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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良貝貝」
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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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有着
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 7,200 萬年至 6,600 萬年歷史的化
石屬於一隻沒有牙齒的獸腳類恐龍，是迄今為
止科學記錄的最完整的恐龍胚胎。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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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雞胚胎發育過程姿勢演變

相。該化石出自中國江西贛州，有着至少 6,600 萬
沒有牙齒的獸腳類恐龍，保持的姿勢就像
雞正準備從蛋中孵化一樣，讓科學家
進一步了解恐龍胚胎孵化前是如何
今為止科學記錄的最完整
的恐龍胚胎化石，相關
研究亦同步發表在

該枚胎 恐化 龍石 胚從

頭到尾總長度估計為
27 厘 米 ， 蜷 曲 在 一 個 長
度為 17 厘米長形蛋化石中。
恐龍胚胎頭部位於身體下方，
腳在兩側，身體背部沿着蛋的鈍
端蜷縮着，姿勢與現代鳥類胚胎類
似，清晰展現了其存活時的狀態。而該
動作是鳥類所特有的孵化前收縮動作，被
認為是為了保證胚胎的孵化成功和提高生存
幾率。

《iScience》 雜
誌上。

中英加團隊研究發現屬竊蛋龍
由中國、英國、加拿大三國研究人員組成的研究團隊
解釋稱，「英良貝貝」被發現於中國江西贛州白堊紀晚
期地層。保存姿勢在已知的恐龍胚胎中是獨一無二的，
根據標本短高且無牙的頭骨，被確定胚胎屬於竊蛋龍
類。竊蛋龍類是一類身披羽毛的獸腳類恐龍，目前已知
來自亞洲和北美的白堊紀地層，牠們與現代鳥類關係密
切。其多變的喙部形狀和體型很可能使牠們具有廣泛的
食性類型，包括植食性、雜食性和肉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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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孵化前動作或遺傳自恐龍
通過將之與其他獸腳類恐龍、長頸的蜥腳類恐龍和鳥
類的胚胎進行比較，研究團隊提出，原本被認為是鳥類
所特有的孵化前不久產生的一系列的收縮姿勢，可能最
早是從幾千萬年或幾億年前的獸腳類恐龍中演化而來
的。更多胚胎化石的發現對於進一步檢驗這一假說有着
極其重要的作用。
來自香港的英國伯明翰大學博士生馬慧芯稱，恐龍胚
胎是最稀有的化石之一，它們中的大多數保存都不完
整，骨頭錯位。而「英良貝
貝」的發現令人興奮，它的保
存狀況非常好，研究人員可以
憑借它來回答很多關於恐龍生
長和繁殖的問題。「有趣的
是，這隻恐龍胚胎和雞的胚胎
在蛋裏的姿勢相似，這可能表
明了牠們在孵化前有着相似的
行為。」；中國地質大學的邢
立達副教授說，該恐龍胚胎是
2000 年左右由英良集團的董事
長劉良搜集的一批疑似蛋化石
中的一枚，2015 年被發現是一
枚重要的恐龍胚胎標本；愛丁
堡大學的史蒂夫．布魯薩特教
授表示，這個蛋裏面的恐龍胚
胎是他見過的最漂亮的化石之
一。「這隻出生前的小恐龍看
起來就像一隻蜷縮在蛋裏的小
鳥，這又一次證明了今天鳥類
的許多特徵最早是從牠們的恐
龍祖先中演化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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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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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蛋龍孵化圖

活動及與鳥類的關係。這是迄

江西出土福建亮相 至少 萬年前 蜷曲姿勢如現代鳥類

年歷史。化石蛋內蜷曲的恐龍胚胎，屬於一隻

長2米/高3米/最重33千克
竊蛋龍類是一類身披羽毛的獸腳類恐龍，目前已知來自亞
洲和北美的白堊紀地層，牠們與現代鳥類關係密切。其多變
的喙部形狀和體型很
可能使牠們具有廣
泛的食性類型，包
括植食性、雜食
性和肉食性。
資料來源：
百度百科

中國恐龍蛋巢化石
在美拍出 42 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的山東、廣東、河南、四川等地均曾有大規模恐龍蛋化石
群被發現。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枚珍貴的帶胚胎的整巢恐龍蛋化石，被走私香
港後運至美國，最終在 2006 年，以高出預估價將近一倍的 42 萬美元成
交。
綜合中外媒體報道，2006 年 12 月 3 日，寶龍伯得富拍賣行美國洛
杉磯分部舉行自然歷史物品拍賣專場，在拍賣會上，一枚 1984
年出土於中國廣東的恐龍蛋巢化石以近 42 萬美元的高價被拍
賣，大大超過22萬美元的原定價格。拍賣行發布的圖片顯
示，被拍賣的化石巢幾乎每一枚恐龍蛋內都含有恐龍
胚胎，該化石被認為是 6,500 萬年前的一種會飛行
的兇猛的掠食性恐龍。
中國遠古地理環境非常適宜恐龍生存，四
1. 霸王龍
川自貢、雲南祿豐、甘肅永靖、廣東河源
長14米/高6米/
與南雄、江西贛州、內蒙古二連浩
最重15噸
特、浙江東陽均有大量恐龍化石出
霸王龍即雷克斯暴龍，
土，但這些地方並未被大規模
屬暴龍科中體型最大的一
發現恐龍蛋化石。相反在山
種。生存於白堊紀末期的馬斯特
東萊陽、廣東河源、湖北
里 赫 特 階 距 今 約 6,850 萬 年 到
十堰青龍山、河南南
6,500 萬年時期。化石分布於北美洲的
陽西峽縣，則被發
美國與加拿大，是最晚滅絕的白堊紀恐龍
現了大量的恐
之一。
龍 蛋 化 石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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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良貝貝」的恐龍蛋化石，22 日在福建省科技館亮

史上最完整恐龍胚胎

中國發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一枚名叫

2. 三角龍 長12米/高4米/最重20噸

角龍科的植食性恐龍一屬，一種巨型四足植食恐龍。
化石發現於北美洲的晚白堊紀晚馬斯特里赫特階地層，約
6,500萬年前。三角龍是最晚出現的植食恐龍之一，同時也是
最強悍的植食恐龍，所以被作為晚白堊紀恐龍的代表。

3. 風神翼龍 長11米/高5米/最重0.25噸
是一種翼手龍，也叫披羽蛇翼龍，生存於晚白堊紀（坎潘階到馬斯特
里赫特階），約 8,400 萬年前到 6,500 萬年前，風神翼龍翼展超過 11 米
長，牠是人類已知最大的飛行動物，是先進而缺乏牙齒的翼龍類。
4. 薄片龍 長15米/最重7噸

 "

是生活在距今 8,500 萬至 6,500 萬年白堊紀晚期的海洋爬行動物，脖子的長度可達 6
米，四個鰭狀肢看起來就像船槳一樣，泅水像海龜一樣慢。雖然身體巨大，但牠的腦袋太
小，因此不可能對大獵物發起攻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冬奧張家口 700 氫能車就緒 每車每公里減排 1.2 千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張帥 張家口報道）隨着
冬奧會的腳步越來越近，一輛輛代表着中國新能源應
用先進水平的氫能源車輛也蓄勢待發。香港文匯報記

● 冬奧期間，張家口賽區預計投入近 700 輛氫能源汽
車。
網上圖片

者 22 日實地探訪冬奧會張家口賽區發現，冬奧期間，
張家口賽區將有近 700 輛氫能源汽車投入使用，與傳
統燃油車相比，平均每車每公里將降低 1.2 千克左右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純電動汽車相比，氫除發電外，
還可將剩餘熱能轉化為熱水，供車內乘客取暖使用，
大大節省了能耗，完美貼合綠色冬奧理念，有助於實
現中國「碳中和」和「碳達峰」的目標。
張家口市氫能與可再生能源研究院執行院長王賀武
透露，冬奧期間，張家口賽區預計有近 700 輛氫能源
汽車投入使用，其中，氫能公交車有 357 部。截至目
前，張家口共投運氫燃料電池公交車 444 輛，覆蓋城
區 9 條公交線路，累計運行里程超 2,100 萬公里，完成
載客量超 6,200 萬人次，是全國燃料電池公交運行數量
最多、最穩定的城市之一。

利用可再生能源製氫
目前北京冬奧會使用的都是「綠氫」，即利用可再

生能源（如風電、水電、太陽能等）製氫，過程完全
沒有碳排放，又被稱為「零碳氫氣」。不過，與用石
化燃料製氫的「灰氫」和用石化燃料製氫、同時使用
碳捕捉、碳封存的「藍氫」相比，「綠氫」成本更
高，且不具備「灰氫」和「藍氫」化工技術成熟、生
產規模大的優勢。王賀武透露，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
域的普及程度越來越高，相信未來 3 年至 5 年內將會實
現「綠氫」成本的大幅度下降。
王賀武表示，中國沿海地區潮汐能發電可以製成氫
能源。現在中國有 1 萬輛氫能源汽車，未來 4 年將迎來
迅速擴張，到 2025 年中國將達到 8 萬-10 萬輛的應用。
目標到 2025 年，氫能源汽車平均里程價格可以達到、
甚至低於傳統燃油車水平。除了大家都能看到的氫能
在車輛方面的應用，王賀武透露，氫還有很多其他應
用。比如熱電聯供，輸出電能的同時也輸出熱能。氫
還可以儲存，在用量較少的夏季儲存起來，冬天時便
可用於冬奧會，節能又環保。

作為冬奧會氫燃料電池的提供方之一，億華通動力科
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史建男表示，為本次冬奧會，特別
研發了耐低溫、抗高寒的氫燃料電池，可以保證零下三
十度的嚴寒環境中，車輛的快速啟動及安全行駛。與動
力電池相比，氫燃料電池更是具備超長續航里程、加氫
速度快、低能耗、零排放、無污染等特點。

冬奧場館將使用綠電
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大賽區 26 個場館全部使用綠
色電能，在奧運歷史上首次實現全部場館 100%綠色電
能供應。其實，冬奧場館使用的所謂「綠電」，是指來
源於張家口張北地區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電網試驗示範
工程產生的綠色電能。位於塞北的張北風電、太陽能發
電資源豐富，據悉每年可向北京輸送約140億千瓦時綠
色電力，供應北京市大約一成的用電量。今次北京冬奧
場館用上綠色電力， 奧運村內房間採暖用電亦全部來自
風力發電，從源頭上減少了場館碳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