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应海尔教授的邀请来到这

里!是希望开展一项僰猿的遗传学研

究 !通过
!

染色体
"#$

分析僰猿的

父系谱系!最终可以精确计算出他们

内部有多少年的差异!与黑猩猩是精

确的多少年前分开的!与我们人类的

祖先是多少年前分开的"他们的基因

有些什么独特的变化使得他们有了

较高的智慧"

目前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化石

证据和
"%$

数据估计人类祖先与僰

猿祖先大约
&''

万年前分化"如果有

更多僰猿的
(#$

数据"

实际上! 我们在复旦大学的团队

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做
!

染色体的研

究!比较全世界不同民族的
!

染色体

(#$

序列差异!把
!

染色体分出各种

类群!计算类群间的年代差异!从而重

建人类自然史" 这项工作是金力教授

于九十年代初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

中率先开展的! 那个时候只做了数十

人的样本! 发现包括东亚在内的全世

界人群都是二十万年内起源于东部非

洲的!因为非洲人的
!

染色体差异最

大" 东亚人的
!

染色体多样性由南向

北递减!说明东亚人是从南方来的"

我们走遍千山万水! 收集东亚和

东南亚各种民族和部落的
(#$

样本"

在
!

染色体
(#$

中! 我们解读出了

人类的起源和扩散# 人种的分化和融

合#民族的迁徙与发展#家族的兴盛与

衰落$$当人类对自己的历史了解更

多!才能对自己的未来更有把握"

在灵长类中! 一般没有尾巴的物

种称为猿"现存的猿类有两大类%小猿

和大猿"小猿是各种长臂猿!一般单列

为一个科! 是没有争议的" 而对于大

猿!传统做法是分为猩猩科和人科!猩

猩科包括红猩猩# 大猩猩和黑猩猩三

个属!而人科只有人类一个属"但是很

多进化学家怀疑! 把人科从猩猩科划

出来完全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做法"

一般来说! 动物界中在大约
)'''

万年以内演化形成的各个物种可以划

在一个&科'内" 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

只有不到
*+

的差异! 分化历史也不到

,''

万年! 显然不可能分属两个科" 所

以!人科与猩猩科合并了" 目前国际上

普遍采用的科名是&人科'(

-./010234

)"

其下再分猩猩亚科(红猩猩)和人亚科

(大猩猩#黑猩猩#现代人)"

但红猩猩和其他猩猩的分化年代

远超过
)566

万年!所以或许可以单列

一个科" 目前所知的人亚科早期成员

是近一千万年前非洲肯尼亚的纳卡里

猿!其形态与大猩猩很接近"但由于古

猿的基因组数据无法获得! 所以对古

猿的系属分类争议非常多"

在人亚科中! 分出了大猩猩族和

人族"很多被冠以&人'的物种!其实都

包含在人族之中" 根据目前的古生物

学发现! 最早的人族物种是发现于非

洲中部的沙赫人!距今大约
766

万年"

这显然已经早于人类与黑猩猩的分化

年代!所以黑猩猩自然在人族之内!而

且从形态上已经比沙赫人更进化!有

更大的脑容量" 既然沙赫人都已被称

为&人'!或许黑猩猩也应该被证明!不

能再称为&猩猩'!至少叫做&青猿'"实

际上中国古代所称的猩猩仅指红猩

猩!所以颜色有猩猩红" 所以!在人科

的大家庭中!僰猿是我们人类的近亲"

探访人类近亲!刚果僰猿乐园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钱钰

#!

新知

教育

李辉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现在!我正在东刚果的僰猿乐园
89.:3

;3 <.1.=.>

里!这是首都金沙萨西南郊的

一块世外桃源"几座山丘被茂密的丛林覆

盖着!流水潺潺!虫鸣鸟啼之声不绝!不时

传来几声僰猿的欢叫"其中的一面山披上

稀疏建了几栋平房!是保育员和科研人员

的工作和生活区"

这会儿!没人有空搭理我!十几个科

研人员都在实验室中忙着一件这里有史

以来从没发生过的事***抢救一个从树

上摔下来骨折的僰猿罗马米"对于生活在

热带丛林中的僰猿来说!从树上摔下来是

不可思议的"

罗马米是一个刚成年的男性僰猿!开

始进入叛逆的青春期" 但是!这个&蛊惑

仔'居然打了一个僰猿幼儿"这下!惹来了

众怒!被
)&

个雌性僰猿群殴!把拇指都打

烂了"罗马米拼命逃出来!蹿上
)&

米高的

树冠上$$可是他忘了受伤的拇指抓不

住树枝!重重地摔到地上!大腿骨折了"

刘贵今 中国驻南非前大使

最近两年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不

利影响! 金砖国家的经济出现下滑趋

势!增速放缓!特别是除中国之外的其

它一些国家更是明显地滑坡"这招致了

又一轮唱衰金砖国家的声音!西方的媒

体和学术界正面评价金砖的基本没有

了" 但是这种悲观情绪和负面论调!并

没有根据"

有一个小故事!吉姆+奥尼尔
)?

年

前首次提出
<@ABC

概念后不久! 有位

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在国际会议上把&金

砖国家 '翻成
D.:241 <E0FG

!与会老外

不知所云"但是&金砖'的中文译名后来

就家喻户晓了"这个名字本身反映了国

人对金砖给予的美意和期待"现在的经

济放缓并非金砖国家不行了!而是始于

国际金融危机包括一些发达转嫁危机

的自私政策的普遍性现象!以及周期性

的波动带来的暂时现象"

以南非为例" 南非是一个很有特点

的国家" 南非的经济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同时又具有一定特性的&二元经济'!前总

统姆贝基曾在多个场合称这个国家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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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不妨把它译成

&两国之国'!一国是指发达的白人正式经

济!另一个是落后的黑人的非正式经济"

如果你到南非去!一下飞机!你就会看到

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繁荣的现代化大都

市旁边或者里面都有大批的贫民窟"

新南非诞生后!

JKKL

年*

*66L

年!

南非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M

左右!

*''&

*

*''7

年能够达到
&M

!或者有一

个年份超过
&M

!一度势头良好"

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南非的

经济从
*''N

年起增长明显放缓"

但是!南非的经济自有其特色!那就

是低速和稳健" 南非从曼德拉开始起历

届政府一直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量入

为出!努力的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银行

的健康一度曾居世界前列!最近几年财

政赤字才有所上升"南非政府比较重视

教育#医疗#社保投入"

去年
JJ

月高盛投行发表了一项专

题报告! 他对新南非
*6

年的经济发展

进行了系统评估! 以大量数据和图表!

对未来
*6

年可期待的目标作了全面展

望!结论是%成就可观!挑战不少!前景

尚好"

金砖国家联盟的其他几个国家!中

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也同样如此!虽

然经济放缓!但却前景不错" 就目前金

砖国家之间的合作状况来看!金砖国家

的&金砖'并没有褪色!金砖国家合作也

将会加强和加快"

陈明哲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 !经

济学家对整个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 可以说!经济学家完成了某种

阶段性任务" 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的

发展! 其实是管理学者和企业家责无

旁贷的任务" 身为管理学者!我想问一

问国内的同仁!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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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去清华大学和大陆各地

商学院的院长们开会! 第一次深入了

解中国管理学者" 也让我开始关注中

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融合问题 "

这影响了我过去十五年所做的每一件

事情! 不管是在美国成立了全球华人

管理学者社群! 在沃顿商学院成立了

全球企业发展中心!都是如此"

文化双融不是

把中国管理学"美国化#

相对于西方的管理学来说!中国现

在的管理学还处于边缘地位"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关心西方管理

学的经典理论在中国如何落地"但是我

认为!现在更需要担忧的是管理学实务

会否脱离中国实际"包括国内一些顶尖

学者都提出!现在的管理学研究追求的

只是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

这一后果就是!我们的管理学在某

种程度上是走上了美国化的路"

但!从管理实务的角度来看!美国

自己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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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觉得

自己的这套管理学的体系和标准是最

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实际上!西

方和东方的管理体系完全不同"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西方的知识

界最初是在象牙塔里培养出来的" 而

中国从开始就讲究知行合一" 中国的

学者!定义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而西方

的学者则是授业解惑传道!完全相反"

再比如! 苏格拉底式对话被认为

是最好的教学方式!而中国最早的-论

语.也全部都是用对话的方式" 这可以

说是中西文化本身就是相融的"

研究和实务

向来都不是非此即彼

什么是理论和实务, 理论就是我

们知道为什么!但是什么都行不通" 实

务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什么

都行得通"

文化与对立#全球和本土#微观和

宏观 #竞争和合作 #主流和边缘 #盈利

和非盈利# 专业和非专业***我们首

先必须打破这种所谓的非此即彼 !提

升到有此必有彼!实现文化双融"

中国人的传统是 &道并行而不

悖'!每一个人顺着自己的兴趣发展你

的研究!这本身就是道"

其实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有很好的

互补性!中国有优厚的文化传统!西方

有系统化的知识和应用性的工具" 以

我所研究的动态竞争为例! 动态竞争

其实本身就代表着中华传统哲学和文

化与西方系统化的知识理论" 动态竞

争就是研究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之间

的关系" 宏观的是管理! 微观的是执

行!一个是动态性!一个是相对性"

用中国哲学的精华来解释动态竞

争!可以概括为如下"

动态竞争必须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 其实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以

对手的位置为思考的方式" 这个对手

可以是竞争者!可以是合作伙伴!甚至

也可以是朋友"

这一思想不仅可用于学术! 也可

用于企业管理!更可以用于人生" 美国

有个做电焊的公司! 过去一百年里这

家公司充分显示了文化双融的特性 "

它完全平衡了竞争和合作" 在内部!它

给员工的股份特别高!提供内部竞争!

同时又提供终身雇用! 使得各个利益

相关者能够平衡" 实际上这就展现了

所谓中国王道的精神" 而在员工高比

例持股并且终身雇佣后! 可以说是体

现了中国 -易经 .里所说 &群龙无首 '!

即没有领导的领导"

文化双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发展

出一个成功的事业生涯! 更重要的是

可以有一个非常充实的人生" 所谓文

化双融! 意味着每一个过程定位都需

要更广阔的包容性! 一方面要顺从当

下!另一方面还要有超越"

$作者为国际管理学会暨战略管

理协会终身院士%动态竞争理论

创始人& '

大学的重要!历来体现在其学术的生命力"而大学的文化!则历来都体现在校园里一场场高质量的学术报告和科研成果上# 国内外知名

学者在校园里的精彩演讲!正成为重要的学习资源"而国内的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远赴海外!参与重要的合作科研项目#求索之间!一扇扇窗

户次第打开# 通过校园这个平台!让我们认识新的世界#

管理学研究和实务中的

中西文化双融

金砖国家的(金砖#褪色了吗)

"现场研究报告#

僰猿的社会就是这样

一种女权主义盛行的社会%

也是一种母系社会%子女一

生都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群

体成员一起觅食 % 一起玩

乐%非常平和& 但若有人想

破坏规矩 % 雌猿们决不轻

饶&

僰猿其实属于黑猩猩属 ! 科学家

猜测由于刚果河的形成将他们分开 "

由于不会游泳! 僰猿只生活在刚果河

以南#桑库鲁河以北的丛林中"而所有

的黑猩猩都分布在刚果河以北 ! 被数

条更小的河流分成数个亚种! 从东到

西分别有黑脸黑猩猩#长毛黑猩猩#尼

喀黑猩猩#白脸黑猩猩等"僰猿与黑猩

猩在大约
J*6

万年前分化 ! 而我们智

人与直立猿人也是在大约
J76

万年前

分开的"

所以僰猿与黑猩猩的生物学差异

大致相当于我们与北京猿人之间的差

异" 这种差异是何其巨大/ 我们可以想

象!现代人与没有鼻尖和额角#只会用

简单打砸石器的猿人有着多大的差异"

所以! 当
JK??

年科学家开始关注僰猿

时!他们发现之前的观点错了!曾经被

叫做倭黑猩猩的这种人猿根本不是黑

猩猩!而是一种全新的物种"

僰猿与非洲麒麟
8PQ3R0S

一样!是上

天赐予刚果的瑰宝" 更由于他们的独特

社会文化!成了人类学家眼中的宝贝"

看看他们的近亲黑猩猩怎么生活"

黑猩猩群体都有一个男性独裁者!

所有的成员必须听命于它! 受尽欺压"

而僰猿的社会虽然也有首领!但是大家

和平相处!吃饱喝足以后!还亲亲嘴!做

做爱"僰猿和人类被发现与其它哺乳动

物都不一样! 性爱不仅限于发情期!也

大多不以繁殖为目的! 而只是为了娱

乐" 不过最近发现!一些阿拉伯狒狒也

有类似的行为"

僰猿的首领是如此平易近人"我的

朋友!在这里工作的杜克大学海尔教授

告诉我一个小故事%在野化训练的群体

中! 巴西归来
J&

年的马克斯无疑是首

领!有一次海尔扔了一个苹果在马克斯

脚边!四米外的一个幼猿看到了!而幼

猿的妈妈正背着身!这时马克斯默默地

走开了!把苹果留给了孩子"他知道!如

果他拿起苹果!孩子肯定会尖叫!然后

妈妈们就会围攻他" 同样的情况下!黑

猩猩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可能是他们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

改变了他们的基因! 僰猿的智力比黑

猩猩高很多" 除了人类以外的六种人

科动物中! 两种大猩猩的智力最高可

以达到四岁人类小孩的水平0 两种红

猩猩虽然进化史上距离人类比大猩猩

更远!但能达到大约五岁小孩的水平!

黑猩猩能达到六岁小孩水平! 而僰猿

居然能达到十岁"他们那么聪明!只可

惜不会说话" 在佐治亚大学里!科学

家曾经教僰猿坎济生火!坎济很快就

学会了" 在这儿的僰猿乐园里!他们

都用人类废弃的矿泉水瓶子装水喝"

僰猿是如此奇妙的动物!海尔开

玩笑地用 -小飞侠彼得潘 .的名字叫

他们 &潘彼得'

8

僰猿的拉丁文学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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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东刚果东部

省份的叛乱!可爱的僰猿遭受了池鱼

之殃 !被大量猎食 !从八十年代初的

十万多人口减少到现在的不足两万"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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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来自比利时的僰

猿救星克劳汀在金沙萨建立了这个僰

猿乐园!解救全世界被捕的僰猿!逐步

放归家园!并开展教育和科研工作"很

多僰猿是克劳汀从荷枪实弹的猎人甚

至叛军手中抢下来的! 大家都敬佩地

把这位女英雄叫做&僰猿母亲'"

现在!僰猿乐园里生活着
7'

多个

僰猿"乐园得到若干公益组织的资助!

今年把面积翻了一番! 可以让僰猿们

有更多的山林自由生活" 可是乐园也

面临着危机!我的朋友!杜克大学的谭

竞智告诉我! 中国的一些动物园正在

与刚果政府协商!希望以&熊猫模式'

租借僰猿! 把乐园里出生的僰猿送到

中国去"

但是!僰猿不是熊猫!他们有着自

己更多的思想"二战时盟军轰炸柏林!

动物园里的僰猿全部吓死了! 而神经

大条的黑猩猩却没事" 竞智他们非常

担心! 中国的小动物园会让僰猿住在

狭小的笼舍中! 甚至穿上衣服和游客

合影!僰猿会受尽恐惧#孤独和思乡之

苦"

或许! 全世界都应该学学西班牙

政府的做法! 授予所有的人科动物以

三项法律人权! 把他们当未成年人看

待!至少东西两个刚果政府应该如此"

僰猿必须生活在家乡东刚果"

我的朋友% 杜克大学

的谭竞智告诉我%中国的一

些动物园正在与刚果政府

协商%希望以*熊猫模式#租

借僰猿%把乐园里出生的僰

猿送到中国去+ 但是%僰猿

不是熊猫%他们有着自己更

多的思想&

长期以来% 人类认为

自己这个物种是如此的与

众不同 % 应该脱离于动物

界%是一个全新的类群& 然

而%随着系统生物学和进化

生物学的建立%生物学家认

识到人类依然属于灵长类

动物的范畴%与其他的猿类

有着很近的遗传关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