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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selection and social selection can exer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degeneration of human
ancestors’ terminal hair. Terminal hair of human ancestor began to degenerate with the change of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change of climate and source of food, sexual selection, and standard of
group select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selection can promote degenerating process of human ancestors’ terminal hair so that they are capable of adapting to the alteration of external natural environment, whereas mechanism of social selection can help these ancestors to realign the selection manner and ensure individuals within the group can acclimatize the group’s existing environment and meet the group’s cultural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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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类皮毛退化的过程中，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都会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气候、食物来源等若干自然因
素的变化以及性选择与群体选择标准的改变，早期人类的体表毛发开始逐步褪去。自然选择机制能够促
使早期人类更为有效地退掉体表毛发以更加适应外部自然环境的变化，而社会选择机制则能够帮助早期
人类更加适应群体的生存环境、更加符合群体的文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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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进化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无疑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
段，自然选择在种群的生存与灭亡以及人体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南方古猿的出现
与消失以及该物种身体结构的变化显然受到了自然选择的影响。非洲地质结构发生的显著变化、东非地
区(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一带)的地面隆起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东非降雨量的变化使得该地区的植物，尤其是
植物的果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参阅理查德·利基所写的《人类的起源》)，原来若干多汁质软的果实
很有可能逐渐由于降雨量的下降而消失或者是其中一部分逐渐变为了汁液更少的坚果(这只是一种推测)，
而那些枝叶茂密的丛林以及新鲜多汁的植物开始随着气候以及降雨量的变化而变得稀少，当时东非地区
所能吃到的食物更多地表现为一些汁液稀少的植物或植物根茎。食物的变化开始逐渐促使类人猿的牙齿
结构发生变化，正像理查德·利基以及其他一些人类学家所推断的那样，南方古猿中一部分的犬齿开始
变小，而颊齿的齿面开始变得越发平缓，越发能够咀嚼磨碎坚硬少汁的坚果或植物根块，而那种犬齿较
大且颊齿菱角分明、较为锋利的类人猿则很难适应这种食物质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外界的
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不同类别类人猿的生存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那些能够更加适应外界环境变化(例
如，以逐渐改变牙齿外形的方式来适应水果质地的变化进而谋求生存)的类人猿显然能够在环境变化的过
程中生存下来，而那些没能做出有效的适应性改变的类人猿则最终消失。
而在物种繁衍的过程中，社会选择显然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达尔文在介绍性选择这一
社会选择方式时，明确阐述了性选择在人类繁衍与进化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人类会根据异性的很
多重要特征来对其进行挑选，对于女性来说，那些身强体壮、捕猎能力更高或者更加迷人的男性更容易
成为她们的伴侣，而对于男性来说，那些更加漂亮的女性则更容易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体毛的多寡与
颜色以及身体的健康状况或体态都能够成为性选择的主要凭依标准[1]。在早期人类皮毛退化的过程中，
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也同样会发挥重要作用。有的学者从自然选择的角度出发，对早期人类的皮毛退化
进行了解释，而另外一些学者则重点阐述了社会选择对于人类皮毛退化所产生的影响。对自然选择以及
社会选择在早期人类皮毛退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相关作用进行考察，将有利于帮助我们进一步揭示不同类
别的选择方式以及不同的影响因素在早期人类皮毛退化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对皮毛退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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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然选择方式进行分析，我们将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气候与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植被以及其他食物来
源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饮食结构与生存方式的变化对于皮毛退化的早期阶段所产生的影响，而在
皮毛退化的后期，包括性选择与群体选择在内的社会选择方式则显然能够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接下来
的讨论将使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早期人类皮毛退化的不同阶段，两种选择方式的重要程度是完全
不同的，在皮毛退化的早期阶段，自然选择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在皮毛退化的后期，社会选择则
要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对于人类这样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而言，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总是会在演化
过程中交织在一起而共同发挥作用，在皮毛退化这一问题上，两类选择方式综合发挥作用的现实也同样
存在，只不过在早期人类皮毛退化的不同阶段，对于两类选择方式的侧重则显得大有不同。

2. 早期人类皮毛退化——一个基于自然选择的解释
库尔特·斯坦恩在对人类毛发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人类毛发之所以会退化
是为了能够更加适应外部温度的变化。斯坦恩指出，人类的大脑在人类演化过程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而大脑所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精密但无法忍耐高温(温度一旦超过 40 摄氏度，人类的大脑便会受
到威胁)，为了能够确保大脑的健康与安全，人体一定要能够及时散热，然而当人体表面覆盖一层浓密体
毛时，人体的热量是很难散发出来的，人体毛发将体表完全遮盖以至于体表的汗液完全没有办法及时蒸
发，而当体表汗液无法及时蒸发时，早期人类的体温便没有办法及时下降，长期体温过高很容易损伤大
脑。为了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身体温度进而保持大脑的健康，人类开始逐渐将皮毛褪去。皮毛的退化固
然会使祖先丧失一层保护身体与遮蔽体表的屏障，但却能够使其更为有效地控制体温并保护大脑。因此，
干燥炎热的环境使早期人类逐渐褪去了皮毛，因为只有将皮毛褪去才能够更加适应当时的外部环境，而
那些没有能够及时退掉皮毛的类人猿则很容易被自然选择机制所淘汰[2]。
这样一种说法显然有其论据支撑。阿多瓦西奥在其著作当中曾经写道，170 万年前非洲长时间的持
续干旱使该地区的很多地方变为了一个半干旱区，随着降雨量的下降，该地区的林地逐渐减少而开阔地
则逐渐增多，而在这种环境当中，匠人(Homo Ergaster)存活了下来[3]。理查德·利基在其所写的《人类
的起源》当中，则指出在 1500 万年到 1200 万年前这段时间之内，非洲的地质结构、气候与降水以及地
表植被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东非地区地形的变化使得该地区的气候发生了重大改变，镶嵌式的生态环境
就此出现。在这种环境当中，降水量降低与气温升高显然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长有浓密皮毛则显然
不利于类人猿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同样是在阿多瓦西奥所写的《看不见的性别》这部书当中，作者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观点明显不同
的看法。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对环境的变化、直立行走以及直立行走所带来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并且指
出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的“婴儿依然会抓紧母亲的长毛，因为想必她们还生有长毛”[3]。也就是说，作
者认为在环境发生变化且人类祖先能够通过直立行走以及其他多种方式来适应这种变化时，其身体上的
皮毛还没有褪去或没有完全褪去。换句话说，降水量的减少以及气温的升高可能并不是早期人类褪去皮
毛的关键原因，其他一些原因在早期人类皮毛退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更加关键。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人类在动物皮毛以及人类毛发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
究成果显示，人类毛发的生长与消退总是与人体内的激素水平存在密切关系。例如，体内雄激素水平与
人体阴部与腋窝毛发、头发乃至于体毛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多毛症的研究便能够对这种关联做出
明确的解释。在目前能够查找到的文献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对于女性多毛症患者的研究，这些研究
成果显示：游离雄激素水平、雄激素生成率以及毛囊对于雄激素的敏感度都会对多毛症的出现产生重要
影响[4]。特发性多毛症的产生与睾酮的转化密切相关，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活力较弱的睾酮能够转化
为活力更强的双氢睾酮，而这种转化可能与某些酶密切相关[5]。而身体不同部位的毛囊对于雄激素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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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反应也明显不同[6]。达尔文在其所写的《人类的由来》一书当中也曾经对多毛症问题进行了讨论，
他指出多毛现象其实就是一种“返祖”，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某些个体可能会演化出其祖先所具有的
某些特征，而多毛就是这种反向演化当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女性体表产生多毛现象以后，其很有可能
会遗传给子孙后代(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通过考察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早期人类皮毛退化的过程中，激素分泌尤其
是雄激素的分泌水平显然能够对体表毛发的生长状况产生重要影响，体内雄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能够对
毛发的生长产生抑制作用，就女性而言，当其体内雄激素水平下降以后，体表很多部位的毛发都不会再
生长发育(但是也不会退掉)，但是在几个世代以后，与原来相比的较低水平的雄激素的维持显然能够使子
孙后代的很多部位的毛发不再生长。乃至于到了今天，人类体内的雄激素水平仅能使阴部、腋下等部位
的毛囊生长出粗壮的毛发，而在身体的其他部位，体毛则很不明显。早期人类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很有
可能与其饮食结构存在着密切关联，在东非地区，气候的变化带来了植物以及其他食物来源的转变，而
当早期人类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时，其身体结构也会发生显著变化，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牙齿结构发生变
化以外，人类的四肢尤其是大脑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早期人类开始逐渐尝试直立行走，这种行走方式不
仅能够帮助其节省体能，更能够使其看得更远以有效躲避猎食者并寻找食物，直立行走还能够促使人们
用两只手来做其他事情，诸如，狩猎与采摘、携带食物、制作生产与捕猎工具等[3]，而工具的改进以及
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则能够使一些早期人类吃到更多营养更为丰富的食物，这些都为人类的进一步
演化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人类还懂得运用火来帮助自己加工食物并抵御敌人，在自然火出现以后，早
期人类发现在大火烧过的地方，一些坚果变得更加可口，而一些以往很难咀嚼的植物或根块也开始变得
更加容易咀嚼。对于早期人类在何时开始懂得人工制造火苗并加以使用依然还缺乏相关资料或证据，但
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在一百多万年前，人类确实已经懂得利用火焰来加工食物[7]。在使用火以后，人类所
赖以生存的食物开始变得更好加工或更加利于消化，而食物的改进(更利于消化)不仅能够为早期人类节省
消化过程中所耗费的能量，更能够促使肠道缩短。此外，人类饮食结构的变化还能够使自身营养水平得
到显著提升，而营养水平的提升则能够促进大脑的进一步发育。在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早期人类
体内的激素分泌水平显然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能够证明这一点，
但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还是能够证明饮食与内分泌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就像一些食用含有植物雌激
素的植物的动物能够发生脱毛一样)，我们也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该方面的相关证据能够变得
越来越多。

3. 早期人类皮毛退化——一个基于社会选择的解释
对于人类皮毛的退化原因，达尔文给出了一个不同于自然选择的解释，达尔文指出，在早期人类皮
毛退化的过程中，性选择(一种有别于自然选择的社会选择方式)显然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达尔文在其
著作当中首先指出皮毛对于早期人类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皮毛就像是一道屏障，能够提升人类祖先抵
御寒冷环境以及外部攻击的能力，但在异性之间选择配偶的时候，体表毛发更少的个体更容易被异性选
中。达尔文在这里引用了巴特勒特的一种观点，该观点强调某些猿猴在达到性成熟之后，身体表面光秃
的部分会变得越来越大，“部分体表毛发的脱落并不是为了让身体变得光秃，而是为了让皮肤的色泽更
加充分的显示出来”(在这里巴特勒特显然运用了一种投射式的考察方法，他通过考察一些猿猴来对早期
人类的退毛现象进行解释)。通过性选择，一些猿猴取得了胡子，在这里胡须显然是身体的一种装饰品，
而色彩鲜亮的胡子的取得显然能够帮助雄性猿猴更加容易地找到异性伴侣。在寻找配偶时，早期人类显
然更倾向于寻找体毛更少、皮肤色泽更为鲜亮的异性来作为自己的伴侣，而那些体表始终多毛的个体则
很有可能会被淘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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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这种性选择决定皮毛退化的观点显然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在世代更替的过程中，性选择可
以确保某些性状得以保留而另外一些性状则逐渐消失，也就是说，性选择有利于早期人类的皮毛退化。
但是性选择并不是人类皮毛退化或体毛消失的唯一影响因素，在性选择之外，前面提到的自然选择显然
也会对体毛的消失产生重要影响，气温的变化、饮食结构的调整、内分泌(尤其是雄激素的分泌水平)的变
化以及性选择过程中选择标准的变化显然会对早期人类皮毛的退化或者说体毛的消失产生综合性的影
响。
除此之外，群体选择对于人类皮毛的退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选择方式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
中显然会与性选择交织在一起，就某一个体而言，其在选择配偶时有可能会选择体表毛发更少的异性，
也有可能会选择体表毛发依然很旺盛的异性，但是如果出现群体内的大多数成员一致认为体表毛发更少
的个体是更具吸引力或更适合选择的情况的话，那么多数个体便都会在选择配偶时挑选那些体毛更少的
异性来作为伴侣，那些依然选择毛发旺盛且体毛覆盖全身的个体虽然能够与其所选择的异性进行交配，
但是其后代很有可能还会遗传体表毛发密集且旺盛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其子孙后代很有可能无法找
到配偶，因为体表覆盖密集毛发的个体已经越来越不被群体其他成员所青睐(仅仅是在选择配偶这一问题
上)，而这种环境所带来的结果便是人类祖先当中的一部分必然会被群体选择所淘汰。而那些身体毛发越
发稀少的早期人类则因为其能够更加容易地被群体其他成员所接纳而很好地繁衍了下来。

4. 结论
自然选择与群体选择在早期人类皮毛退化的过程中显然能够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自然选择机
制能够促使早期人类更为有效地退掉体表毛发以更加适应外部自然环境的变化，而社会选择机制则能够
帮助早期人类更加适应群体的生存环境、更加符合群体的文化要求。两类选择方式各有侧重，但这绝不
意味着其中任何一种说法缺乏论据或存在不足。在今后的研究活动当中，必然会有更为充分有力的资料
与证据来帮助我们验证早期人类体毛的退化过程，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则能够帮助我们展示人类祖
先皮毛退化的全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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