这需要两个非常复杂

的控制系统。这样一个系统在地球引力和大气层中运行要比在空间环境中运行困难几个数量

级。这样大的推进和控制系统受大气和重力的影响更大，需要更复杂的控制系统。 

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无人机技术。然而，在风和重力的作用下，确保完美的圆

周运动，稳定和同步两架无人机的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很难跟踪两种轨迹的情况

下。这个方案可以被否定，因为在显示期间甚至没有检测到最轻微的噪音。人们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用现有的技术几乎不可能建造这样的推进和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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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前言 

1. Behe, M.J. 1996. Darwin’s Black Box.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 SETI - Search for Extra Terrestrial Intelligence，寻找外星智能。 

3. Ward, P.D., Brownlee, D., 2004, Rare Earth. New York: Copernicus Books。 

第一章 

1. 德雷克方程是一个概率论点，用于估计银河系中活跃的、交流的外星文明的数量。 

2. 由 Peter Ward 和 Donald Brownlee 在 2000 年出版的《Rare Earth》一书中提出。 

3. 一光年是光在一年中走过的距离。1 光年= 9.4607 × 1012 km。 

4. 霍金辐射是由于黑洞事件视界附近的量子效应，预计会释放的黑体辐射。 

5. 一颗 G 级恒星大约有 0.8 到 1.2 个太阳质量，表面温度在 5300 到 6000 度之间。 

6. 还要取决于大气压强。 

7. 行星自转速度越快，温度变化就越小，从而导致大气循环速率的降低。 

8. 倾斜是根据与轨道旋转平面的垂线来测量的。 

9. 当一个物体以高于逃逸速度的速度运动时，它就会逃逸到太空中，再也不会回到行 

星上。 

10. Jeans 气体逃逸速度的计算是假设上层大气的平均热气体速度大约是地球逃逸速度 

的六分之一。 

11. 这是从地震试验中扣除的，但还不能确定。最深的钻探已经达到 12 公里。 

12. 海平面以上的陆地总面积为 1.25 亿立方千米，不到水总量的十分之一。 

13. 半衰期是元素或化合物的一半被分解的时间。 

14. 阿尔法粒子由氦核组成。 

15. 木星磁场的产生机制与类地行星磁场的产生机制不同。 

16. 臭氧由三个氧原子组成，O3 可以吸收 95-97%的紫外线辐射。 

17. AU---长度的天文单位，大约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为 1.496 亿公里。 

18. Canup, R. M., Asphaug, E. 2001. Origin of the Moon in a giant impact near the  

end of the Earth’s formation. Nature 412 (6848): 708–12. Stevenson, D. J. 1987.  

Origin of the moon – The collision hypothesis.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15 (1): 271。 

第二章 

1. Vogler, E.A. 2001. Biological properties of Water, in Water in Biomaterials Surface  

Science, edit. Morra. M. Wiley. www.ems.psu.edu/~vogler/pdfs/Bioprophoh.PDF。 

2. 比热容是将一克物质的温度升高 1 摄氏度所需要的能量。 

3. 汽化热是将液态水转化为蒸汽所需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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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熔化热是将水变成固体所需要的热量或者是融化冰所需要的热量。 

5. 这种说法可能会令人困惑，因为水是用来冷却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热量是通过水 

的运动(对流)来传递的，而不是通过水来传递热量。 

6. 月球表面的温度昼夜变化超过 300 摄氏度。 

7. 水吸收光谱的最小值与太阳辐射光谱的最大值相匹配，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特征。 

8. 岩浆海洋事件是一个行星的发展阶段，当高温液态岩浆出现在行星表面。 

9. 氘是氢的一种重同位素，除了质子外还含有一个中子。 

10. Hartogh, P., et al. 2011. Ocean-like water in the Jupiter-family comet 03P/Hartley  

2. Nature 478: 218–20。 

11. 在氢聚变过程中，氢的两种同位素形成一个氦原子，并产生大量的能量。 

12. Saal, A.E., et al. 2013. Hydrogen Isotopes in Lunar Volcanic Glasses and Melt  

Inclusions Reveal a Carbonaceous Chondrite Heritage. Science 340: 1317-1320。 

13. 水的体积大约是海平面以上陆地体积的五倍。 

第三章 

1. 病毒不被认为是活的有机体，因为它们需要其他有机体的支持。 

2. 原核生物包括细菌和古菌，但为了简单起见，我们集中讨论细菌。 

3. Hutchinson, C.A., et al. 2016.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a minimal bacterial genome.  

Science. 351: 25 March。 

4. 描述 DNA 聚合酶的基因可能会发生突变，但有机体不会在这种突变中存活下来。 

5. 在酵母中，平均一种蛋白质大约含有 466 个氨基酸。 

6. 蛋白质中原子的平均质量大约是 7Da。 

7. Vendeville, A., et al. 2011. An inventory of the bacterial macromolecular  

components and their spatial organization,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  

http://femsr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35/2/395。 

8. McAdams H., Shapiro, L. 2009. System-level design of bacterial cell cycle control.  

FEBS Letters 583 : 3984–3991. McAdams H., Shapiro, L. 2011. The architecture and  

conservation pattern of whole cell control circuitry. J Mol Biol. May 27; 409(1): 28–35。 

9. 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由 DNA 定义的，而不是它的功能。 

第四章 

1. Latest research postulate that the eukaryotic cell could have arrived about 2.7  

billion years ago. Kazmierczak, J., et al. 2016. Tubular microfossils from 2.8 to 2.7 Ga  

old lacustrine deposits of South Africa: A sign for early origin of eukaryotes?  

Precambrian Research. 286: 180–194。 

2. 基因表达是指该基因的产物在需要时被激活，在不需要时被灭活。 

3. Harold, F.M. 2005. Molecules into Cells: Specifying Spatial Architecture。  

Micro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Reviews. Dec.69: 544–564。. 

4. 用于控制的蛋白质结构记录在基因中，而不是控制系统本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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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 垂直于辐射方向通过平面的辐射。 

2. 分子质量通常称为分子量，单位是克/摩尔。 

3. 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 

4. Tripathy, B. C., Pattanayak, G. K. 2011. Chlorophyll Biosynthesis in Higher Plants,  

Chapter Photosynthesis, Advances in Photosynthesis and Respiration 34: 63-94。 

5. 质子是没有电子的氢原子。 

6. Davis, K. M., Pushkar, Y. N. 2015. Structure of the Oxygen Evolving Complex of  

Photosystem II at Room Temperature. J. Phys. Chem. B. 119 (8): 3492–3498。 

7. 1mol 光系统 II 的质量是 700kg。 

8. 分子复合物通常由碳、氢、氧、氮和磷组成。 

9. ATP 是由 ATP 合酶产生的，本章后面会介绍。 

10. 键能来源于将分子凝聚在一起的原子间力。 

11. 克雷布斯循环也称柠檬酸循环、三羧酸循环，是合成细胞氨基酸、脂肪和其他重要 

分子的起点。 

12. 米切尔在 1978 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第六章 

1. 原核生物是一组单核细胞生物。 

2. 陆地块的位置是基于对岩石磁化方向的测量，而岩石的磁化方向取决于它们形成过 

程中地球磁场的方向。地球磁场已经翻转了很多次，我们不知道大约 6 亿年前它的方 

向是什么。 

3. 它们会发生突变，但突变的动物会死亡。 

4. 浓度梯度就是分子密度沿某一路径由高到低的变化。 

第七章 

1. 植物角质层是一层充满蜡的脂质聚合物，存在于所有维管陆生植物的初级器官的外 

表面。 

第八章 

1. 颅容量代表大脑的大小。 

2. Cremo, M. A., Thompson, R.L. 1999.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Los  

Angeles: Bhaktivedanta book publishing。 

3. 同上 256 页。 

4. Krings, M., et all. 1997. Neandertal DNA Sequenc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Cell 90(1): 19–30。 

5. Marean, C.W. 2015. The most invasive species of all,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23-29。 

6. 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发现了 60,000 多年前的定居点。 



115 

 

第九章 

1. Nedergaard, M., Goldman, S.A. 2016. Brain d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314: 44-49。 

2. 通过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进行大脑研究。 

3. http://www.columbia.edu/cu/biology/faculty/yuste/publications.html。 

4. 该研究涉及将电极插入猴子大脑。 

5. 这项研究是在老鼠身上进行的，但其结果也适用于人。 

6. Moser, E.I., et al. 2014. Grid cells and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5: 466-481。 

7. Evans, P.D., et al. 2005. Microcephalin, a Gene Regulating Brain Size, Continues  

to Evolve Adaptively in Humans. Science 309: 1717-1720。 

8. 异常纺锤状小头畸形相关。 

9. 寨卡病毒也会导致小头畸形。 

10. Williams, R. 2006. Genes for bigger brains. The naked scientists. April 12。 

11. Wilber, K. 1977. The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 Quest。 

12. Jaynes, J., 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3. Kulczyk, W.K. 2012.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 Frimley, UK. 

第十章 

1. Behe, M.J. 2007. The Edge of 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 4。 

2. Harold, F. M. 2014. In search of cell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p. 213。 

3. 中心法则指出，信息可以从 DNA 流向蛋白质，但不能反向流动。 

4. Behe. 2007. p.5。 

5. Sanjuán, R., Moya, A., Elena, S.F. 2004. The distribution of fitness effects caused  

by single-nucleotide substitutions in an RNA viru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01(22): 8396–8401。 

6. 假设突变率为 2. 5 x 10-8，并且在整个动物世界中是恒定的。 

7. Behe. 2007. p. 57。 

8. Behe. 2007. p. 61。 

9. 在动物繁殖中，孩子的细胞是母亲细胞的复制品。 

10. 转座子是一种 DNA 序列，可以改变其在基因组中的位置，有时会产生或逆转突变， 

改变细胞基因组的大小。 

第十一章 

1. 蓝鲸大约有 1017 个细胞。 

2. 小麦基因组大约有 160 亿个碱基对。 

3. Behe. 1996。 

4. Idem.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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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ehe. 2007。 

6. Balakirev, E.S., Ayala, F.J. 2003. Pseudogenes: Are They “Junk” or Functional  

DNA? Annu. Rev. Genet. 37:123–51。 

7. DNA 被非常紧密地包裹在一起以适合细胞，所以它必须部分展开以使基因可以被接 

近并被激活。 

8. Jacques, P., et all. 2013. The Majority of Primate-Specific Regulatory Sequences  

Are Derived from Transposable Elements. PLoS Genetics 9(5) 。  

doi:10.1371/journal.pgen.1003504。 

9. Enard, D., at all. 2016. Viruses are a dominant driver of protein adaptation in  

mammals. eLife 5. DOI: 10.7554/eLife.12469。 

10. Feschotte, C., Pritham, E.J. 2007. DNA Transpos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Eukaryotic Genomes. Annu Rev Genet. 41: 331–368。 

11. Eldredge, N., Gould, S.J. 1972. Punctuated equilibria: an alternative to phyletic  

gradualism. In T.J.M. Schopf, ed. Models in Paleobiology (pp. 82-115). San  

Francisco: Freeman Cooper。 

12. McClintock, B. 1984. The significances of responses of the genome to challenge.  

Science 226: 792– 801。. 

13. Wong, K. 2000. High-Speed Speci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October 20。 

14. 重组是 DNA 片段被打碎并重组以产生新的等位基因组合的过程。这种重组过程在 

基因水平上创造了遗传多样性，反映了不同生物的 DNA 序列的差异。 

第十二章 

1. 分子之间的力在大约 0. 3 nm 的距离时最有效。作用于分子之间的力的强度衰减非 

常快，甚至与距离的六次方衰减一样快。例如，两倍的距离会使分子力降低 64 倍。 

2.  McAdams, H. H., Shapiro, L. 2009. System-level design of bacterial cell cycle  

control, FEBS Letters. 583: 3984–3991。 

3. 干细胞是胚胎发育早期的原始未分化细胞。 

第十三章 

1. 开尔文温标从绝对零度开始，也就是-273℃，1 开尔文等于 1 摄氏度。 

2. 最后一个普遍的共同祖先。 

3. 据估计，这一数字高达 100 万。 

4. Dehal, P., Boore, J.L. 2005. Two Rounds of Whole Genome Duplication in the  

Ancestral Vertebrate. PLoS Biol 3(10): e314。 

5.Enard, D., et all. 2016. Viruses are a dominant driver of protein adaptation in  

mammals. eLife 5. DOI: 10.7554/eLife.12469。 

6.Magiorkinis, G., et all. 2015. The decline of human endogenous retroviruses:  

extinction and survival. Retrovirology 12: 8。 

7.Wildschuttea, J. H., et all. 2016. Discovery of unfixed endogenous retr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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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ions in diverse human populations. PNAS 113: E2326–E2334。 

8.Zhang, Y.E., et all. 2011. Accelerated Recruitment of New Brain Development  

Genes into the Human Genome. PLoS Biol 9(10): e1001179。 

9.Gokhman, D., et all. 2014. Reconstructing the DNA Methylation Maps of the  

Neandertal and the Denisovan. Science 344 (6183): 523-527。 

10.Green, R. E., et al. 2010. A draft sequence of the Neandertal genome. Science  

328: 710-722。 

11.Evans, P.D., et al. 2005. Microcephalin, a Gene Regulating Brain Size, Continues  

to Evolve Adaptively in Humans. Science 309: 1717-1720。 

12. Catal Huyuk was a very large Neolithic proto-city settlement in southern Anatolia  

in present Turkey, which existed from approximately 7500 BC to 5700 BC。 

13. Kulczyk. 2012。 

14. Cremo, M. A., Thompson, R.L. 1999.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Los  

Angeles: Bhaktivedanta book publishing。 

15. Crick, F.H.C., Orgel, L. E. 1973. Directed panspermia. Icarus 19: 341-346。 

16. Hoyle, F., Wickramasinghe, N.C. 1980. Evolution From Space. London: J.M.  

Dent。 

17. Shcherbak, V.I,, Makukov, M.A. 2013. The “Wow! signal” of the terrestrial genetic  

code. Icarus 224: 228–242。 

18. Kulczyk. 2012. p.264。 

19.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Penguin Books。 

第十四章 

1. 寻找外星智能。 

2. 2015 年 7 月，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和投资人尤里·米尔纳共筹得 1 亿美元，名为 

Breakthrough listen. 

3. Kulczyk. 2012. 

4. 同上。 

5. 蓝皮书计划由美国政府于 1952 年创立，其任务是消除人们对 UFO 观测的疑虑，并 

解释其起源。该项目的档案包括超过 13000 份不寻常事件的报告。 

6. Piechota, K. 1991. Nocna parada krzyzakow. Magazyn ufologiczny UFO. 4(8):  

26-46。 

附录 1 

1. Walter Hohmann, The Attainability of Heavenly Bodies (Washington: NASA  

Technical Translation F-44, 1960) 。 

2. http://lasp.colorado.edu/~bagenal/3720/CLASS6/6Equilibrium Temp.html。 

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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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echota.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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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ADP：二磷酸腺苷。ADP 是 ATP*的分解产物。当添加一个磷酸基时，它被重复使用并变成

ATP。它的化学式是 C10H15N5O10P2。 

ATP：三磷酸腺苷，是所有已知细胞所使用的生物能量燃料。化学式为 C10H16N5O13P3，分

子量为 507 Da。它由 ATP 合成酶从 ADP 中添加一个磷酸基制成。 

ATP 合酶：一种巧妙的旋转纳米马达，它位于细胞膜上，利用质子流(H+)来合成 ATP*。 

DNA：脱氧核糖核酸，携带遗传信息，存在于生物体的每个细胞中。它的两条链是由核苷

酸连接在一起形成双螺旋。 

DNA 聚合酶：在生殖周期中复制 DNA 的复杂分子。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分子，在大肠杆菌中

由 928 个氨基酸组成，由大约 19000 个原子组成。 

NADPH：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植物在光合作用中产生的一种有机分子，它们在

细胞中的主要工作是携带电子和质子。 

RNA：由核苷酸*链组成的核糖核酸。它被用作信使 RNA，携带编码从 DNA 到核糖体，也

被用作许多分子复合物的组成部分。 

RNA 聚合酶：一种从核苷酸合成 RNA 分子的酶. 

rRNA：核糖体 RNA，核糖体的分子组成部分，细胞的基本蛋白质工厂。rRNA 合成多肽，

并提供了一种机制，将 mRNA 解码为氨基酸，并与 tRNA 在翻译过程中相互作用。 

tRNA：转移 RNA 是一种由 RNA 组成的分子，通常有 76 到 90 个核苷酸，作为核糖体识别

氨基酸的标签。 

氨基酸：共有 20 种，这些分子通过链连接在一起形成蛋白质。它们的分子质量*在 75

到 250 道尔顿之间。 

伴侣：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协助蛋白质等大分子结构的折叠、展开和组装或拆卸。 

磁共振成像(MRI)：是一种扫描技术，使用强磁场、无线电波和计算机来生成身体内部的详

细图像。 

催化剂：能使化学反应速率提高许多倍的物质。在细胞中酶起催化剂的作用。 

大肠杆菌：一种生活在人类和其他动物大肠中的杆状细菌。常用于生物研究。 

大脑皮层：大脑的最外层结构，控制高级大脑功能，如信息处理。大脑皮层由灰质组成，主

要由细胞体组成，星形胶质细胞*是最丰富的细胞类型。 

蛋白质：一种大分子，由由 DNA 序列指定的氨基酸链构成的所有细胞的结构。 

道尔顿分子质量单位：定义为基态碳-12 原子重量的 1/12。道尔顿一道尔顿单位(abr. Da)

对应于一个 1g /mol 的质量，等于一个氢原子核的质量或 1.67 x 10-24 克。一千道尔顿缩写

为 kDa。 

电子传递链：导致线粒体内膜形成 ATP 的呼吸的最后阶段。它由五个分子复合物组成，利

用电子能量来泵送质子穿过细胞膜。最后一个复合体是 ATP 合酶。 

多肽：氨基酸链。蛋白质是由一个或多个多肽分子组成的。 

翻译：在蛋白质合成过程中将信使 RNA (mRNA)分子的序列翻译成氨基酸序列的过程。在

细胞质中，核糖体读取 mRNA 的序列来组装蛋白质。 

分子时钟：一种利用生物分子的突变率来推断史前两种或两种以上生命形式分化的时间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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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它观察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的变化。 

分子质量：一个数等于分子中原子质量的总和。详情见道尔顿*。 

辅助因子：一种由氨基酸组成的非蛋白质化合物，能协助生物化学转化。它参与酶的活化。 

高尔基体：一系列形状像煎饼的薄膜。这种膜包裹着一层液体，在这里，蛋白质、糖、酶等

复杂分子被储存和改变。高尔基体负责将蛋白质和脂质运输、修饰和包装成囊泡，然后运送

到目标目的地。 

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将水分解为氢和氧。 

海马体：大脑中的一个小的构造，在新记忆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也与学习和情绪有关。 

核苷酸：DNA 和 RNA 的基本结构单位和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

DNA 和 RNA 链。 

核酸：是生物聚合物或大的生物分子，对所有已知的生命形式都是必不可少的。核酸，包括

DNA(脱氧核糖核酸)和 RNA(核糖核酸)，由核苷酸构成。 

核糖体：存在于所有细胞中的蛋白质制造工厂。它利用带有 tRNA 标记的氨基酸将 mRNA*

编码转化为蛋白质. 

基因：遗传单位，通常由编码蛋白质的一段 DNA 组成。 

加氧酶：核酮糖 1，5-二磷酸羧化酶/加氧酶，俗称缩写二磷酸核酮糖羧化酶，是一种酶参与

碳固定的卡尔文循环的重要第一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过程是由植物和转换等光合生物能源

分子葡萄糖。 

剪接体：主要存在于真核细胞细胞核内的一种大型而复杂的分子机器。剪接体从转录的

mRNA 前体中移除内含子，剪接部分基因。 

金属蛋白：在其结构中含有金属原子的蛋白质，通常起催化剂的作用。 

卡尔文循环：在光合生物体中发生的一系列生化反应。卡尔文循环的反应使用来自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的碳和来自 ATP 的能量来产生葡萄糖。 

抗体：免疫系统产生的蛋白质，用来阻止细菌和病毒等入侵者伤害身体。 

柯蒂氏器：听觉的受体器官，位于哺乳动物的耳蜗。它包含了对声音振动做出反应而产生神

经信号的毛细胞。 

克雷布斯循环或柠檬酸循环：大部分活细胞在呼吸过程中产生能量的反应序列。它发生在线

粒体中，消耗氧气，产生废物二氧化碳和水。 

蓝藻细菌：一组光合作用，固氮细菌，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如潮湿的土壤和水中。蓝

藻有一套独特的色素用于光合作用，这可以给他们中的一些蓝绿色。它们是已知的最古老的

化石，超过 35 亿年的历史。 

类囊体：在叶绿体内的许多扁平的囊体，由色素膜包围，光的光合作用在上面发生。 

淋巴液：可以清除体内多余的血浆、死亡血细胞、碎片和其他废物的液体。 

磷脂：是大多数生物膜的主要结构成分。它们由亲水的头和疏水的尾组成。 

卢卡 LUCA：是现存所有细胞的最后一个普遍的共同祖先，它的存在的可能性是可以评估的. 

酶：一种用于催化特定化学反应的蛋白质，可将反应速率提高到正常反应速率的数百万倍。 

囊泡：细胞中充满液体的小囊。代谢囊真核细胞中的一种膜状囊，储存或运输细胞内代谢产

物，有时是代谢废物分解的场所. 

脑脊液：是一种在大脑和脊髓中发现的透明、无色的体液。它充当大脑的缓冲垫，为颅骨内

的大脑提供基本的机械和免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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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侧膝状核：听觉丘脑核的一部分，负责接收、处理和传递来自耳朵的听觉信息。 

内含子：基因内的 DNA 序列，它不能编码蛋白质，通常在蛋白质合成前就被移除。 

内吞作用：主动运输的一种形式，细胞通过吞噬分子进入细胞能量消耗过程。 

内质网：真核细胞中的一种细胞器，它由扁平的膜状囊或管状结构组成。它的功能是真核细

胞的运输系统，它把蛋白质被包在里面，直到它们需要排出。 

皮质分区：布罗德曼最初定义的脑皮质区大脑皮层执行特定功能的部分。 

启动子：启动特定基因转录并为 RNA 聚合酶提供安全初始结合位点的 DNA 区域。它的作

用就像一个标签，识别特定的基因。 

亲水性：分子易于被水吸引并溶解的性质。 

丘脑：大脑的一部分，具有多种功能，如把感觉和运动信号传送到大脑皮层，调节意识、睡

眠和警觉性。 

染色体：由蛋白质紧密包裹的 DNA 组成的管状结构。它包含一些基因。人类有 23 对染色

体，包含我们所有基因的两份拷贝。 

神经胶质细胞：环绕神经元，提供支持并将一个神经元与另一个神经元隔离。它们还为神经

元提供营养和氧气。 

神经节细胞：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是一种位于眼睛视网膜内表面的神经元。它通过两个中间神

经元细胞从光感受器接收视觉信息，并产生信号，然后发送到大脑。 

神经元：通过电信号和化学信号处理和传递信息的神经细胞。 

渗透：水通过膜的扩散。 

视交叉：一个 x 形的结构，由交叉的视觉神经在大脑。视神经连接着大脑和眼睛。 

视觉皮层：大脑皮层的一部分，处理视网膜的视觉信息。它位于头的后部。 

疏水性：分子排斥水分子并难以被溶解的性质。 

水平细胞：是脊椎动物眼睛视网膜核层中横向相互连接的神经元。 

突变：基因中核苷酸特定序列的改变，但也包括 DNA 的随机缺失或复制。 

突触：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点，由一个微小的间隙组成，神经递质通过这个间隙传播脉

冲。 

外侧膝状核，LGN：丘脑中视觉通路的中继中心。它从视网膜接收到主要的感觉输入。 

细胞骨架：在许多活细胞的细胞质中由蛋白质丝和小管组成的微观网络，赋予它们形状和连

贯性。 

细胞核：真核细胞的一部分，包含细胞的大部分基因。 

细胞膜：细胞周围的一层非常薄的膜，也存在于细胞内部，由脂质双分子层组成，内部疏水，

外部亲水。 

细胞色素：在细胞呼吸或光合作用中运输电子或质子的一类蛋白质。细胞色素存在于真核生

物的线粒体内膜、植物的叶绿体、光合作用微生物以及细菌中。 

细胞质：细胞核外细胞的一部分，由水溶液和一些细胞成分如线粒体组成。 

细菌：简单的生物体，大小约 1-10 微米，存在了至少 37 亿年。细菌是原核生物，它们没

有细胞核来储存 DNA。它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 

下丘：负责处理来自左右耳的信号。 

线粒体：真核细胞中一个单独的部分，通过制造 ATP 分子从糖中产生能量。线粒体中含有

电子传递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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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脊椎动物大脑中位于颅骨后部的部分，在这里脊髓与大脑相遇。小脑协调随意的动作，

如姿势、平衡、协调和说话。它包含了大约一半的大脑神经元。 

新陈代谢：活细胞内维持生命的化学反应。 

信使 RNA：由 DNA 模板合成的单链 RNA 分子，其遗传密码指定了蛋白质合成所需的氨基

酸序列。 

星形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数量最多的细胞类型，它执行各种支持任务：轴突引导、

突触支持、控制血脑屏障和血流。它们环绕着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元，数量是神经元的 50

倍。 

氧进化复合体：是光合作用复合体分子的一部分，利用催化剂和太阳能参与水的分解反应。 

叶绿素：在蓝藻、藻类和植物的叶绿体中发现的绿色色素。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物分子，

在光合作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植物能够从光中吸收能量。 

叶绿体：植物细胞和藻类中发生光合作用的特殊成分。它含有叶绿素，一种绿色色素。 

液泡：细胞中发现的储存气泡。它存在于动物和植物细胞中，但在植物细胞中要大得多。液

泡可能储存食物或细胞生存所需的任何营养物质或废物。 

原核生物：指简单的细胞，包括没有细胞核的细菌和古菌。 

真核生物：由一个或多个包含细胞核的细胞和其他特殊结构如线粒体和细胞骨架组成的生物。

所有复杂的生命，如植物和动物，都是由真核细胞构成的。 

脂类：一种长链碳氢化合物，用于细菌和真核生物的膜。 

质子：带正电荷的亚原子粒子。质子是没有电子的氢原子。 

中心法则：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描述了遗传信息进入蛋白质的两步过程：DNA→RNA→蛋

白质。它指出，这些信息不能从蛋白质转移回 DNA。 

中心粒：帮助细胞分裂或自我复制的小圆柱形细胞器。所有的中心粒都是由称为微管的蛋白

质链组成。 

转录：复制一个基因序列的 RNA 的过程。这个被称为信使 RNA (mRNA)分子的复制体离开

细胞核，进入细胞质，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并对蛋白质进行编码。转录是由一种叫做 RNA

聚合酶*的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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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清单 

1. 图 3-1. 原核细胞-细菌。 

2. 图 3-2. DNA 双螺旋结构。 

3. 图 3-3. 真核细胞蛋白质合成过程。 

4. 图 3-4. 核糖体的功能和结构。 

5. 图 3-5. 蛋白质合成过程概述。 

6. 图 3-6. FeMoco 的结构 —— 一种氮催化剂。 

7. 图 4-1. 真核细胞轮廓图。 

8. 图 4-2. 细胞膜结构。 

9. 图 5-1. 植物能源系统概述图。 

10. 图 5-2. 叶绿素的结构。 

11. 图 5-3. 水裂解催化剂中金属原子的可能排列。 

12. 图 5-4. 利用光系统 I 和 II 进行植物光合作用的概述。 

13. 图 5-5. 线粒体的结构。 

14. 图 5-6. 线粒体中的呼吸系统。 

15. 图 5-7. 基于 X 射线晶体学的复合物 I 的结构。 

16. 图 5-8. ATP 合成酶功能图。 

17. 图 12-1. 负反馈控制原理图。 

18. 图 12-2. 细胞控制系统示意图。 

19. 图 A1-1. Hohmann 转移轨道示意图。 

20. 图 A2-1 灯光的轨迹。 

21. 图 A2-2 光点的圆周运动的几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