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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2019年 1月 戊戌年 冬月 甲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元旦2 廿七3 廿八4 廿九5 小寒6 初一

戊戌 觜己亥 参庚子 井辛丑 鬼壬寅 柳癸卯 星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7 初二8 初三9 初四10 初五11 初六12 初七13 腊八

甲辰 张乙巳 翼丙午 轸丁未 角戊申 亢己酉 氐庚戌 房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庚子 壬子

14 初九15 初十16 十一17 十二18 十三19 十四20 大寒

辛亥 心壬子 尾癸丑 箕甲寅 斗乙卯 牛丙辰 女丁巳 虚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21 十六22 十七23 十八24 十九25 二十26 廿一27 廿二

戊午 危己未 室庚申 壁辛酉 奎壬戌 娄癸亥 胃甲子 昴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28 小年29 廿四30 廿五31 廿六

乙丑 毕丙寅 觜丁卯 参戊辰 井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生命的起源

地球形成于约46亿年前，经历了剧烈的形态变化。在激烈的电化反应中，

大量有机物质生成。

到了大约38亿年前，最早的单细胞生命产生了，这些生命被叫做古菌。

因为当时地球的环境与现在差异很大，古菌适应当时的环境，现在一般只能

发现于火山口、矿坑、海底裂缝等地点。

其后，古菌的基因组不断变异，演化形成了适应性更强的细菌、只能寄

生的无细胞生命病毒、以及有了真正的细胞核的真核单细胞生物。地球生命

的4个一级分类——“域”就形成了。

真核单细胞生物大约于22亿年前进化成多细胞生物，而后演化成4种多细

胞生物界：植物、黏菌、动物、真菌。整个真核域分出了6个二级分类——

“界”。难以相信动物和蘑菇最接近。我们人类属于动物界。



2019年 2月 戊戌年 腊月 乙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廿七2 湿地3 廿九

己巳 鬼庚午 柳辛未 星

庚子 壬子 甲子

4 除夕5 春节6 初二7 初三8 初四9 初五10 初六

壬申 张癸酉 翼甲戌 轸乙亥 角丙子 亢丁丑 氐戊寅 房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11 初七12 初八13 初九14 情人15 十一16 十二17 十三

己卯 心庚辰 尾辛巳 箕壬午 斗癸未 牛甲申 女乙酉 虚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18 十四19 元宵20 十六21 十七22 十八23 十九24 二十

丙戌 危丁亥 室戊子 壁己丑 奎庚寅 娄辛卯 胃壬辰 昴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25 廿一26 廿二27 廿三28 廿四

癸巳 毕甲午 觜乙未 参丙申 井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动物的演化

动物从古虫中分化出来，目前动物界的最原始类型是领鞭毛虫亚界的单

细胞动物。而其它动物都是多细胞的，属于动物亚界。

动物亚界在古生代早期就已经分化出数十个门，目前还存在32个门。最

早的多细胞动物是海绵门，细胞种类只有个位数，形态结构也很不固定。之

后又有了刺胞动物门的水母等旋转对称动物。在水母之后，普遍出现了两侧

对称动物。

两侧对称动物中，胚胎发育初期先出现口腔孔的叫做前口动物。大多数

无脊椎动物都属于前口动物。先出现肛门孔的叫做后口动物。海星之类的棘

皮动物、柱头虫之类的半索动物、以及我们人类所在的脊索动物，就是后口

动物。



2019年 3月 己亥年 正月 丙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廿五2 廿六3 廿七

丁酉 鬼戊戌 柳己亥 星

丙子 戊子 庚子

4 廿八5 廿九6 惊蛰7 初一8 妇女9 初三10 初四

庚子 张辛丑 翼壬寅 轸癸卯 角甲辰 亢乙巳 氐丙午 房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11 初五12 植树13 初七14 初八15 消费16 初十17 十一

丁未 心戊申 尾己酉 箕庚戌 斗辛亥 牛壬子 女癸丑 虚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18 十二19 十三20 十四21 春分22 十六23 十七24 十八

甲寅 危乙卯 室丙辰 壁丁巳 奎戊午 娄己未 胃庚申 昴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25 十九26 二十27 廿一28 廿二29 廿三30 廿四31 廿五

辛酉 毕壬戌 觜癸亥 参甲子 井乙丑 鬼丙寅 柳丁卯 星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从鱼到人

我们人类的骨骼中，最核心的是脊柱，撑起了我们身体的主干。脊柱由

33块椎骨连接而成，使脊柱可以自由弯曲，称为脊椎。除了人类，其它兽

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都有脊椎。脊椎里面有软性的脊索。有些

动物有脊索，但没有椎骨。这些动物都归属于脊索动物门。

脊索动物门分为头索亚门（文昌鱼）、尾索亚门（海鞘）、脊椎亚门。

脊椎动物中，终生用鳃呼吸的统称为鱼类。其实鱼类可以分成很多纲，在古

生代早期就纷纷演化形成了。包括盲鳗、甲胄鱼（现存七鳃鳗）、盾皮鱼

（灭绝）、软骨鱼（鲨和鳐）、棘鱼（灭绝）、辐鳍鱼（大部分鱼类）、肉

鳍鱼（总鳍鱼和肺鱼）。肉鳍鱼在泥盆纪演化成了四足动物。最早的四足动

物为两栖类，在石炭纪末期演化出爬行类和兽类。爬行类分出鳞龙与羽龙两

大类，翼龙、恐龙与现存的鸟类都属于羽龙类。而人属于兽类中的哺乳动物。



2019年 4月 己亥年 二月 丁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愚人2 廿七3 廿八4 廿九5 清明6 初二7 初三

戊辰 张己巳 翼庚午 轸辛未 角壬申 亢癸酉 氐甲戌 房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8 初四9 初五10 初六11 初七12 初八13 初九14 初十

乙亥 心丙子 尾丁丑 箕戊寅 斗己卯 牛庚辰 女辛巳 虚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15 十一16 十二17 十三18 十四19 十五20 谷雨21 十七

壬午 危癸未 室甲申 壁乙酉 奎丙戌 娄丁亥 胃戊子 昴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22 地球23 十九24 二十25❤ 廿一26 廿二27 廿三28 廿四

己丑 毕庚寅 觜辛卯 参壬辰 井癸巳 鬼甲午 柳乙未 星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29 廿五30 廿六

丙申 张丁酉 翼

甲子 丙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禽兽之间

兽类的祖先在古生代就从迷齿类两栖动物中演化出来了，因为头骨上有

固定的颧弓，而叫做合弓动物。最早的兽类是盘龙目，生活于古生代石炭纪

末期到二叠纪末期。盘龙背上有折扇状背页，可收缩以调节体温。第二种是

兽孔目，二叠纪前期出现，一直生活到中生代，最有名的是中生代三叠纪的

水龙兽。三叠纪的时候，兽孔目中的犬齿兽类就演化出哺乳类。

中生代，禽类（恐龙等）统治地球以后，兽类只能昼伏夜出，躲藏在地

洞或树丛中，形体变得很小。所以，现存兽类各类群中的原始种类都长得像

老鼠一样，比如负鼠、袋鼹、象鼩、树鼩、鼩鼱等。直到6500前年恐龙灭

绝，地球进入新生代，兽类才成为主角，繁盛起来。

现存的兽类分为卵生的原兽（鸭嘴兽和针鼹）、后兽（有袋类）、真兽。

真兽又分4个总目。非洲兽总目大部分分布在非洲，只有大象与海牛走出了

非洲。贫齿总目都分布在美洲，有犰狳等有甲目和食蚁兽、树懒等披毛目。

劳亚兽总目是大陆分裂时在劳亚古陆上形成的，最早的食虫目现有鼩鼱和刺

猬两类，偶蹄目有驼、鹿、牛、羊、猪、海豚、鲸等，奇蹄目有貘、马、犀

等，翼手目有蝙蝠，鳞甲目有穿山甲，食肉目有犬、熊、猫、鼬、海豹等。

灵长总目分为啮齿动物兔类和鼠类、灵长动物猿猴类。



2019年 5月 己亥年 三月 戊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劳动2 廿八3 廿九4 青年5 初一

戊戌 轸己亥 角庚子 亢辛丑 氐壬寅 房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6 立夏7 初三8 初四9 初五10 初六11 初七12 母亲

癸卯 心甲辰 尾乙巳 箕丙午 斗丁未 牛戊申 女己酉 虚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13 初九14 初十15 十一16 十二17 十三18 博物19 十五

庚戌 危辛亥 室壬子 壁癸丑 奎甲寅 娄乙卯 胃丙辰 昴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20 十六21 小满22 十八23 十九24 二十25 廿一26 廿二

丁巳 毕戊午 觜己未 参庚申 井辛酉 鬼壬戌 柳癸亥 星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27  f 廿三28 廿四29 廿五30 廿六31 廿七

甲子 张乙丑 翼丙寅 轸丁卯 角戊辰 亢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万物灵长

灵长动物从最原始的树鼩开始，就有了指纹这一最明显的独特标志。指

纹是一种触觉感官，可能刺激了我们大脑中部区域的进化。

现存的原始灵长动物——树鼩目和皮翼目，都生活在东南亚。皮翼目的

鼯猴发展出滑翔的能力。恐龙灭绝以后，灵长目兴盛起来，分化出卷鼻亚目

和简鼻亚目。卷鼻亚目中只有狐猴和懒猴两个总科。狐猴只分布在马达加斯

加岛上，是岛上除人以外唯一的灵长类。懒猴分布在沿印度洋的非洲与亚洲

森林中。两者分化于约6000万年前，正是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裂的

年代。

简鼻亚目最原始的是跗猴总科，形态略似懒猴，分布于东南亚岛屿森林。

新世界猴总科是美洲的猴类，保留了比欧亚非的旧世界猴总科更多的原始特

征。最明显的外在差异在于新世界猴的尾部能卷曲，有的甚至发达而可以卷

挂在树枝上，而旧世界猴的尾部不能卷曲，只会甩动。两者在4000多万年

前分化。

约3300万年前，从旧世界猴中演化出了最早的猿类——原康修猿，他们

的尾巴萎缩消失了。2000多万年前，猿类演化成两个分支：小猿——长臂

猿科、大猿——人科。



2019年 6月 己亥年 四月 己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儿童2 廿九

己巳 氐庚午 房

庚子 壬子

3 初一4 初二5 环境6 芒种7 端午8 初六9 初七

辛未 心壬申 尾癸酉 箕甲戌 斗乙亥 牛丙子 女丁丑 虚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10 初八11 初九12 初十13 十一14 十二15 十三16 父亲

戊寅 危己卯 室庚辰 壁辛巳 奎壬午 娄癸未 胃甲申 昴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17 十五18 十六19 十七20 十八21 夏至22 二十23 廿一

乙酉 毕丙戌 觜丁亥 参戊子 井己丑 鬼庚寅 柳辛卯 星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24 廿二25 廿三26 廿四27 廿五28 廿六29 廿七30 廿八

壬辰 张癸巳 翼甲午 轸乙未 角丙申 亢丁酉 氐戊戌 房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人类近亲

人科最早的一个类型叫做森林古猿亚科，与小猿一样在森林中树栖，但

是食性与生活方式更多样化，渐渐演化成各种形态。

约1600万年前，人科动物分化成了猩猩亚科与人亚科。猩猩亚科适应亚

洲南部的雨林环境。而人亚科更适应非洲多变的草原与森林环境。由于突变

和正选择的原因，猩猩亚科的物种两性之间的体积差异较大，成年男性远大

于女性，使得男性体力有压倒性优势，其性行为无须与女性协商，因此没有

了群居的基础。而人亚科的两性差异不大，所以其中各物种基本是群居的。

猩猩亚科中出现了著名的西瓦古猿、禄丰古猿，以及人科中的庞然大

物——巨猿。人亚科在大约1000万年前分化成了金刚族的大猩猩类，以及

人族动物。人族在约500万年前分化，分别向人类与黑猩猩发展。

现存的人科动物一般分为7个物种：苏门答腊岛北部（多峇湖以北）的长

毛猩猩、苏门答腊岛中南部和婆罗洲的短毛猩猩、刚果河东的东部大猩猩、

刚果河西北的西部大猩猩、刚果河套之外的黑猩猩、刚果河套之内的僰猿，

以及我们人类。

人科动物都有很高的智商，僰猿甚至可以达到人类十岁的平均智商水平。



2019年 7月 己亥年 五月 庚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建党2 三十3 初一4 初二5 初三6 初四7 小暑

己亥 心庚子 尾辛丑 箕壬寅 斗癸卯 牛甲辰 女乙巳 虚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8 初六9 初七10 初八11 初九12 初十13 十一14 十二

丙午 危丁未 室戊申 壁己酉 奎庚戌 娄辛亥 胃壬子 昴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15 十三16 十四17 十五18 十六19 十七20 十八21 十九

癸丑 毕甲寅 觜乙卯 参丙辰 井丁巳 鬼戊午 柳己未 星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22 二十23 大暑24 廿二25 廿三26 廿四27 廿五28 廿六

庚申 张辛酉 翼壬戌 轸癸亥 角甲子 亢乙丑 氐丙寅 房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29 廿七30 廿八31 廿九

丁卯 心戊辰 尾己巳 箕

丙子 戊子 庚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人类萌发

与大猩猩分化以后的人族动物是最广义的人类概念。目前一共发现了8个

属，除了人属，其它属全部没走出非洲。

最早的图迈人属生活于约700万年前，也叫沙赫人，2001年末发现于乍

得。图迈人可能是人族演化早期的一个旁支，还保留了一些大猩猩的特征，

也有人类与黑猩猩共同祖先的一些特征。

约600万年前，生活于肯尼亚的图根山的千禧人属，因为发现于2000千

禧年，所以被称为千禧人。从形态上看，千禧人显然已经是直立行走的了，

很可能是在人类进化的主干上。由于从基因组计算得出人类与黑猩猩大约分

化500万年，千禧人仍可能是其共同祖先。

约580万年前演化出的地猿属，有着过长的前肢，各种特征与黑猩猩相似，

应该是黑猩猩的祖先。

约550万年前出现的南方古猿属应该也是千禧人的后代。南猿分化出很多

物种分支，大部分种类的南猿的直立行走能力渐渐退化，包括曾被称为“人

类老祖母”的阿法南猿“露西”。其中一个分支演化成了具有强大咀嚼力的

食草类群傍人属。另一个分支在约360万年前演化出了杂食性的平脸人属。

我们所属的真人属大约出现于260万年前，可能与平脸人属亲缘关系最近。



2019年 8月 己亥年 七月 辛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建军2 初二3 初三4 初四

庚午 斗辛未 牛壬申 女癸酉 虚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5 初五6 初六7 七夕8 立秋9 初九10 初十11 十一

甲戌 危乙亥 室丙子 壁丁丑 奎戊寅 娄己卯 胃庚辰 昴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12 十二13 十三14 十四15 中元16 十六17 十七18 十八

辛巳 毕壬午 觜癸未 参甲申 井乙酉 鬼丙戌 柳丁亥 星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19 十九20 二十21 廿一22 廿二23 处暑24 廿四25 廿五

戊子 张己丑 翼庚寅 轸辛卯 角壬辰 亢癸巳 氐甲午 房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26 廿六27 廿七28 廿八29 廿九30 初一31 初二

乙未 心丙申 尾丁酉 箕戊戌 斗己亥 牛庚子 女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三次出非洲

真人属内部的分类比较复杂，曾被分出十多个物种。这种分类并没有太

多生物学的依据，是一种古生物学传统的临时分类。对于人类这样机体复杂

程度较高的动物，生殖隔离依然是物种识别的重要标准。比较现代人与尼安

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人类学家发现在现代人中有另两者的混入成

分。非洲以外现代人中均有约2%的基因组成分来自尼人，在澳大利亚、新

几内亚土著中有近7%的成分来自丹人。北亚地区的古DNA研究又证实了尼

人与丹人的混血。这说明三者之间没有生殖隔离，他们都属于智人物种，之

间是亚种区别。三者都源于约100~6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所以智人物种应

该包括早期的海德堡人、中期的罗德西亚人，甚至更早的先驱人。以这种分

化的时间尺度推断，真人属中可以鉴定的物种可能只有能人、直立人、智人，

其它古人种的定义可能都是这三个物种内的亚种甚至地理种。

约260万年前能人出现，约190万年前分化出卢道夫亚种与直立人物种的

匠人亚种。匠人用了近50万年时间取代能人。约175万年前，部分匠人走出

非洲，从西亚进入东亚，成为东亚的各种直立人亚种。其中一支直立人隔离

于印尼东部的弗洛勒斯岛而演化成约1米高的小矮人种。

100多万年前，匠人中突变出了智人。海德堡智人生活于温暖时期，身高

发育到了195~215厘米。约80万年前智人走出非洲，在欧亚大陆扩张，用

了数十万年取代直立人。约70万年前，全球开始进入冰期，漠南非洲、欧

亚西部与东部三地被隔离，智人渐渐分化成罗人、尼人、丹人三个亚种。

约20万年前，非洲罗人中突变出现代人，约7万年前又走出了非洲。



2019年 9月 己亥年 八月 壬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初三

辛丑 虚

甲子

2 初四3 抗战4 初六5 初七6 初八7 初九8 白露

壬寅 危癸卯 室甲辰 壁乙巳 奎丙午 娄丁未 胃戊申 昴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9 十一10 教师11 十三12 十四13 中秋14 十六15 十七

己酉 毕庚戌 觜辛亥 参壬子 井癸丑 鬼甲寅 柳乙卯 星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16 十八17 十九18 二十19 廿一20 廿二21 廿三22 廿四

丙辰 张丁巳 翼戊午 轸己未 角庚申 亢辛酉 氐壬戌 房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23 秋分24 廿六25 廿七26 廿八27 廿九28 三十29 初一

癸亥 心甲子 尾乙丑 箕丙寅 斗丁卯 牛戊辰 女己巳 虚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30 初二

庚午 危

壬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现代人地理分化

从20万年前起，现代人生活在非洲，尼人生活在欧亚西部，丹人生活在

欧亚东部，三者势均力敌，很难突破分界线。偶有现代人进入西亚地区，也

最终被消灭。直到大约7.4万年前，一场多峇巨灾打破了平衡。苏门答腊岛

的多峇火山爆发，达到了近一千倍维苏威火山爆发的当量。由于浓厚烟尘遮

蔽了阳光，大气降温，地面积雪，全球进入盛冰期，大量动植物种群灭亡。

尼人与丹人几乎灭绝，仅极少数山谷中残余数百个体。这为现代人的扩张扫

清了道路。非洲有较好的气候，幸存的数千现代人迅速繁衍扩张，向四周漫

延。约7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西亚，并很快占领东半球。约3万年前，丹人

与尼人被始终抢占先机的现代人挤压生存空间而灭绝。

到达不同区域的人群彼此相对遗传隔离，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基因累

积突变，形成了不同的地理种。在东非和南非分萨瓦纳草原上继续采集狩猎

的人群发展成了体脂比例较高的布须曼人。进入中非雨林的人群由于空间狭

小、食物匮乏，发展成身高不到130厘米的俾格米人。北上走出非洲的人群

分成了两支。其一为黑人分支，大约5万年前分别向东西方向分化，西迁到

西非平原的成为大黑人，东迁到东南亚雨林的成为小黑人。另一分支中，沿

海岸线东进，在6万年前到远东沿海和澳洲的，适应热带季风气候成为澳大

利亚种，留在西亚的适应地中海气候成为高加索种。西亚人群在约4万年前

向东分化出一支人群，并分别南下和北上绕过青藏高原。南线人群从缅甸进

入中国，适应温带季风气候成为东亚主流的蒙古利亚种。北线人群进入中亚

与北亚，渐渐与南线人群混合。北亚部分人群在约1.5万年前，趁着冰川消

融过程中白令陆桥开通而进入美洲，成为亚美利加种。不同的地理种长期隔

离，演化出了不同的Y染色体主干群，其基本地理分布甚至保存至今。



2019年 10 月 己亥年 九月 癸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国庆2 初四3 初五4 初六5 初七6 初八

辛未 室壬申 壁癸酉 奎甲戌 娄乙亥 胃丙子 昴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7 重阳8 寒露9 十一10 十二11 十三12 十四13 十五

丁丑 毕戊寅 觜己卯 参庚辰 井辛巳 鬼壬午 柳癸未 星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14 十六15 十七16 十八17 十九18 二十19 廿一20 廿二

甲申 张乙酉 翼丙戌 轸丁亥 角戊子 亢己丑 氐庚寅 房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21 廿三22 廿四23 廿五24 霜降25 廿七26 廿八27 廿九

辛卯 心壬辰 尾癸巳 箕甲午 斗乙未 牛丙申 女丁酉 虚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28 寒衣29 初二30 初三31 初四

戊戌 危己亥 室庚子 壁辛丑 奎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东亚民族聚合

约5万年以来进入东亚的数支现代人在各地散布开来，在冰期过着原始的

狩猎采集生活。约1.2万年前冰期结束，温带动植物开始繁盛，人类食物来

源增加，人口大幅增长。增长的人口积累了技术与文化，各地很快发明了农

业。1万多年前，中国南方沅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人们驯化了水稻，北方

桑干河流域的人们驯化了小米。农业给人们带来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分散

的人群向农业核心聚合，在各个区域形成了人群、语言、文化的稳定共同体。

所以早期的民族、语系与考古区系是对应的。

汉藏语系起源于桑干河流域的磁山文化及上游大同境内的前体人群，之

后南北分化为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苗瑶语系起源于湖广地区的高庙文化。

南亚语系可能起源于四川盆地。南岛语系起源于江浙早期的马家浜文化。侗

傣语系起源于江浙稍晚的良渚文化。芬兰-乌拉尔语系起源于辽西的赵宝沟

文化。由于气候变动，人群迁徙，族群之间发生了竞争，造成了融合与外迁。

早期外迁的南岛、南亚、古亚、芬乌族群的文化渐行渐远。而长期在中国内

地的汉藏、苗瑶、侗傣、匈羯族群语言发生大量交融，从周代至汉代，演化

出了声调，变成了无需时态语态的分析语。



2019年 11 月 己亥年 十月 甲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初五2 初六3 初七

壬寅 娄癸卯 胃甲辰 昴

丙子 戊子 庚子

4 初八5 初九6 初十7 十一8 立冬9 十三10 十四

乙巳 毕丙午 觜丁未 参戊申 井己酉 鬼庚戌 柳辛亥 星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11 下元12 十六13 十七14 十八15 十九16 二十17 学生

壬子 张癸丑 翼甲寅 轸乙卯 角丙辰 亢丁巳 氐戊午 房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18 廿二19 廿三20 廿四21 廿五22 小雪23 廿七24 廿八

己未 心庚申 尾辛酉 箕壬戌 斗癸亥 牛甲子 女乙丑 虚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25 廿九26 初一27 初二28 感恩29 初四30 初五

丙寅 危丁卯 室戊辰 壁己巳 奎庚午 娄辛未 胃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汉藏同源

约8~6千年前，桑干河流域的小米种植人群渐渐增多，向外扩张寻找更多

可耕地。约8千年前向南扩散额人群延伸到了黄河流域，发展出裴李岗—仰

韶文化。约6千年前向北扩散的人群延伸到西辽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赵宝

沟文化人群，发展成了红山文化。汉藏语系的最初分化就此开始。南下人群

奠定了藏缅语族基础，北上人群奠定了汉语族基础。在红山文化最高规格墓

葬人骨中检测到了汉族最主流的Y染色体类型O-M117。

约5400年前，气候转冷，红山文化人群南下，跨过涿鹿的桑干河，可能

渐次征服了各地人群，民族发生大融合。因此，5300年前左右，中国各地

的文化多发生巨变。中原的仰韶文化西迁，征服了甘青的大地湾文化，形成

马家窑文化。湖广的大溪文化变成屈家岭文化。江浙的崧泽文化变成良渚文

化。各地多开始如红山文化一样大量用玉，也出现了许多同样的刻符。仰韶

西迁使汉藏语系最终分化。汉语族成为东部主流，藏缅语族成为西部主流。

约4400年前，可能由于来自良渚的齐家文化入侵，马家窑文化终结，部

分藏缅人群南迁，发生了第一次分化。约3600年前的夏商之战，约3000年

前的商周之战，以及约2600年前的秦羌之战，使藏缅分化成了6个主要的语

支。

而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使汉语族分化成了秦、齐、楚3个主要语支。



2019年 12 月 己亥年 冬月 乙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初六

壬申 昴

丙子

2 初七3 初八4 初九5 初十6 十一7 大雪8 十三

癸酉 毕甲戌 觜乙亥 参丙子 井丁丑 鬼戊寅 柳己卯 星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9 十四10 十五11 十六12 十七13 十八14 十九15 二十

庚辰 张辛巳 翼壬午 轸癸未 角甲申 亢乙酉 氐丙戌 房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16 廿一17 廿二18 廿三19 廿四20 廿五21 廿六22 冬至

丁亥 心戊子 尾己丑 箕庚寅 斗辛卯 牛壬辰 女癸巳 虚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23 廿八24 廿九25 圣诞26 初一27 初二28 初三29 初四

甲午 危乙未 室丙申 壁丁酉 奎戊戌 娄己亥 胃庚子 昴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30 初五31 初六

辛丑 毕壬寅 觜

甲子 丙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汉族南下

汉语五千多年前就已南下，并深度影响了长江流域的上古苗瑶语和侗傣

语，但早期汉语并未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秦汉时期对南方的征伐使汉语渐

渐强势。而后来中原的历次战乱使汉族大量人口南下，将其基因与语言文化

带到了江南和岭南。特别是东晋、晚唐、南宋的三次大规模南迁，是汉族的

南方基因组与北方基本相同，而显著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虽然历史上北方

的汉族人群受到外族影响巨大，但在人口比例上汉族占绝对优势，因此汉族

各地基因组基本一致，特别是Y染色体。

迁到各地的人群因为交流沟通减少，语言渐渐演变分化，形成诸多方言

语种。目前汉语的各主要方言种基本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而分化形成的。

五代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官话，北汉形成了晋语，吴越形成了吴语，南唐形成

了赣语与客家话，闽国形成了诸闽语，南汉形成了粤语，楚国形成了湘

语……

各方言因为移民来源不同，分属于秦、齐、楚三个语支。秦语支丢失了

浊辅音，却保留了复杂的韵母系统。楚语支保留了复杂的浊辅音，而丢失了

双元音韵母和复杂的韵尾。齐语支有其独特的演化方向，最有特色的是翘舌

音变成了普通舌尖塞音[d,t]。

汉族虽然内部有诸多差异，但相对外族在基因、语言、文化诸多方面保

持了最大的一致性，更由于政权统一时间长，内部认同强，因此稳定地维持

为同一个民族。



2020年 1月 己亥年 腊月 丙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元旦2 腊八3 初九4 初十5 十一

癸卯 参甲辰 井乙巳 鬼丙午 柳丁未 星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6 小寒7 十三8 十四9 十五10 十六11 十七12 十八

戊申 张己酉 翼庚戌 轸辛亥 角壬子 亢癸丑 氐甲寅 房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13 十九14 二十15 廿一16 廿二17 小年18 廿四19 廿五

乙卯 心丙辰 尾丁巳 箕戊午 斗己未 牛庚申 女辛酉 虚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20 大寒21 廿七22 廿八23 廿九24 除夕25 春节26 初二

壬戌 危癸亥 室甲子 壁乙丑 奎丙寅 娄丁卯 胃戊辰 昴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27 初三28 初四29 初五30 初六31 初七

己巳 毕庚午 觜辛未 参壬申 井癸酉 鬼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吴侬软语

江浙地区自古有着独特的文化区系。史前为原始南岛-侗傣语的分布区，

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马桥文化等考古时

期。至今上海南郊与丽水若干地区方言还保留了侗傣语特色的缩气塞音与大

量侗傣语词汇。

春秋时期越国民众普遍使用侗傣语，当时留下的《越人歌》就记录了这

种语言。而上层开始使用吴国从西部带来的汉语楚方言。越王政令《维甲令》

（维甲修内矛赤鸡稽繇方舟航买仪尘治须虑亟怒纷纷士击高文习之于夷

宿之于莱致之于单）中就出现了越汉词汇夹用的现象。这可能是现代吴语的

起源。

秦汉以后北方汉族陆续迁入，吴方言渐渐稳定并分化。从北向南的迁徙，

在江浙内部形成两条路线，各分化出三个方言区。西线为宣州-婺州-处衢，

东线为太湖-台州-东瓯。东线方言之间甚至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北方移民的增多也使吴语中的汉源词汇渐渐增多，但这种词汇的改换始

终基于早期楚方言的语音——简化的韵母结构。可能由于江浙经济发展较快，

特别是南宋以来，吴语发音倾向于音节短促以提高效率，因此把所有延长发

音时间的双元音和鼻音韵尾都简化成更多样的单元音或颚化音。在北部吴语

（太湖方言区）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甚至进一步取消了影响音节时长的

舒声与入声的音长区分，也取消了入声的塞音韵尾的必需性，代之以不同的

元音，使元音音位大幅增加。上海奉贤区的偒傣话甚至发展出了20个元音音

位，成为世界上元音最多的语言。偒傣话书面形式是发展自楚篆的锦带书。



m冒 ɓ报 b暴 pʻ泡 gv柜 kf̒ 块 f欢 v换 w喂

n闹 ɗ到 d道 tʻ套 dz早 ts 草̒ s少 z召 l老

ɲ绕 ʄ叫 dʑ乔

tɕ焦

tɕ̒ 巧 ɕ小 ʑ效 j要

ŋ咬 ʔ奥 g告搞 kʻ靠 h好 ɦ号

mj庙 ɓj表 bj瓢 pʻj票 ɗj吊 dj条 tʻj跳 vj覅 lj料

ɑ介 ɤ牛 i几 ɔ夭 ø干
an长
æn咹

ɒn昂 ˉ阴上饱 ˊ阳上抱

a白 ʌ黑 ɪ及 ɒ恶 œ夺ɶ
儿

ən恩
ʌn仍

on翁 ˜阴去鲍 ˇ阳去刨

ɛ兰 e专 ɿ水 ʊ画 y于
ɪn因 ʏn云 ˋ阴平包 ˆ阳平跑

æ夹 ə合 u巫 o谷 ʏ月
m亩 ŋ五 ˈ阴入博 ˚阳入薄

上海奉贤金汇偒傣话——世界上元音最多的语言

DÔNÐÄC: A language with the largest vowel inventory in the world.          Science 2012, 335:657c.



我的故事



己
亥2019
y ʏ ɿ u
i ɪ ɤ ʌ
e ə ʊ o
ɛ æ ø œ
ɑ a ɔ ɒ

世界上元音最多的语言
偒傣话的20个元音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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