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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次解码人类化石古DNA———

穿越万年，揭秘贵州古人类迁徙史

保护生态 14条河流将实行流量管控

本报讯 省水利厅、 省生态环境

厅近日联合发布第一批省管河流生

态流量管控目标。

“河湖生态流量是指为了维系河

流、 湖泊等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 需要保留在河湖内符合水质要

求的流量（水量、水位）及其过程。”

据专家介绍， 如果河湖生态流量得

不到保障，就会导致河流断流、湖泊

萎缩、生物多样性受损、生态服务功

能下降等严峻后果。

根据水利部的相关意见和通

知， 贵州省水利厅制定出台了全省

重点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实施

方案， 开展了乌江等重点河流生态

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编制。 经深入研

究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 确定了乌

江、赤水河、清水江、都柳江、南盘

江、北盘江等第一批 14 条省管河流

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包括 40 个主要

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目标值。 比如

在乌江确定了 5 个控制断面的生态

流量目标值， 其中鸭池河水文监测

站为 40 立方米 / 秒、乌江渡监测站

为 112 立方米 / 秒、 沿河监测站为

228 立方米 / 秒等。

据了解， 我省于 2017年颁布实

施的 《贵州省水资源保护条例》规

定，水库、水电站等蓄水工程的管理

单位应当按照调度方案下泄生态流

量， 保障生态用水基本需求；《贵州

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问责

实施办法》中明确，不按规定下放水

库（电站）生态流量，造成河流生态

环境破坏的应当问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本报讯 来自第四届中国绿化

博览会博览园发布的消息称， 今日

起中国绿博园正式开园。

据了解， 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

会将于 8 月 18 日在都匀召开，会期

将持续一个月。

按照最新发布的规定，从 10 月

18 日—11 月 18 日， 绿博园门票将

调整至 80 元 / 人，实行实名制一人

一票， 每天园区营业时间为 9:00—

21:00。园内交通观光车：40元 /人，

小火车：40元 /人。

据悉， 门票有效时间为 24 小

时，有效期内游客可凭购票凭证（身

份证 /门票）再次入园游玩。

针对试营业期间 60 岁以上老

人以及 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免

票政策，此番调整后为：60岁以上老

人（含 60 岁），不免票，但享受半价

优惠；6周岁以下且身高 1.2 米以下

免票，超过 1.2不享受免票政策。 常

年实行免票政策的群体包括： 消防

救援人员、残疾军人、现役军人、援

鄂医护人员。 （张仁东）

都匀绿博园

明起正式开园

本报讯 10 月 17 日早晨，贵阳

气温降到个位数， 市区东山本站 8

时 35分仅为 8.4℃。 据市气象台监

测显示，接下来，低温阴雨天气还将

维持 3 天， 下周三开始有望转为多

云到晴的好天气。

贵阳市气象台预计，10月 17日

夜间到 18 日白天， 阴天有小雨，气

温 8～13℃；18 日夜间到 19 日白

天，小雨转阴天，气温 8～13℃； 19

日夜间到 20 日白天， 阴天有小雨，

气温 9～12℃；20 日夜间到 21 日白

天， 小雨转阴天间多云， 气温 9～

16℃；21 日夜间到 22 日白天，多云

到晴，气温 9～20℃。（石奎 贵阳日

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低温阴雨天气

还将维持 3天

贵阳市气象台预计

据中新社消息 近日，贵州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发布贵州省惠水县清

水苑大洞遗址古基因组研究最新成

果。 首次利用古 DNA对该遗址出土

的人类下颌骨进行研究表明， 在距

今 1.1 万年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南方

的古人类可能就已经南下， 与东南

亚人群产生了基因交流。

据介绍，上世纪 90年代末，贵州

省博物馆一位专家发现了该遗址。

2013 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对清水苑大洞进行考古发掘。

期间，出土石制品 2398件，水鹿、獐、

竹鼠、 黑熊等动物化石及碎骨 2000

多件。值得一提，在当时的挖掘中，考

古学家还发现一件古人类下颌骨。

“发掘出来以后，拿到手里面一

掂，感觉挺沉的，我们心里面就有数

了、有谱了，这件化石应该是年代比

较早的，石化程度应该是比较深。 牙

齿，牙髓腔和牙床是保存古 DNA 信

息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 贵州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说。

对于此次所挖掘到的古人类下

颌骨是否能够解开人类迁徙的 “秘

密” ？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多部

门展开了合作。 期间，考古学家们利

用古 DNA 的分析方法， 进行了比

对，完成了贵州省首次用古 DNA 解

码人类历史的研究。

“从我们发掘出来的古人类的

骨骼当中， 提取它的基因信息、基

因组， 然后和其他的古人类基因

组，甚至和现生的人群的基因组进

行一个对比， 从中得出一些结论。

像这次古 DNA 成果的公布， 就是

后续的研究成果之一，为我们探讨

1.1 到 1.4 万年之间，华南地区和大

陆东南亚地区人群的迁徙、基因的

交流，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材

料。 ” 张兴龙认为，贵州这种山地省

份和平原地区和大江阶地的这种

平原地区， 包括大湖的边缘的盆

地，不太一样。 山地文明的历史也

是很悠久的， 也有它自己的特色，

“和中原地区比起来， 或许我们在

视觉冲击力方面，特别是在一些特

殊的历史时段上， 没有那么强，但

是它是代表了一种山地人群适应

环境的独特的一种适应策略。 ”

张兴龙介绍，贵州已发掘出众多

洞穴遗址。通过对洞穴、洞穴内出土的

文物进行不断地考古研究， 也更加印

证了在这片土地上人类的生活变化。

贵州从目前方向来看， 主要的古人类

还是生活在洞穴里面， 洞穴遗址有数

百处之多，不仅数量多，而且年代也是

非常早的， 中更新世的 30万年左右，

人类选择了在贵州洞穴里面生存生

活，然后陆陆续续地一直没有间断，可

能我们贵州人的这种穴居的历史，可

能至少在商周时期， 还有一部分人是

生活在洞里的。 张兴龙 供图

出土的古人类下颌骨

出土的动物牙齿

考古工作人员在进行发掘工作

包括乌江、赤水河、清水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