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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矮人掀巨浪——弗洛勒斯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李辉（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与印尼的研究人员在今年 10 月 28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一
份报告说，他们在印尼挖掘到一具史前小矮人化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被发现的一个新人种。
研究人员是在印尼弗洛勒斯岛上的一个洞穴中发现这具女性化石的，身高仅 0.91 米。
这名女性死时至少已有 20 岁，头颅只有柚子般大小，弗洛勒斯人的脑袋只有 380 立方厘米，
只及现代人的 1/4，因此科学家将这具化石取名为“小矮人”，编号 LB1，并将这个新人种
命名为“弗洛勒斯人”。
随后，研究人员又发现了 6 具类似的古人遗骨，这 6 具骸骨的碎片可追溯到 1.2 万至 9.5
万年前。研究人员认为，弗洛勒斯人 80 万年前定居于此。由于孤岛资源缺乏，加上动物难
以长途觅食，对体型细小的动物较有利，于是居于孤岛的弗洛勒斯人就倾向于进化成矮小人，
所以科学家推测，这是一个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小型古人种。
在前天公布的由美国《科学》杂志评出的年度十大科技突破中，小矮人化石的发现名列
第二。一些专家认为，这是过去 50 年间古人类学中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它改写了我们对人
类进化的认识。

弗洛勒斯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南部，是努沙登加拉群岛中部的一个大岛，面积约为我国
台湾岛的一半。在这个美丽的岛屿上，最近古人类学家发现了弗洛勒斯人的化石，震惊全世
界。这种身高不到 1 米的古人类是当地更早的直立人的真正后代，曾经存活到了距今 1.8 万
年前，与我们现代人共同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期。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人类进化的复杂性，
也说明在远东地区现代人是外来的入侵者，而非当地古人类进化的产物。
从人类遗传学到分子人类学
要说明弗洛勒斯人的进化地位，先得从进化论的基本法则谈起。
进化论告诉我们，融合是违反进化的基本法则的，多起源说所谓不同人种发展成同一个
人种是很不合理的。但进化论本身只是一种理论思辨，它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也带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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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性，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和分析则是完全客观和实证的，没有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中难
以避免的类型比较的主观性。通过形态的比较来确定化石和化石之间是否有联系，多少有些
冒险，比如一老一少长得相像，我们不能就此推断出他们是父子，但做一下 DNA 检测结果就
一目了然了。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现代人是从单一的古人种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各地不同
的直立人的后代。问题是分子人类学复杂的专业理论使大众甚至很多学者难以理解。
首先要说明的是，分子人类学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分子遗传学，它是在遗传学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它根据对各种人类学问题研究的需要，选用分子遗传学和生物统计
学的工具。分子遗传学也尝试过分析人群之间的关系，甚至计算过人群发生的年代，但是因
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模型的支持，这些研究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其中的相关参数和数学模
型现在看来漏洞百出。
在研究人群进化方面，分子人类学与分子遗传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对遗传材料的选取。在
分子遗传学研究中，什么样的基因、什么样的 DNA 序列都可以拿来用，抓到篮里就是菜，而
分子人类学对遗传材料则有严格的要求。
首先，不能是基因。读者可能会大吃一惊，遗传材料不就是基因吗？其实，在我们的基
因组里，真正有功能的基因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没有功能”的、可以随机突变的 DNA
序列。分子人类学研究进化的材料要求排除功能基因，选用那些随机突变的 DNA 序列。为什
么不能选择功能基因呢？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研究时间。时间
等于距离除以速度。在随机突变的 DNA 序列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突变速度。这
个突变速度是考虑随机丢失的机制而作了矫正的。
也就是说，我们既考虑了突变产生的速度，也考虑了突变在群体中丢失的速度和突变扩
散的速度。除此之外，其他因素几乎可以忽略。这个综合的突变速度是稳定的、匀速的。而
在功能基因中，突变速度就很复杂了。功能的变化受到自然选择的压力，功能基因会随环境
的变化而变化，它的突变淘汰速度是不恒定的，这就使得整个突变速度不稳定，我们无法获
得一个比较确定的数值。
同样，无功能的 DNA 序列中，由于突变的随机发生，距离总是随着群体分化的年代而不
断拉大。我们也通过群体消散和融合等因素加以矫正。这样得到的距离也是客观的。但功能
基因则不然。因为功能受环境的选择，在特定的环境中有些功能必须保持，这样，群体分化
的年代再久远，遗传距离也不一定发生变化。相反，如果两个关系较近的群体到了不同的地
区，在不同的环境作用下，有的基因中遗传距离会变得异常地大。所以功能基因中的遗传距
离是不客观的。
不知道距离也不知道速度，时间就不可能计算出来，所以我们不能用功能基因来分析人
类进化的历史。以前遗传学家计算出来的进化速度往往相差悬殊，不同基因做出来的结果会
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分子人类学中的时间、速度和距离
在人类学的各个领域中，科学家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只有分析那些无功能的材料，才
能判断客观距离。比如，在文化人类学中，学者会分析那些装饰性的纹饰。纹饰图案可有可
无，没有具体的功用。正因为此，它们的变化也是随机的，它们的差异相对客观地体现了人
群文化的分离年代和相对关系。而那些功能性的器物，受到其功用的限制，不可能有很大的
变化，即便看到两个群体相似的器物，我们也不能判断是否真的有关。在语言人类学中也是
这样，那些体现人类共性的语言现象，不能用以判断群体关系。比如几乎所有的语言都用相
似的声音来称呼爸爸妈妈，这些音是人类最容易发出的，我们就不能据此来判断语言之间的
关系。相反，绝大部分词的音义关系是任意的（随机的），它们的对应和差异才能体现群体
距离。一些貌似多余的形态变化，更能够说明语言之间的相关性。分子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
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与其它人类学的分支是基本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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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分子人类学要求遗传材料必须不重组。所谓重组，通俗地说就是来自父方和来自
母方的遗传材料发生融合交换，混杂以后再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同样的组合方式可能来
自不同的个体间结合，一旦用这样的材料进行分析，其结果必然是一团乱麻，也就无法判断
真实的群体间距离。不重组的材料只来自父方或者只来自母方，不会使不同时期不同路径的
突变混杂在一起，我们看到的突变就只能是一步步积累的，据此判断的距离才是客观真实的。
目前用于研究的不重组的遗传材料有母系遗传的线粒体 DNA 和父系遗传的 Y 染色体非重组区
DNA。尽管已经发现线粒体 DNA 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重组，但不会太多影响对线粒体
DNA 的利用。Y 染色体非重组区是目前最好的人类进化研究材料，兼有不重组、无功能和突
变丰富等优点。
分子人类学研究通过对线粒体 DNA 和 Y 染色体非重组区 DNA 的研究，得出现代人之间的
最大分化年代是大约 25 万年，非洲之外的人群最大差异在 10 万年左右。非洲之外的现代人
都不可能是当地早期人种演化的结果，而是从非洲走出的，他们替代了各个地区的早期人种。
对古代人种遗骸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欧洲的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分子人类学
的分析发现他们与现代人的差距有 30 万年以上，但在 1 万年前还和现代人共存，因此不可
能是现代人的祖先。现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东亚，弗洛勒斯人也曾与现代人共存，如
果他们的 DNA 数据出来，一定比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东亚直立人的化石再
多，也不可能是我们黄皮肤人的祖先。东亚的古人类学界必须重新评价他们手中的材料。
东亚地区的人群替代
人群的替代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像生物界的外来物种入侵。长途奔袭的外来物种往
往有更强的生存能力，而长期在本地环境下特化的物种，却很脆弱。所以生物入侵往往会给
一个地区与之相近的稀有物种带来灭顶之灾，古人种的替代也是这样。在一个地区生活了几
十万年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已经习惯于一种简单的环境，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一种主要食
物。对于环境的突变和外来的竞争者，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
他们适应了冰盛期的环境，当冰退期到了以后，他们的猎物渐渐绝迹了，据说他们居然不知
道迁徙来追寻猎物或者改食其它东西，只能坐以待毙。东亚地区的直立人比尼安德特人更为
原始，适应能力恐怕更差。在大约 10 万年前，大部分地区的东亚直立人都绝迹了。
东亚的早期智人从哪里来，至今还是一个谜。他们肯定与现代人无关，但是不是东亚直
立人的后代之一至今还没有定论。很可能早期智人也是外来的，并且与东亚直立人发生过竞
争。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次的替代是不成功的，也是在大约 10 万年前，早期智人在东亚
大部分地区也绝迹了。当然，早期智人也有可能像弗洛勒斯人一样，延续了更长的时间，甚
至与现代人并存过一段时间，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我们期待着其它地区的同
类发现，那将为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提供更多的旁证。
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现代人的进入似乎很顺利，先前的居民可能早已消失，那样就无
所谓替代了。在东南亚，像弗洛勒斯人这样的直立人群体根本无法抵御强大的现代人的入侵。
他们只能一步步地退缩，直到从进化的舞台上消失。
在现代人内部，同样也有人群的替代过程。最早到达远东地区的现代人是棕色人种，他
们在大约 10 万年前走出非洲，大约 7 万年前到达远东，并扩散开来。黄种人大约 5 万年前
走出非洲，4 万年前到达远东，并开始替代大部分地区的棕色人种。原本广泛分布的棕色人
种被隔离成一个个人种孤岛。在印度，棕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后来混合成了达罗毗荼人；在缅
甸西部的安达曼群岛，棕色人种的小群体与世隔绝；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的深山里，棕色人
种的小矮人尼格利陀民族也生活至今；而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大陆则成了棕色人种的世外
桃源，那里之前从没有其他人种到来，黄种人也没有移民入侵。
棕色人种的矮人民族身高大多在 1.5 米以下，被黄色人种的各个民族称为“矮黑人”。
在台湾的高山族中，还流传着对“矮黑人”的种族清洗的传说。原始社会里这样的种群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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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生存斗争必需的过程。
通过分子人类学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有些地区棕色人种的一部分成分留在了黄色人种
群体中，而大部分地区这样的痕迹是几乎没有的。那些留有棕色人种成分的地区都非常偏远，
比如日本列岛和青藏高原。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发现东亚直立人或早期智人在现代人群中留
下什么痕迹。
真相只有一个，人类学各个领域的研究终将得到共同的结论。弗洛勒斯人的发现再一次
把古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的证据对应了起来，相信会有更多证据为我们揭开人类进化的真实
历史。

印度尼西亚的人群遗传历史
东亚直立人是非常原始的，根本不会舟楫，弗洛勒斯人怎么到达弗洛勒斯岛的呢？这要
从印尼的地质和人类历史说起。
印度尼西亚现代的主体民族是黄皮肤的操马来语族诸语言的民族，他们从东亚大陆来到
印尼是在大约 6000 年前，距离弗洛勒斯人灭绝已有 1 万多年时间。所以在马来民族的印象
里，不可能有弗洛勒斯人的影子。对于弗洛勒斯人的来源，也就无法从民族学中追寻遗迹。
马来民族传说中的“小矮人”，应该是他们到来时住在这一地区的棕色人种的尼格利陀民
族。这些民族比弗洛勒斯人高，但却比马来民族矮小得多。所以各个马来民族对他们都有很
深的印象。
尼格利陀人到达印尼大概是 6 万年前，那个时候还处于冰盛期，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得多，
现在的大陆架当时有很大一部分是陆地。印尼西部几个大的岛屿和亚洲大陆相连，地质史上
称为巽他洲。澳大利亚大陆与新几内亚岛相连，称为萨胡洲。棕色人种到达巽他洲和萨胡洲
定居下来后，经过几万年的分化，两个洲的人群体质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巽他洲的人比萨胡
洲的人要矮一些，这就是分布于安达曼群岛到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的由来。

现代和冰盛期的南洋地区海岸线
弗洛勒斯岛所在的努沙登加拉群岛当时是巽他洲的一个半岛。在现代人进入之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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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好几次冰盛期，发生过多次群岛和半岛的演变。弗洛勒斯人正是在冰盛期迁入这个地区的，
不需要凭借舟楫，但是他们没办法到达萨胡洲。在现代人到来后他们被迫一步步地退缩，最
后只在这个狭长的半岛留下了一个小群体。
1.8 万年前传来了他们最后的声音，那个时候，正是冰盛期结束的时期，海平面迅速
上升，弗洛勒斯变成了岛屿，弗洛勒斯人也被困在了岛上。上升的海水的压力挤压着两个大
洋的地壳板块，处于两个板块夹缝中的弗洛勒斯岛风雨飘摇：地震频繁，并引发了火山喷发，
灾难埋葬了弗洛勒斯人，地球上最后的直立人灭绝了。幸运的是，也正是火山灰使得他们的
化石得以保存，让我们今天能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踪迹。1 万多年以后，马来民族来到这里，
谁都不知道这里曾经生活过一种如此矮小的人种，反而把尼格利陀人“错误地”称为“矮黑
人”。

以前发现的 8 类人种
卢多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约 240 万至 160 万年前，东非）：1972 年英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的
工作组在肯尼亚北部的土卡那湖东边发现一个卢多尔夫人的下颚骨。卢多尔夫人属于最原始的人属水平：他们的面部
平且宽；后犬齿极宽，牙冠、牙根也较复杂，牙釉质较厚。
能人（Homo habilis，190 万至 160 万年前，东非）：能人于 1960 年发现于坦桑尼亚西北部的奥杜威河谷。能人
与卢多尔夫人一样，同属于最原始的人属水平。头骨壁薄，尾嵴不明显。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为 637 毫升，比人类祖先
南方古猿高。
巨人（Homo ergaster，又译为东非直立人、匠人等，180 万至 140 万年前，东非、南非、格鲁吉亚）：巨人属于
非洲的直立人，是腿很长的双足行走动物，大概习惯长途跋涉。据称，匠人应该是后来世界各地其他人科的共同祖先。
直立人（Homo erectus，170 万至 30 万年前，阿尔及利亚、中国、爪哇）：出现于更新世早期的直立人主要分布
在非洲和亚洲，他们是第一个离开非洲的人科。直立人的脑容量很大，脑量为 900～1200 毫升，我国发现的蓝田人、
元谋人就属于直立人。直立人是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
先驱人（Homo antecessor，90 万年前，西班牙）：1997 年在西班牙阿塔普尔卡发现的先驱人是现代人和尼安德
特人的共同祖先。虽然化石发现于西班牙，研究者认为人属先驱种很可能形成于非洲，在大约 100 万年前向非洲以外
扩散，并最终发展成为尼安德特人。
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60 万至 10 万年前，欧洲、东非）：海德堡人是尼安德特人的直接祖先，他
们在欧、亚、非都有分布，是非常庞杂的一群。因为海德堡人年代和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曾被看作是欧洲直立人的
代表。
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20 万至 3 万年前，中东、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于 1856 年在德国尼
安德特谷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他们肌肉厚实，有突出的眉脊骨和后缩的额和下巴，男性高约 1.7 米，女性高约 1.6 米。
他们的脑量与现代人差不多。尼安德特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和西亚，后期曾和智人同时生活了一段时间，可能也是由于
和智人竞争失败而灭绝。
智人（Homo sapiens，20 万年至 10 万年前；现代人属于智人，为亚人种）：“智人”是指会制造工具的人。智
人身体的构造与直立人非常接近，但脑容量大得多。我们现代人就是智人，是人科现存的惟一代表，足迹几乎遍布整
个地球，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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