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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初，為躲避蒙

古準噶爾部的威脅，土

爾扈特蒙古人從東方遷

徙至俄羅斯的伏爾加河

流域，並在此建立土爾

扈特汗國，也就是今天

的卡爾梅克共和國。

卡爾梅克人在高加索地

區生活了五百年，到如今還

保持著黃種人的相貌，信仰

藏傳佛教。艾理斯塔是卡爾

梅克共和國的首都，也是歐

洲唯一的佛教城市。

街上隨處可見東方式的

斗拱飛簷建築，還有不少蒙

古式的、佛教的雕塑藝術作

品。十八世紀，沙皇俄國殘

酷奴役和控制土爾扈特人，

不但強加給他們沉重的徭

役，無休止的徵兵，還迫使

土爾扈特人改變民族的生活

形態與宗教信仰。

西元 1771 年，土爾扈

特首領渥巴錫率領人民起義

抗俄，並回歸中國。

經過浴血奮戰，3 萬餘

人的起義隊伍，終於順利到

達新疆伊犁，實現了回歸故

國的夙願。但仍有十幾個部

落兩萬多土爾扈特人無法及

時得知東歸中國的消息，被

沙皇軍隊圍困了十幾年，使

得他們至今仍留居俄羅斯。

上世紀二十年代，前蘇

聯開始對分散在蘇聯境內的

各個民族進行重新確認和劃

分，形成了現在由黃種人組

成的五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

區。史達林時期，卡爾梅克

共和國 1/3 的人口在大清洗

中被驅逐送往西伯利亞。

所有的宗教都受到迫

害，而佛教則幾乎徹底被毀

滅。寺院和寺廟被關閉或拆

毀，僧侶被處死或在集中營

消失。蘇共解體後，卡爾梅

克共和國恢復自治，許多年

輕人都對保護民族語言和傳

統感興趣，宗教信仰也重新

復甦。雖然定居在歐洲已經

幾百年，周邊也都是高加索

人種，但卡爾梅克人一直維

護著自己純粹的蒙古人種，

混血兒很少見。在語言與文

化上，卡爾梅克的後裔能講

蒙語，能使用中國的蒙文托

忒文，穿著蒙古族服飾，大

部分人信仰藏傳佛教，有自

己的喇嘛廟，保持著中國蒙

古人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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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美

最大的蝴蝶

是黑脈金斑

蝶，也叫帝

王蝴。

近年來，全球蜜蜂數量急劇

減少。而中國揚州大學的專家，

則目睹了一個可怕的現象：在華

東地區，從浙江到安徽一帶，內

勤蜂有如殭屍般成群離開蜂巢去

而不歸，集體走向亡命之途。

「殭屍蜜蜂」是如何形成

的？據媒體報導，臺灣大學昆蟲

學系教授，多年來致力於研究蜜

蜂消失原因的楊恩誠先生，受委

託為揚州大學設計實驗、探討

原因。據分析，蜜蜂有如殭屍般

成群出走蜂巢，是因為中了慢性

毒，禍端起於濫用農藥。

楊恩誠表示，這種情況很類

似「蜂群衰竭失調症候群」，美

國、歐洲也曾發生過類似現象，

而農藥被認為是主因之一。蜂群

衰竭失調，是指一個蜂巢的居民

突然消失，只剩下蜂后、蜂卵和

一些未成熟的工蜂。消失的蜜蜂

下落不明，相信是在遠離蜂巢的

地方孤獨地死亡。

農藥對蜜蜂的影響可分為急

性毒和慢性毒，蜂群衰竭失調症

候群屬於慢性毒。

院長康樂曾說過：「中國用世界

8% 的耕地，養活了世界 22% 的

人口，但也用了世界 47% 的農

藥。」「中國的耕地面積與美國

差不多，單位面積的平均使用農

藥量是美國的 4 倍。」

由於大量噴灑農藥，河南和

湖北交界的中華蜜蜂保護地桐柏

山，大量蜜蜂中毒。據不完全統

計，高達五分之三的蜜蜂死亡。

南華大學科技學院院長、養蜂專

家陳世雄表示：「蜜蜂大量死亡，

不是蜜蜂牠們家的事，而是和人

類息息相關。」

中共黨媒新華社 2010 年 4

月 20 日報導稱，愛因斯坦曾預

言：「如果蜜蜂從世界上消失了，

人類也將僅僅剩下 4年的光陰！」

因為，在人類所利用的 1330 種

作物中，有 1000 多種需要蜜蜂

授粉。如果蜜蜂太少了，糧、

棉、油料、瓜果的產出將無法保

障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這篇文章引述英國《獨立

報》2010 年 4 月 15 日報導說：

一些科學家表示，手機和其他高

科技裝置發出的輻射，也可能是

導致蜜蜂突然消失的原因，因為

手機發出的輻射干擾了蜜蜂的導

航系統，令牠們無法找到回蜂巢

的路。並由此導致全球農作物失

收，造成大規模的缺糧。

蜜蜂是大自然對人類最慷概

的饋贈，除了為農作物授粉，為

人類提供甜蜜的蜂蜜，據科學研

究顯示，蜂蜜還具有檢測空氣汙

染源頭的功能。

《蘋果日報》2019 年 3 月報

導，加拿大有研究發現，科學家

可以透過檢驗蜜糖中的金屬成

分，找出空氣汙染源頭。目前溫

哥華巿區有逾 1.7 萬個蜂巢，加

拿大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與志願團體

合作，檢測這些蜂巢蜜糖中的

金屬成分，結果發現小量的鉛、

鐵、鋅以及其他成分，相信是蜜

蜂傳播花粉時，從植物沾染回

來。研究指出，火山灰、河床、

煤碳中的鉛，同位素（isotope）

比例都不同，科學家可以透過檢

驗蜜糖中鉛的同位素比例，找出

空氣汙染源頭，該方法也可以大

大降低空氣檢測成本。

華東地區殭屍蜂的研究結果

顯示，蜂巢內殘留很低劑量的除

草劑、殺菌劑，應該是慢性毒損

害蜜蜂的神經系統，導致內勤蜂

往外出走。

楊恩誠解釋說：「蜜蜂中了

慢性毒，外觀沒有任何改變，但

探討牠的行為會發現變笨了。」

如果工蜂從幼蟲時就中毒，哪怕

是極低的劑量，十億分之一濃

度，都足以讓工蜂的神經數減

少，因為工蜂從幼蟲到成蟲，神

經數目是隨著日齡增加的，一旦

減少，蜜蜂在學習、記憶等行為

方面就明顯變差。

中國使用農藥的現狀怵目

驚心。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學院

文︱青蓮

蜜蜂，與人類生活息息相

關。在人類所利用的1330
種作物中，有 1000多種需
要蜜蜂授粉。愛因斯坦曾經

預言，如果蜜蜂消失了，留

給人類的時間僅有4年。蜜
蜂正在遭遇一場滅頂之災。

NGC 6240星系：NASA;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辛蒂

生命的回歸（二）

多倫多的帝王蝴蝶  

多倫多東區的士嘉堡區安大

略湖的懸崖邊，有一個以

各種鮮花而聞名的羅塞塔．

麥克萊恩花園，這裡有世界

上最美最大的蝴蝶黑脈金斑

蝶，也叫帝王蝴（monarch 
butterfly）。

夏秋時節，攝影師們經常駕

著大炮在花叢前守株待兔，拍攝

蜂鳥、蜂鳥蛾和蝴蝶。我正和攝

影師攀談時，公園裡有兩個掛牌

的人拿著撲蟲網路過。

攝影師告訴我他們是生物學

家，捕帝王蝶。他們要在蝴蝶的

細腿上貼一個白片。之後美國和

墨西哥的生物學家要看這些做了

標記的蝴蝶遷徙到了哪裡。而此

時，準備南飛的帝王蝶正在花園

中集結，花叢中絢爛的帝王蝶如

繁星般點綴在鮮花上，為不久的

遠航汲取最後的能量。

蝴蝶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嬌弱

美麗的代表，即使是體型較大的

美洲帝王蝶身重也僅約 6 克，彷

彿一陣清風都能把牠們吹得不知

去處。

有誰會想到，這弱小的生命

會集結成巨大的軍團，以比候鳥

還要強大的陣容，南北遷徙，秋

天要從美加邊境飛到距離超過

4000 公里的墨西哥！

在目前已知的二十多萬種蝴

蝶中，只有北美的帝王蝶才有遷

徙習性。

那麼科學家如何知道，美洲

南部出現的蝴蝶來自哪裡？

加拿大昆蟲學家、多倫多

大學士嘉堡分校的教授 Fred 

Albert Urquhart 從 1937 年開始

研究，用貼小片片的方式持續了

38 年，才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揭

示了帝王蝶遷徙的秘密！也令士

嘉堡成為認識帝王蝶遷徙的研究

中心，而這個花園至今仍是研究

帝王蝴蝶的場所。

1976 年 8 月他的研究在美

國《國家地理》雜誌上發表後震驚

了生物界，被稱為「20 世紀昆蟲

學的發現」，被世人評為「自然

界的奇蹟」。

在夏季中期，蝴蝶從卵到成

年的全過程只需要一個月左右，

蝴蝶的壽命在 60 ～ 70 天左右，

馬上可以產生下一代，只有秋天

生的蝴蝶才會進行遷徙。秋生蝴

蝶的壽命是 6 ～ 7 個月，所以帝

王蝶南遷可以一代完成。

我所看到的生物學家是麥

卡 洛 克（Betty McCulloch ） 與

Terry Whittam。繼Fred教授後，

他們從 2015 年在這個公園，尋

找蝶翼完整，橙色色調較深的帝

王蝶，這是秋天的新生蝶，還要

挑選其中個大的雄性蝴蝶，最有

機會成功飛越千山萬水。他們為

南飛的帝王蝶貼上小白片，每年

要做幾千個標記，讓墨西哥「蝴

蝶渡假村」的人尋找這些蝴蝶，

找到一隻可以得 5 美元，來檢測

和觀察帝王蝶的數量以及習性。

研究發現 88% 的帝王蝴蝶

樣本源於中西部五大湖區域。也

就是說，五大湖區是絕大多數帝

王蝴蝶的家鄉。（未完待�）

  
 蜜蜂消失  人類還有未來嗎？  

文︱藍月

由中國人組成的

歐洲國家 
文︱天羽

三個超級黑洞同在一星系

一般認為，超大質量黑洞在

一個星系中只有一個。但科

學家首次觀察到，在一個星

系，竟然包含了聚集在一起

的三個超大質量黑洞。

這個星系編號為 NGC 6240，

距離地球 3 億光年。科學家們認

為它是由兩個較小的星系相撞並開

始合併而產生的，形狀非常特殊。

通過極高空間解析度的觀

測，最新結果表明，在 NGC 6240

星系中心有三個超大質量黑洞。每

個黑洞的質量都超過 9000 萬個太

陽質量。所有三個黑洞都在小於

3000 光年的同一區域內找到。這

個小空間不到整個銀河系的百分

之一大小。

這是到目前為止，人類首次

在宇宙中發現如此集中的三個超

大質量黑洞。這一發現將使天文

學家能夠更多地瞭解星系如何隨

時間演化，尤其是宇宙中最大的星

系。過去，研究人員一直不瞭解這

些星系是如何形成的，因為它們的

大小無法用天文學家過去觀察到

的相互作用和合併類型來解釋。

研究人員說，這三個超大質

量黑洞最終可能會合併，並產生令

人難以置信的強大引力波，造成時

空波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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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結果表明，在 NGC 6240星系
中心有三個超大質量黑洞。

人類大量噴

灑農藥和使

用手機，可

能是蜜蜂消

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