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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时，看看你从哪里来。”

——沃洛夫谚语



引言
我们都在学校上过历史课，历史似乎无法更改。没有人能够改变过去，但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用

不同的方式理解历史。历史学不是一门硬科学，从词源上看，它具有“调查”的涵义。如同所有文

学学科，历史学存在不同的分支和流派，所持观点时有分歧。

二十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主张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以芸芸众生为对象，将其重要性置于国家民

族、军事较量及王室族谱之前，并由此发展出独树一帜的大学教育。可遗憾的是，该学派的思想对

我们教科书的影响微乎其微。教科书内容的选择看来是以政治目的为前提，不同国家的近代史教

学内容各不相同，往往是为了称颂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以其辉煌历史为荣。

对于一个在法国上学的孩子来说，古罗马时期被概括成几个君主之间的攻城掠地，老师不会提

起同时期中国、斯拉夫或非洲的情形；老师会说新石器时代发源于新月沃土，却不会告诉他同时

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尚未存在。硬科学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广泛，大量史前考古最新发

现能使一位教授在二十年前学习的部分知识黯然失色。或许历史终究可以改变？

十九世纪末，在地质学证据面前，大多数历史学家经过激烈辩论最终承认，石器时代的西欧仍

被冰雪覆盖。二十世纪末，他们又向古生物学证据低头，接受了法国森林中的硬木树是从当今的

中国慢慢迁移过来的说法。二十一世纪初，遗传学和气候学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点。

历史教学也许应该跟随科学的脚步保持更新？小时候，我们背诵战役日期和宗族家谱，历史老

师说，公元前105年，罗马军队在阿劳西奥败给了蛮族，他却没提为什么辛伯人、日耳曼人和波罗

的海沿岸的所有民族都在南迁。由于这些人前行时携带着武器、家眷和畜群，历史老师大概能猜

到这是一场迁徙，但他又如何能告知这些人南迁的原因是为了逃避反复爆发的特大洪灾，毕竟我

们也是在2015年才知晓这些洪水的发生。



托巴火山

背景介绍
古生物学家一到达考古遗址开始挖掘工作，便着手寻找一个可辨识的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在

印度尼西亚，有一处凝灰岩，厚达9米。地质年表中，公元前74000年，是一个所有专家都耳熟能详

的年代。当时，一座巨大的火山爆发了，它叫托巴火山，从火山口涌出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地球，

人类险些灭绝。火山灰沉积形成的这处凝灰岩是这场大规模灾难仅剩的遗存，无论从何处挖掘，

凝灰岩呈绵延不绝之势。

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总是反复无常。有一种声音，指责人类破坏了地球。可以说，

直到最近，人类都在因无知而犯错。智人的傲慢较晚出现，人类不久前才开始自认为是这个星球

的主人——若第一个智人出现在24小时之前，那么人类自负的时间不及三秒。

从前，人类畏惧自然。古人从心底对自然感到害怕，他们经历过飓风、地震或火山喷发等自然

灾难，痛苦的遭遇印刻在他们共同的记忆中。面对猛烈的自然灾害，他们既束手无策，又茫然不

解。邪恶的神灵于是被创造出来，人类开始把这些灾难归结为邪神的愤怒。大自然曾使我们心灰

气馁，但我们迅速重振精神。人类的生存本能不仅仅来自绝境，强大的适应力支撑我们东山再起，

集体的智慧帮助我们砥砺前行。

在苏门答腊岛，托巴火山的爆发如此剧烈，几乎将人类从地球上抹去。彼时，一百多万的古人类

中，只有三千人幸存下来。

一座超级火山
一切要从产生于地壳深处的一股岩浆说起。通常情况下，岩浆盘桓在地表下几百公里处，有时

它在原地停滞千年，有时它继续向地表上升，造成火山喷发。在可溶性岩层内部，因岩溶作用形

成具有较大空间集聚地下水的湖泊，这种熔岩湖会缓慢地增大。从表面上，我们什么也观察不到，

没有异常的热量升高，没有地震活动预警。在地下几公里处，熔岩湖持续扩大，其质地极其黏稠，

紧锢住了气体。几千年后，岩浆过剩，压力逐渐增大，禁锢在液体中的气泡迅速释放出来，造成爆

炸式火山喷发，巨大的能量粉碎了地下湖的拱顶，火山口直径最长可至100公里，压力累积引起的

火山爆发的规模比一般的火山爆发要大一百到一千倍。

最近一次爆炸式火山喷发的规模相对较小。1991年, 菲律宾境内的皮纳图博火山喷发造成了一

千多人死亡，喷出了十亿立方米的火山灰和火山碎屑流，形成了一个直径仅有2.5公里的破火山口

，导致地球进入了两年的火山冬天，降温量不足一度。

托巴火山爆发的规模超大，破火山口直径长达80公里，险些灭绝了人类。

托巴火山的爆发持续了近两个星期，8万亿吨的火山灰伴随着100亿吨的硫酸喷向空中。爆炸之

猛烈，将所有喷出物质推到对流层之上，进入平流层中的臭氧层。所幸，苏门答腊岛处于信风带，

由每秒钟从火山口升起的800万吨火山灰组成的巨大云团被推向西边。最初，南信风阻止了云团

穿越赤道，在海拔6000米处，来自高层大气的强风将火山灰主要向北和向东吹散开来。

厚厚的火山灰覆盖了赤道以北的大气层，在之后的两个月继续慢慢扩散，进而笼罩了整个地球

，把我们的蓝色星球变成了褐色。火山灰盘旋在地球上空，形成一个密实的不透明层，阻挡了80%



的太阳光。硫酸与臭氧共同作用，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屏障。由于太阳光无法到达地球表面，世界

进入了漫漫无期的长夜。两年后，天黑透了。接着，太阳光一点一点地再现，六年过去，白天终于

重至人间。

与此同时，地球遭遇严寒气候，可怕的火山冬天令地球越来越冷，海洋温度下降了3至3.5摄氏度

，陆地温度骤降，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甚至下降了15到17摄氏度。托巴火山的爆发加剧了日益寒冷

的气候，地球进入了冰川时代——维尔姆冰期。

这是过去10万年里最大的火山爆发，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照强度每下降10%，植物的光合作用就减少85%，光合作用也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少。当

80%的太阳光被阻挡时，光合作用趋近为零：热带森林遭遇灭顶之灾；温带地区，大部分落叶树枯

死，只有一半的常绿树存活；海洋中，浮游生物变得稀少，印度洋50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水下生物

消失殆尽，印度洋季风大大减弱；热带地区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干旱，草原消失后，数以百万计的

食草动物丧生，在失去猎物的情况下，食肉动物之间相互吞食；智人濒临灭绝。

赤道以南，信风使对流层免受火山灰云的影响，海洋向大气输送热量，防止气温下降过于剧烈。

赤道以北的大猩猩和倭黑猩猩绝迹了，而赤道以南的加丹加大猩猩幸存下来。在非洲中东部，一

部分古人类适应了寒冷的气候。

赤道以南的东非高原上，仍留有蕨类植物，它们在进化过程中早已通过冰期的严酷考验，承受

住了多达7摄氏度的降温幅度。信风的吹送下，当地的火山灰较少，意味着河流受到的污染较小，

幽深的东非湖泊充分稀释了酸雨，从而保证了充足的淡水资源。窝在深洞里的动物冷得瑟瑟发抖

，但它们活了下来。智人以动物的皮御寒，并借助火，得以生存。

托巴火山爆发的幸存者人数
在非常遥远的年代，植物的光合作用使地球大气层中的氧气达到饱和，这对某些厌氧生物来说

是不利的。内共生现象于是发生了，一些厌氧生物有机体与一些好氧生物有机体相融合，特别是

原线粒体，被原始真核细胞吞噬后，在适合寄生的细胞上通过调整自身DNA，与宿主细胞间形成

互利的共生关系。所有哺乳动物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成了线粒体的家，它们负责将有机分子转化为

能量。人类繁衍后代的过程中，线粒体只通过卵子传递，因此人类的线粒体DNA与他们母亲的完全

一致。系谱学分析能够证明，人体细胞中的所有线粒体均源自同一个地方，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很难确定托巴火山爆发后幸存者的确切数量。主流观点认为，只有生活在赤道以南的埃塞俄

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智人得以幸存。最近的遗传学研究提出，一些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

人和弗洛雷斯人抵御严寒，捱过了食物极其匮乏的岁月，在漫漫长夜的惴惴不安中存活下来。只

不过，幸免于难的智人数量更多。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哈本丁于1993年和安布罗斯于1998年作出的

假设，幸存者在40人到1万人之间。最普遍的观点是，火山喷发前的人口中含有约50万女性，火山

喷发后的人口中仅留500名处于生育年龄的智人女性，换句话说，幸存者包括3000名智人以及大约

100名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简而言之，接近99.7%的人类灭亡，他们主要死于寒冷和饥饿，整个陆地上的植物和动物也以相

似的比例消失了。例如，对现今黑猩猩的线粒体DNA分析表明，它们都来源于两个地方，一个是乌



干达高地，另一个是位于赤道以南的刚果东部。在这场大灾难之后，类人猿开始往西迁徙，向中非

的森林进发。

智人向四面八方扩散，其中向北迁徙的规模最大。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智人凭借非凡的创造

力，不断探索新的食物来源、新的战略、新的工艺和新的工具。幸存者起初集中在东非，后来逐步

向全球分散。然而，智人攻占领地时的雄心勃勃与类人猿迁移时的平缓温和截然不同。

征服世界的幸存者
自东非大湖区出发，智人沿着高原，由南至北，从肯尼亚到埃塞俄比亚。植被和动物群正在

复苏，他们沿着尼罗河往上走，穿过西奈半岛，再转向东方，继而扩散至全球。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改进工具，完善衣服的功能，对火的利用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沿着他们向北方迁徙一路留

下的足迹，可以看出他们的工艺日趋精良。托巴火山爆发之后，智人离开了非洲，在各种环境中生

存下来。他们花了四万年时间将自己的领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其他哺乳动物展现过如

此惊人的适应能力。智人从赤道以南出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乐于享用甜美的幼虫，学会了

用长矛刺穿鲨鱼，还在北极圈创造出驯鹿文化。

几年内，人类从一个繁荣的物种变成了一个濒危物种。几千年内，人类借助强大的适应力征

服世界。再过几万年，人类凭靠创造力成为地球的主宰。

如果托巴火山在今天爆发
幸好，超级火山并不多见。过去的几千年里，大多数气候突变都归咎于火山活动。过去的10万

年中，发生过几次剧烈的气候变化，原因除了小行星坠落之外，皆由超级火山造成。比如，1815年

，坦博拉火山的爆发致使一年没有夏天；3650年前，圣托里尼火山喷发，瞬间终结了克里特文明。

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持续变化着，五万年里从标准圆渐变成椭圆。托巴火山爆发7万6千年

后，地球公转轨道目前接近标准圆，一步步离太阳更近，温度就会更高。同时，地球围绕着穿过其

两极的倾斜轴自转。相对于太阳的黄道而言，地球自转轴是倾斜的，这个倾斜度造就了今天北半

球的夏天不那么热，冬天不那么冷。今时今日，我们绝对不处于冰河时代。

如果托巴火山现在爆炸，造成的影响将大不相同。火山会向平流层喷发数十亿吨的火山物质，

厚厚的火山灰笼罩在地球上空，在硫酸的作用下，太阳光无法到达地面。地球平均温度下降10摄

氏度，十年后，温度降幅仅为两度。降雨量将在几年内减少约45%。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能熬过这

突至的寒冷气候——他们可以购买更暖和的衣服，消耗更多的暖气，并为淡水和食物支付昂贵的

费用。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一位那不勒斯的居民将被迫生活在像蒙特利尔冬天那样的冰天雪地

，长达两年，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生活环境又变得近似于德国汉堡。连续两年的夜晚和酷寒会使

他精神萎靡，滚滚灰尘四处弥漫，甚至进入了他的支气管，这可能会令他的心情愈发沉重。火山灰

造成的某些破坏将导致更加棘手的情况，房屋的屋顶和电线在火山灰的重压下坍塌；交通状况一

言难尽；那不勒斯的管道很可能比蒙特利尔的绝缘性能差，有爆裂的危险；意大利铲雪车的数量将

严重不足。这个那不勒斯人背负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但这并不威胁他的生命，严寒杀不死他。今天

生活在莫斯科的人可能更难适应温度下降15度左右的情况，他也许会匆忙地向南方搬迁。住在高

纬度地区的居民，如果没有经济能力御寒，就会面临生存危机。

目前，地球相对于太阳的位置比7万6千年前对人类有利得多，因此寒冷将不是导致人类大批死

亡的原因，饥饿才是。



饥饿是主因
当今，地球上有70亿人，人类体重大大增加。最保守估计，至少10亿人正在忍饥挨饿。托巴火山

若在今天爆发，会对植被造成重大影响，降雨量减少45%，大片谷物和果树种植园荡然无存。温度

下降导致常绿阔叶树的消失，几乎所有的热带树木都将枯亡。由于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草本植物

无法生存。降雨量稀少，雨水酸性很强，淡水资源显著减少，严重干扰农场的运作。落叶树将大批

消亡。

度过没有阳光的两年后，草木开始复苏。草本植物将最先冒出新芽，因为它们不需要像树木那

样吸收大量的阳光。寒冷的气候致使森林消失，同时抵消了树木蒸腾作用下的降温效果。北纬40

度附近，狩猎活动减少，庄稼收成差强人意。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在温带地区，天寒地冻之下，高大

的北方硬木枯死，热带树木近乎消亡，因此，地表被大面积的草地和幼树所覆盖，它们从阳光中吸

取的能量多于目前实际吸收量。两极地区，冰川遭受火山灰的污染，吸收进去的光热比反射出来

的要多，地球气温因此逐步攀升。几十年后，植被将使地球焕然一新，新的冰层反射太阳光，气候

恢复平衡。最终，全球温度下降3至5摄氏度，这对人类有显著的影响，但与7万6千年前托巴火山爆

发造成的后果有天壤之别。

与托巴火山喷发同等规模的火山活动，如果现在发生，对气候的影响会更小。但是，死亡率依然

很高，饥荒是主要原因。整个过程的计算机模拟十分复杂，科学家们得出了各式各样的数值，却经

常为了方便记忆引用最简单的数字，其中一个较为保守的估值是死亡人数将达到十亿。

其他超级火山
我们不确定是否有一座或多座火山隐藏在海洋之下，但我们知道有一座超级火山就在眼前。这

座超级火山久负盛名，因为美国最著名的自然公园坐落于其上。古生物学家于1990年发现了它，

其威力可能比托巴火山更为强大，它就是黄石超级火山。

黄石公园位于美国怀俄明州，占地一百万公顷，地势比较平坦，由远古时代的冰川劈就而成。在

公园里漫步，你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一座火山上行走。破火山口位于地下几公里处，由于其面积巨

大，站在火山旁边时，看不到地上有凸起的山。地平线上，可以望见大约30米高的山体，这其实是

火山口的边缘。老忠实间歇泉经常出现在公园的明信片上，它能有规律地喷水高达55米，五彩斑

斓的大棱镜温泉令人流连忘返，那里的一切如梦似幻。有时，激烈的地热活动会引发一些小径坍

塌，于是立即将其关闭，不再向公众开放。游客们闲庭信步，兴致高昂，在相机里留下了永恒的记

忆。

但人没有永恒的生命。

游客脚下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火山口下的地壳以难以察觉的速度不断上升，每75年上升1米。

火山口8000米以下，岩浆库处于高压状态，1500℃的岩浆中，气体被压缩。地表下5公里处，地壳

的温度仍然是350℃。这座火山是活火山，极其活跃！喷气孔、温泉和间歇泉都是地热活动的表现

形式，每年大约有100次轻微的地震活动，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地下深处，美国宇航局的红外

相机感应到一个庞大的破火山口，面积至少为90×30公里。由此看出，黄石火山的规模可与托巴火

山相媲美。



根据黄石火山最近三次爆发的数据资料，我们有可能预测到下一次爆发的时间。我们相信，那

将是人类的灾难，世界的面貌也会随之改变。当地球扳动超级火山的开关时，人类的力量显得微

不足道。

从哺乳动物到人类的进化过程纷繁复杂，却在7万6千年前戛然而止，托巴火山的爆发在短时间

内几近灭绝了直立人的所有后代，科学家们将这一时刻称作“进化的瓶颈”。人类近乎灭绝的突发

事件简化了人类系谱——源自非洲中心地带的3000名幸存者，拥有同样的形态特征，他们的走路

方式相同，皮肤和头发颜色相同，都能够说话，都会利用火，这样的简化让古生物学家惊叹不已。

几百万年里，类人猿的一个小分支演变出一百万种原始人类，他们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一

座超级火山突然爆发后，地球上仅留下三个数量稀少的人类分支。实际上，除了我们的祖先，世界

上所有的原始人类都灭绝了。

旧石器时代结束，托巴火山爆发的幸存者引领着人类的重生。

信息扩展
托巴火山爆发的威力相当于300座皮纳图博火山（1991年）同时爆发，或者3000座圣海伦斯火山

同时喷发。公元前74000年，托巴火山爆发的喷出物若覆盖在世界全部陆地上，可厚达一米多。

托巴火山爆发所引发的冰期被称为 “维尔姆冰期”，寒冷的气候一直持续到1万2千年前新仙女木

事件末期，此时全新世开始。

1815年，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在北半球，气温骤降，新英格兰、加拿大

和西欧的石头在八月的霜冻中爆裂。1816年，无夏之年，孟加拉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历史上第一次

霍乱大流行。饥荒在整个欧洲引发了各种社会运动，西班牙、德国、希腊、东欧、罗马尼亚、意大

利和拉丁美洲卷入了革命的浪潮。

1783年夏天，冰岛的拉基火山爆发。火山灰层冷却了地球，随后雾霾覆盖欧洲，欧洲农业遭受

重创，许多人不得不忍饥挨饿，饥荒成为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1453年，瓦努阿图的库维火山爆发。地球气温下降了三度，火山灰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上空，

隔着太阳，天空一片血红，被土耳其人围困的居民将其解读为不详之兆，于是，有人打开凯尔波尔

塔小门，趁着夜色逃离，就这样，土耳其士兵不费吹灰之力，穿过小门冲入内城，拜占庭帝国就此

陷落。

1258年，印度尼西亚龙目岛的一座超级火山爆发。喷发的烟尘升至43000米，火山灰云遮蔽了月

亮，这是千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根据中文和英文的气温记录，可以确定火山喷发的时间

是1258年1月。强降雨和酷寒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伦敦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于饥饿），鼠疫在羊群中

蔓延，持续的霜冻天气造成奶牛大批死亡。冰岛全境千里冰封。严冬过后，从1259年4月开始，一

场瘟疫从中东传播到欧洲，人口锐减死者无数。蒙古军队进入巴格达，但由于缺乏食物，止步于东

欧。火山喷发使地球气温迅速下降，小冰期到来。

最近两次活火山的喷发，皮纳图博火山（1991年）和坦博拉火山（1815年），产生了间接的毁灭性

影响：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的滞留时间延长，热带地区随后发生了严重的干旱（Gagan，1995），降水

量减少了一半（Pittcock，1989），饥荒肆虐。



哈韦尔(1984)研究了气温变化导致树木枯亡的现象，尽管没有考虑酸雨的因素，他的工作成果

还是揭示了地球平均温度变化幅度的大小会对植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果气温下降3℃，持续5年，温带地区的树木总量将减少25%，那么，森林蓄积量约需50年恢复到

原水平。对于草地生态系统，植物总量将减少9%；

-如果温度下降6℃，树木总量将减少80%，50年后只能恢复原森林蓄积量的一半；

-如果温度下降9℃，持续5年，树木总量将减少90%，50年后仅能恢复原森林蓄积量的33%。对于草

地生态系统，植物总量将减少51%。（托巴火山爆发致使欧洲气温下降了16℃）

数百个哺乳动物化石出土，死亡原因是1000万年前黄石火山的一次喷发：它们吸入了大量的火

山灰，窒息而亡。

黄石火山分别在180万年前、120万年前和64万年前爆发过，在最后一次爆发中，喷出了25000亿

立方米的岩浆（规模接近托巴火山爆发：28000亿）。

新西兰的陶波火山是比黄石火山略小的超级火山，科学家们密切关注着它的动向。在过去的2万

7千年里，陶波火山大约每九百年喷发一次，但自它上一次爆发以来已经有1700年。

托巴火山的喷发形成了托巴湖，在这里，托巴火山正酝酿着下一次的大爆发。此处发生过几次

大地震（最强可达里氏9级），不过，火山学家们似乎并不担心。

2012年，距离意大利那不勒斯市几公里处，发现了一个直径为13公里的活火山口，其熔岩湖仍

在不断增长。

超级火山爆发的威力极大，多数情况下，会引发地震、海啸等其它灾难（有时相隔超过1万公

里）。

弗洛勒斯人也从托巴火山爆发中幸存下来，直到于公元前16000年左右灭绝，他们从未离开过印

度尼西亚弗洛里斯岛的森林。托巴火山爆发几近灭绝了所有直立人分支，最近在摩洛哥、格鲁吉

亚、中国、蒙古等地出土的骨骼化石多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希望考古学家有朝一日能发现托巴事

件中有其他人属成员得以幸存，遗传学家已经证实丹尼索瓦人也是直立人的后代。

智人的史诗

背景介绍
尽管昼夜交替恢复正常，天空仍然灰暗阴霾，大地了无生机，连海洋也是一片死寂。气候寒

冷依旧，但气温自托巴火山爆发以后稳步回升。太阳重现，万物即将复苏。

火山灰使土壤肥沃，幸存的植物吸收太阳热量，在地上和水中开枝散叶。智人以家庭为单位

开始走出东非高原，他们一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与其他同类的疏离，导致近亲繁殖时有发生，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5%B7%B4%E6%B9%96


位家庭成员的轻微疾病或损伤就会危及全家的生存。智人拼命努力，挣扎求存，纵使他们并不自

知。

家族 氏族 种族
一部分智人往西走，向整个非洲扩散，而另一部分智人以狩猎为生，从东非大湖区一直走到地

中海地区，他们的DNA带有一种特殊的遗传标记——M130。约公元前45000年，他们穿越埃及之后

，经过了尼安德特人的领地。此时，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抵御冰河时期的严寒，他们的生活方式、

免疫系统以及身体形态，特别是鼻腔构造，都适应了寒冷的气候。他们主要在森林中打猎，力量大

但不持久。有趣的是，尼安德特人经常使用各色颜料 “化妆”。

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都是海德堡人的后代，他们血统的分化大概发生在60万年前，这两个人种

之间存在性接触——离开非洲的智人含有1.5-3%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西伯利亚最后一批的尼安德

特人携带7.1%的智人基因。我们不知道纯正的尼安德特人在公元前3万年到公元前2万5千年之间

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有人猜测是因为一场瘟疫，但最终只有那些继承了尼安德特人免疫系统、肤

色和眼睛的混血儿活了下来，而这些人的体质特征，如苗条的身材，大多是从其智人母亲那里继

承得来。遗传学研究表明，从欧洲到亚洲，公元前24000年之后，地中海北部不再有尼安德特人或

智人，仅留下这两个人种之间的混血后代，从基因比例上看，智人基因占据了绝对优势。

每到间冰期，智人便密切观察冰缘线的位置。他们更偏爱寒冷的气候，因为肉类可以保鲜数日；

他们更喜欢森林地区，因为在那里能找到更多的猎物。随着全球气温的变化，他们往最适合其生

存方式的地区迁移。公元前40000年左右，大量智人聚居在伊朗和阿富汗之间，喜马拉雅山脉阻挡

了他们东进的步伐。

约公元前30000年，一些智人可能改变了信仰，决定向西迁徙。他们的基因组出现了一种新的遗

传标记——M173。他们又被称为克鲁马努人，总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狩猎，追随着猎物来到了西欧

的沿海地区。

大部分智人离开伊朗高原，继续向东的旅程。他们的基因发生突变，出现了一种新的遗传标记

——M9。由于人口繁衍茂盛，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从 “家族””过渡到 “氏族”，这些 “欧亚氏族 ”随

后又分成了两股。

人数较少的那一股善于狩猎，特别适宜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他们跟随着猎物，穿过喜马拉雅

山脉南麓，横跨东南亚，一路以身涉险，到达马来西亚。第四纪冰期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海洋冻结

成冰，水位大幅度下降，他们趁机到了印度尼西亚。另外一股带有遗传标记M9的智人发明了缝衣

针，他们劈开骨头碎片，让一根细长的筋穿过稍稍晒过的毛皮，这项技术帮助他们把毛皮拼接成

合身的衣服。有了御寒的衣服和鞋子，这些智人便往北走去，主要靠猎取猛犸象和驯鹿为生。公元

前25000年左右，他们在西伯利亚留下了许多踪迹，最终发展出一种新的遗传标记——M45。辽阔

的草原上，反刍动物比比皆是，他们路过时遇到了从托巴火山爆发幸存下来的另一个人类种群

——丹尼索瓦人。这两个种族之间的混血后代携有3%的丹尼索瓦基因，包括M45遗传标记。

抵达西伯利亚后，发展出M45遗传标记的M9智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繁殖能力，他们的基因

中又增加了0.3%的丹尼索瓦基因。他们占据了整个中亚地区，约公元前35000年，大批涌入中国西

部。他们中的一些人踏冰履雪，一路向北 ，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到了阿拉斯加。约公元前12000



年，他们又抵达美洲西部。以新仙女木事件为契机，其中一部分人穿过美洲继续向巴塔哥尼亚进

发。

带有M45遗传标记的人中，最有魄力的一批于公元前30000年沿着亚洲海岸线航行至新几内亚

岛，这表示他们找到了一种漂洋过海的方法。他们的基因中包含了6%的丹尼索瓦人基因。

这些迁徙之旅持续了数万年，生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人类必须时刻保护自己。猎物引领

着前路，人类携带工具，徒步行走，奔向动物尚不知狩猎为何物的地方。他们向着未知之地迈进，

采取了最有效的策略——流浪。人类能发展出非凡的适应力，并不出奇，迷失在陌生的土地上，他

们每天都要寻找水源、猎物和可食用的植物。女性的耐受力经受了层层考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

下，她们还需分娩、哺乳和养育孩子；男性承担更多的体力劳动，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暴力袭击。

事实证明，人类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使其处于有利的地位，语言能力是关键的优势。此外，他们当

时的脑部比现在要大。

这场声势浩大的环球旅程还引发了众多其他方面的变化，尤其是在人体生理机能方面。

人体生理机能
当时地球距离太阳较远，光照不足，那些居住在高纬度地区的人类接受的太阳照射就更少。然

而，我们的身体需要阳光来合成维生素D，它对人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远

在西伯利亚，身裹兽皮，带有M45遗传标记的人类却没有出现严重的脱钙现象。为了适应环境，他

们的身体更多地表现出一些特定基因，包括尼安德特人基因和智人基因。自然选择在发挥作用。

慢慢地，在当地气候条件下，那些肤色变浅的人明显比其他人更健康，稀少的太阳光照耀在他们

身上，表皮中黑色素的调节便于他们更充分地吸收光照。住得越靠北，他们头发和皮肤的颜色就

越浅。不同的气候环境里，人类的身体形态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携带M173遗传标记的人类，栖身

于欧洲的森林，在植被的保护下免受暴风雪的侵袭，与穿越蒙古大草原前往中国的人类相比，他

们的脖子更长，鼻子更高。从冰冷的西伯利亚到中亚，人类必须适应刺骨的寒风以及高强度的太

阳辐射——短鼻子、双眼皮和高颧骨成了这部分人的外貌特征，他们在旅途中经历了如此严酷的

气候，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遗传标记——M175。只有生存的本能才可将人类从困境中解救出

来，本能之大，形态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区区用腿推雪的动作，就能改变人类臀部的形状。

托巴火山爆发是源头，之后的漫长旅程塑造了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结合产生了新的人种和新

的表型特征。纵观这五万年，人类选择的不同道路，决定了他们生活的气候环境，进而决定了他们

身体形态的变化。

智慧生物
由于狩猎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生存手段，人类被迫随着猎物的移动而移动。大部分人类的迁

徙以家族为单位，男性源于同一家族，女性则来自外族。居所的作用仅限于防风挡雨，获取足够的

食物才是人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追求。流浪者们四处漂泊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植物和水果；他

们学会区分各种植物不同的功能特性，比如，哪些能补给能量，哪些能治病，以及哪些有毒；他们

还掌握了驱除肠道寄生虫和骨折固定的方法。猫科动物始终是致命威胁。每一次迁移都会带来一

系列的变动，不断适应新环境的需求在人类大脑中形成了思维定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