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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社会行为的生态选择 

赵其昆 
(中国科学皖昆E 丽污磊 —酉明 6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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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为 “乱交”和父子关系横期，北非猕猴 (劓 哪 )的高强度雄 一要照料 (IMC)超越 

了性／亲选择理论的作用范围，而使行为灵长类学界陷人理论困境。我们发现藏猕猴 (M．th／betana)雄性交配 

机会是等级和年龄依赖的．因而父 ～子认知程度明显高于北非猕猴．但二者有相似的 IMC和贫乏生境 (高纬 

度、高海拔和步果实)，昭示了行为一生境的逻辑联系。峨眉山藏猕猴除秋季有猕猴属动钉喜食的果实和竹笋 

供应外，其他季节不得不 树叶和青草薄壁细胞中步量的单糖为能源。有趣的是，它们的断奶 (要幼儿生存的 

瓶颈)期起点和交配也集中在秋季；其代价是半数要儿要出生在隆冬时节。由此弓I出的冬季瞻耗增加 (维持体 

温和妊娠、哺乳)与食物匿乏的矛盾，则以越冬前储能 (脂肪)、越冬后期消耗身体结构材科的方式解决。遭 

表现为成年体重在秋末升至年周期被动的峰值，冬末降至答点； 平均值 14．1(F)和 18．3 kg(M)为基准， 

则波动幅度为±19％ (F)和±7％ (M)。其中，冬末高达2．7倍的两性失重比给出7"--者繁殖投贷差异的近似 

测度．也昭示了雄性对雌性 “雪中送炭”或 IMC发展的必要性和可瞻性。如此．IMC与贫乏生境的逻辑联系 

获得了必要的生理学支持，“能源环境参与规范社会行为 说有了立足点。因单配制种类中仅合趾璇有相似的 

行为一生境特征．这一法则对所有旧大陆灵长类似有普适性。显然，IMC具有 “生存合作”的性质。把它和达 

尔文的 “生存斗争 ——食物竞争和反天敌捕食学说结合，则可形成结构完整的 “生态选择”概念。社会生态 

学和应用心理学因生态选择概念的导人而有了{仁合点；这{仁台为处理人类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进 

而，为理顺灵长类行为进化文献中的叙事逻辑混乱，提出了兼容生态、性和亲三种选择的 “广义 自然选择”学 

说．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关键词 繁殖时间一艟量预算，亡卫冉精选择， 盒i量盘，圭查垄量·雄一要用科 
中围分类号 0959．848 

1998年在日本犬山召开的“灵长类社会生态学 

动向”国际会议上．社会行为受生境制约的可能性受 

到与会者的广泛注意。相关的报道有：接受人工投 

食的日本猴群中，姐妹间的社会序位与出生顺序呈 

反方向改变．而野生群无此现象；高地生境中的猩猩 

为独栖 ，而低地森林中则有群居的趋势；黑猩猩在某 

些生境中为雌性扩散，在另一些生境中则以雄性扩 

散为主。看来，上述生境与行为之间似有逻辑上的 

联系。或许是因为难以用当前行为学界通用的两个 

畏嫉 

基本理论工具——性选择 和亲选挥 来说明，这些 

报道受到了高度重视，甚至有人说“如果属实，这意 

味着重写教科书”(Normile，1998)。然而，贫乏生境 

和雄一婴照料行为的逻辑联系在北非猕猴(Macaca 

州mn )和藏猕猴(M ．th／betana)中也已观察到， 

而且后者的繁殖时间一能量预算数据为之提供了必 

要的生理学支持( 丑0，1996a，b，c)。可惜，由于针 

对这些材料的理论概括不到位，这一超前发现并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 

· 【美 Wenner~Grea人类学研究基金会，NationalGeographic Society，中国国家自拣科学基金会，中科院贷环重大硬目专囊资助项目 

① 13arwia-Drives‘1972)的性选择理论 ：基于两性配子产量的悬殊 (卵子步精子多)．和内￡父母对子女投贷差异 (一般为母多父少)．谖曩 

论对经典自拣选择所不能解释的形态和行为性二型的进化压力作了理论概括。“雌性选择 和 “肇性竞争”在灵长类是瞢毒现象：雌性 

热袁于选择遗传和行为上 “好”的性伴侣i肇性则授力■樽雌性的青瞎和同性竞争．以增加性伴侣敦。薹于作为性选择耋占果的某些性 

就．如雄孔雀的尾和驼鹿的角．对动物自身的生存有害．而不能为 “最适者生存”的自拣选择原理包容．故性选择和经典 自然选择是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前两个概念。 

② Hamilton(1964)的亲选择理论：这是阐明亲缘关系如何影响 他行为进化的学说。按照这一理论． 他行为的耋占果是动翱情其他个体 

携带着的自己的基因复制来获得广义适台度 (mc|usive 6嘀 )。一般情况下，可用经蒋学术语表选为 ：在成奉一收益比值不变的前捉下． 

投资趋向亲度 (degr~of rehtedness)商的个体；极端情况下，如与天敌遗遇时，利他行为墨 行为者的葛牲保垒素子。所以，袭选择也 

与经典自然选择有别。 

本文 1999—0l一19收虱，1999—02一I8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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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相关理论发展滞后，行为灵长类学的概念和 

叙事逻辑混乱也随着研究信息的增加而增加。这集 

中反映在 Nomaile(1998)的报道和一些堪称集大 

成的著述 (Smuts等，1987；Ruacirnan等，1996) 

中。本文立足于峨眉山藏猕猴的野外研究成果，结 

合文献资料，提出社会行为的 “生态选择”假说， 

作为理解一些 “法则外”行为的工具。进而．作者 

试图把它和现有的性选择、亲选择学说联结成一个 

三元结构的 “广义 自然选择”概念框架．以 “清 

理”文献中的某些叙事逻辑混乱。实践表明，这些 

努力达到了预期效果。本文简要报告这一进展，算 

是 “抛砖引玉”，以推动这个虽然古老但仍充满挑 

战的学科的发展。 

1 能源环境规范雄一婴社会行为 

1．1 藏猕猴硬其峨眉山生境 

研究种群的栖息地位于蛾眉山东北坡(29 30 N 

和lo3’20 E)，覆盖了以人行山路为中心、海拔 1 200 
～ 2 loo m (1986以前)和 750～2 400 m (1991年 

后)的广大区域。其下半段属亚热带，上半段属温 

带。2 070 rn处 1月份平均温度为 一1．3℃，冰雪覆 

盖期长达 3～4个月(Zhao等，1989)。此区域植被 

和物候垂直递变明显。其中，对本研究有特别意义 

的是：果实和竹笋集中出现在秋季，而“金秋”是 白上 

而下移动的。 

一 般说来，藏猕猴在秋季大约有2个月能以果 

实和竹笋为主食；春夏季主要以树叶和青草为生，近 

20年来则外加游人的投食；冬季，可利用的只有营 

养价值极低的老树叶(Zhao等，1991)。众所周知， 

猕猴属为果食性类群(Caldecott，1986)，它们能吸收 

的只是树叶、青草中薄壁细胞内的少量单糖和蛋白 

质(}Ⅱad．k等，1967，但见Eisenberg等，1972)。也就 

是说，峨眉山对于猕猴属动物而言是生态学意义上 

的贫乏生境。在这里，藏猕猴体重的年周期波动中 

心是 18．3 kg(M)和l4．1 kg(F)(参见表1)，在猕猴 

属 l9个种中为最大(参见 Harvey等，1987)。因为 

动物系统树相邻分支中，粗食者比精食者体重偏大 

(Clutton-Brock等，1977)，这一测量结果和所观察到 

的叶食性倾向能相互验证。 

该种 群 由分 属 l1群 的近 3o0只猴子组成 

(1992年数据)，对任一具体的动物而言，其社会 

环境可谓丰富。猴子与游人的季节性接近 (Zh80 

等，1992)使得观察研究可在个体识别基础上进 

行．做到系统取样、定量分析和跟踪年周期现象． 

甚至给部分个体称重。加之生境变化的时间和空间 

因素都有严格的递变顺序，这个藏猕猴 一生境组合 

构成了一个理想的天然行为生态学实验室。 

1．2 优化的繁殖时间预算 

在高度季节性生境中．藏猕猴种群有一个“准脉 

冲型”出生模式：1986年分布区内的 6个猴群的平 

均出生 日期为3月 27日，标准差为 39天(3O天为 

“脉冲型”上界；Caughley，1977)；中位出生日期 3月 

14日 出生间隔为 2年。有趣的是 ，随猴群家域海 

拔的升迁，出生 日程显著提前 (r= 一0．84，P< 

0．05)；最高分布群出生始于冰雪封冻的 1月(zh80 

等，1988b)。因处于同一纬度，此种繁殖日程移动现 

象不能用光照周期说(vaI1 Horn，1980)解释。为核 

实这一“异常”、因而重要的发现，我们于 1992年 3 

月 18--23日，即在该种群出生季节中期，或“累计出 

生率”(CBR)期待值为 50％的时候对高(2 400～1 

500 m，4群)、中(1 500--1 020 m，3群)和低(1 020 
-- 750 m，3群)3个类别共 l0群作 了另一次新生儿 

计数。其 CBR的平均值分别为 58％、48％和 10％， 

随海拔递减而下降[spe舢 rank-order correlation： 

r=一0．83，P<0．05；临界值(2-tail，0．05)：0．63]， 

证实了先前的观察(zha0，1994b)。 

断奶是婴、幼儿生存 的瓶颈，一般始于 7月 

龄。上述出生 日程移动，正好能确保各群婴儿都大 

致按照外源食物由 “软”到 “硬”、逐步掺人的方 

式断奶： 

母乳 ，春、 一(母乳 +果实／竹笋) 

一(母乳 +树叶)g一(树叶+青草) I 

这样 ，子女生存的瓶颈效应和越冬期母体能量赤字 

均可减至最低限度。此外，该种群长达 2年的出生 

间隔也从这延长的哺乳期得到生理学上的解释。 

这种把繁殖周期中最脆弱的环节安排在环境最 

佳期的现象，也见于热带季节性干旱地区的紫面叶 

猴(Presbytis Serle．~$erle．~)：出生高峰出现在食物睦 

乏的旱季，而断奶期则与食物丰盛的雨季同步。类 

似的适应还见于猕猴和印度灰叶猴(Rudran，1973)。 

有趣的是，这些灵长类动物的交配高峰期 (出生高 

峰期反推半年)也出现在食物丰盛的季节：温带为 

秋季，热带为雨季。考虑到食物丰盛度在热带依赣 

于降雨量，而在温带则取决于温度季节性变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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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规律 (Ricklefs，1973)，这暗示了能量预算在 

繁殖环境调控中的决定作用。事实上，这个 “营养 

调控”说可以解释多数灵长类繁殖的季节性特征 

(Zhno，1994b)。 

1．3 与繁殖时间预算配套的能■预算 

藏猕猴体重在越冬前达到峰值，冬末降到谷点 

(表 1，另见 Zhao，1994a)，而初夏(M，l8．3 kg；F， 

l2_8 kg；Zhao等．1988a)居中。如果以峰、谷两点的 

平均值(大概是仲夏时节的体重)埽．3(M)和 l4．1 

妇(F)为基准来考量其波动幅度，则可从越冬前后 

±19％(F)和±7％(M)的波动幅度解读出如下重要 

的生态信息：为缓解冬季能耗增加[维持体温(两性) 

和妊娠、哺乳(雌性)]与食物匮乏的矛盾，动物在越 

冬前有一个储能或蓄积指肪、越冬后期消耗身体结 

构材料的能量预算。 

裹 1 峨眉山藏猕猴成年体重 [i±sD c范围)．kg】和性二型 (一M／一F)在越冬曹后的变化’ 

Table1 aI蛐黔 ．m bodyweight and砖xⅡI】dIm0rplIl蛐 (一M／一F)0f adult be伽Imacaqu~atMt． 

}以花生为诱饵，把动物吸引到轻便人体秤 上来 ．或坐或站，完成称量 (using p∞nu∞as baits，the an n was 

weighed with a potable human b。dy scale when it stood oF t[舶the scare)c 

1．4 父一子认知程度 

和北非猕猴不同，藏猕猴 n一雄猴在交配季节控 

制着他视野里的所有雌猴。同性交配竞争的失败 

者，会暂时脱离主群或中心亚组(CS)1～8天，形成 
一 对或少数成年个体组成的“远外周成年亚组” 

(FAS)，在一 个 比较 宽松 的 环境 中交 配 (Zhao， 

1993)。然而，在所有繁殖亚单位中，交配机会都是 

等级依赖的(rank-dependent)。 

从另一个角度看，按犬齿磨损程度和行为把性 

活动的雄猴(SAM)细分为亚成年(SA)、年轻成年 

(YA)和中老年(MO)后，构成 25％SAM 的 YA在 4 

个 CS中完成了 84％的交配，而 2个 YA在不同的、 

包括至少 1个 MO的 FAS中，完成了 92％的交配。 

这就是说。交配机会也是年龄依赖的(age-depen 

dent)。因CS中的 n一雄猴基本上都是 YA，而 FAS 

中的优势个体总是 YA，上述等级和年龄依赖并不矛 

盾(Zhao，1993)。这样，藏猕猴婴儿的父 一子认知程 

度与“乱交”的北非猕猴[发情雌猴每天差不多要与 

群内所有雄猴交配(Taub，1980a；Small，1989)]大不 

相同。 

1．5 雄 一婴行为 

北非猕猴在旧大陆灵长类中以它的高强度雄 一 

婴照料(IMC，inten~ve male-infant caretaking)著称 

(Whillen，1987)。藏猕猴婴儿在头20周内有约8％ 

的时间受到雄猴的“有形照料”：在怀中(图 1)，有其 

他形式的身体接触，或在他伸手可及处 (邓紫云等， 

1996)。1岁以内，离开母亲的婴儿总在至少 1个雄 

猴(通常是 a一雄猴)的严密监护之下。这种投有现 

实刺激便无法觉察的“无形照料”曾使得我们称量它 

们的努力完全失败(Zhao等，1988a)。这样的照料水 

平与北非猕猴相当，而远高于其他多配制旧大陆灵 

长类。 

在单配制旧大陆灵长类中，合趾猿 (Hylobates 

sy~lactMus)是唯一有 IMC的物种(Chivers，1974； 

Taub等，1984)。值得注意的是，该种的新生儿体重 

只有成年体重的 5％～6％，照料始于幼子体重增至 

母体重量的 l6％，即一般猿类的新生儿体重水平时。 

这时，幼儿已 1岁以上，但未独立。 

此外。北非猕猴和藏猕猴都发展了一种刻板、夸 

张的雄一婴一雄三边作用 (triad，图 2；Deag，l980； 

①崔清华。赵其昆，1999峨眉山藏猕猴雄一要行为的补充观察 动物学研究 ．2o：出版中 (CuiQH，z}岫 Q-K．1999 supp1日Il删 ob 曲n 

on rr~le-intant behaviorsinTibetanm Ⅲl∞ nMt Eroei Zool Res ．2o：in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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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藏猕猴雄 一婴照料形式之一：1只雄猴怀抱 2只婴猴 

F ．1 Two~nfantsinthe 0f aI1 adultmale，theT~betan 

macaque at Mt．Emei 

圈 2 藏猕猴雄一婴一雄三边作用 (triad)的中间相 

Fig．2 Themiddle pimse ofmale-infant-male 

interactions(triads)in Tibetan macaques 

裹 2 藏猕猴 “雄一婴一雄”三边作用的结构和功能 (n：104) 

TBble 2 S~ eture and functioa of mal~iufant-male interp rets in Tibetan M ~tes 

訾蔷 { 黜 j曩船 鼢  溢 姆 +。 

Taub。1980b：Zhao，1996c)。按其行为类型、各 

型所占比例和发动一接受者地位不对称性，藏猕猴 

的 triad可安排在一个从 “对抗缓冲”到有高度 

“空间粘台”倾向的楔形功能连续谱上 (表 2)。 

T血d只出现在有 IMC的多配制旧大陆灵长 

类：其功能是“以大家都关爱 的婴儿来调节社会关 

系”(Zhao。1996c)，而且婴儿接受雄性照料的时间和 

它们参与 triad的频次呈正相关(r=0．77，P< 

0．05) 。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triad是 IMC的剐 

产物。 

1．6 能源环境规范雄一鍪行为 

因为 “乱交”和父子关系模糊，北非猕猴 

(M．s．)的高强度雄 一婴照料 (IMC)超越了性／ 

亲选择理论的作用范围，而使行为灵长类学界陷^ 

理论上的困境(wh{tten，1987；Paul等，1992)。藏猕 

猴(M )IMC的发现，使得有可能用比较行为生态 

①见第 139页脚注(to see dlek,~mote。fpB 139) 

学来解除这一困境。二者有相似的生境：高纬度、高 

海拔 和步果 实 (M．s．：Fa，1粥4；M ． ．：Zhao等， 

1989；Zhao等，1991)。与此相关，二者体重排行该属 

前二位。另一方面，它们有相似的雄 一婴行为。但 

是，其交配系统、父子认知程度差异巨大。这样，生 

境和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得以确立 藏猕猴优化的 

繁殖时间预算和与之配套的能量预算，为此提供了 

必要的生理学支持：冬末。高达 2．7倍的雌、雄身体 

材料消耗份额差异，作为两性繁殖投资差异的近似 

测度，昭示了雄性对雌性做“雪中送炭”式的行为补 

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IMC就是这样的补偿。因为它 

既可以增加母亲的觅食机动性，又可暂免其拖儿带 

女的能耗(M嫩enna，1987)。这就把以上分别陈述 

的研究结果 ，组织到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 内：雄 一 

婴照料是两种猕猴对贫乏能源环境的行为适应。 

这一论点得到了云南仰鼻猴(Rhinopithecus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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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猕猴(M．舳 m缸)行为生态数据的支持。 

在 4 000 m左右的雪线附近，白马雪山乌牙匹亚的 
一 个云南仰鼻猴种群常年以松箩(Bryoria)为主食， 

而没有咀显的雄 一婴照料现象 (Kirkpartrick等， 

1998)。笼养群的雄猴也未见有主动怀抱其子女的 

情况 。松箩为多年生地衣类，富有可消化的非结构 

性碳水化合物 以它为主食，意味着动物营养水平 

的年周期波动甚微。其实，即使它们在纬度和海拔 

都较低的生境中，其叶食性消化系统也足以保证养 

分摄人的稳定性。果食性、缺少 IMC的日本猕猴也 

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其越冬期的雌性体重减幅只不 

过接近藏猕猴雄性体重减幅的观察0，同样从反面支 

持了我们的论点。 

此外，有了t出d是 IMC副产物的概念，关于北 

非猕猴同质现象的、对峙已久的“社会关系调节说” 

(Deag，1980)和“雄 一婴照料说”(Taub，1980b)便可 

在“表”和“里”的意义上统一起来。 

综上所述， “社会行为受能源环境制约”的假 

设可以成立。 

考虑到多种单配制猿类中，仅合趾猿有相似的 

雄 ～幼照料行为，而该种也在少果实生境中生活并 

在同属动物中拥有最大体重，上述能源环境制约雄 
一 婴(幼)行为的理论实际上对所有旧大陆灵长类有 

普适性。这使亲选择作为雄 一婴(幼)照料主要进化 

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被排除。然而，性／亲选择参与 

藏猕猴 IMC和 t如d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是因为： 

①雄性照料的强度和行为者的社会地位正相关0，而 

他们的交配机会也是等级依赖的(ZhflO，1993)i②雄 

性的triad发动率和后继交配季节中与之形成暂时 

配偶关系(in consort)的雌猴数呈正相关(r：0．96， 

P<0．05)，即发动 triad有讨好雌猴的效果；③triad 

接受率与交配季节与之“接近”的婴猴数正相关(r： 

0．90，P<0．05)，而 a一雄猴作为父亲接受 triad的 

机会也最多(Zhao，1996c)。这种最大限度地利用社 

会资源来扩大自己个体适合度的现象，显然具有普 

遍意义 

2 生态选择与社会行为进化理论 

2．1 系统进化中的适应辐射 

与旧大陆灵长类不同，新大陆猴的适应辐射倾 

向于产生高强度的雄 一婴照料和牢固的配对关系。 

作为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 ，雄性嗅闻、触摸和怀抱 

血迹未干的新生儿 ，允许婴儿从他们的手中或嘴里 

取食，在移动时携带婴儿 ，护卫婴儿免受侵扰，直 

至它们能独立行动。有时候，雄性也关照非亲要幼 

儿 (Whitten，1987)。另一方面，马达加斯加狐猴 

在多雄多雌的社会系统中．则是雌性占统治地位， 

有时分裂成全雄和全雌亚群。这些存在于旧大陆、 

新大陆和马达加斯加灵长类中的不同特点，清楚地 

说明了社会行为的适应辐射，或系统进化的影响 

(Eisenberg等，1972)。本文上半部分和进一步展开 

的讨论只限于旧大陆灵长类。 

2．2 生态因素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选择压力 

种内食物竞争和种问捕食 一反捕食策略是生态 

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个体闻的食物竞争，使动物趋 

向分散。然而，分散的个体极易被天敌捕食，因此 

动物对天敌捕食的反应是趋 向集群 (Wraxgham， 

1980)。在群体水平上，分群后的若干年里，大的 

群体总是 占据觅食条件好的部位。在个体和群体水 

平上 的食 物竞 争，主要 受 高 营 养食 物丛 聚度 

(patchiness)的制约：当 “少而精”的食物 (如果 

实或人工投食)高度丛聚时，竞争激烈；当只有差 

不多是均匀分布的食物 (如树叶)可用时，竞争趋 

向消失 (Zhao，1997)。这样，群的大小或成员的 

空间分布本身就是两种反向压力作用的结果，是生 

态适应的折 中方案(Eisenberg等 ，1972；Wrangham， 

l980；Dunbar，1988)。很明显，这种折中是传统意义 

上的“生存斗争”的需要。 

以生存斗争相对应。IMC是 “生存合作”的例 

子。它是社会单位内无亲缘关系个体问或不同年龄 
一 性别类别间的、以群体繁殖成功为归宿的合作。 

把 “生存合作”与达尔文的 “生存斗争”结合起 

来，则可产生一个符合对立统一原则的 。生态选 

择”概念。 

“生态选择”这个术语曾被用来解释形态和行为 

性二型的进化。值得注意的是 ，在性二型问题上，生 

态选择被认为是在与性选择处于互不排斥，甚至互 

为因果的条件下工作的(Rodemand等，1987)。 

①崔亮伟．私人通讯 ②Watalmbe K，私人通讯 

③见第 139页脚注(幻see the footnote of[mge 139) 

@Zhzo Q-K，1999 Responses to seasorIa【cha【Ig墨in nutrient．quality taxi ImtchJn~ of food in a multi-group commmfity Tibetm trmaaques zit Mt E． 

me1．1nt．』 Primatot，20：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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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义自然选择 

有了 “生态选择”的概念，社会行为进化也就 

有了三个基本选择方式：生态选择、性选择和亲选 

择。个案分析表明，一旦把行为和行为者所要解决 

的问题联系起来，行为的策略内涵便可识别，而问 

题总是和生存堞 殖的需要有关。这些需要便是所 

谓的选择压力 一种或一组行为，常常不只受一种 

选择压力的作用 ，暗示了三种选择处于并行不悖的 

统一体中。我们把这统一体称之为 “广义 自然选 

择”，使之区别于不包容性选择和亲选择的经典 自 

然选择。在这个概念框架内，许多盘根错节的灵长 

类社会行为进化问题变得脉络清晰了。 

2．3．1 非亲属个体间的“相互利他”(reciprocal a1． 

truism)行为(SiIk，t987) 这只能在社会策略(tac— 

tic)的层次上去理解。例如，有证据表明，梳理者有 

更多 的 机会得 到受梳 理者 的帮助 (Seyfarth等， 

1984)，而且梳理话动有时也能直接减少行为者受到 

群内高位成员攻击的危险(Bertram，1982，但见 Silk， 

1987)。动物行为的归宿，无非是获取食物，避免 

伤害，或得到最大的繁殖机会。把非亲属个体间的 

利他行为及其发生的社会情境联系起来考虑．则不 

难把某个具体的行为策略追溯到生态选择和性选择 

的 “根”上去。如果把亲选择作用下的 “利他”和 

非亲属个体间的 “利他”相提并论，势必造成策略 

和基本选择压力的混淆 

2．3．2 雄猴杀婴 (infanticide) 这在疣猴亚科动 

物的基本社会单位—— “单雄群”或 “单雄亚群” 

中时有发生 (Stmhsaker等，1987)。被杀的总是 

“前任”雄猴的未断奶子女，而杀戮的后果是婴儿 

母亲迅速发情交配或出生间隔缩短。后者昭示了性 

选择的介入 (Hrdy，1974)，而前者是亲选择在策 

略层次上的反面表达。Sterck(1998)基于文献资 

料的统计分析指出，杀婴现象和生境容纳量趋于饱 

和，因而雌性群间转移——她们主要的对抗策略无 

法实行有关。这样，对该行为而言，生态因素如果 

不是最根本的选择压力，至少也和性选择同等重 

要。van Schaik(1996)基于对雄一雌关系和雄性行 

为影响社会关系其他方面的分析，提出杀婴现象作 

为一种社会因素，“在灵长类社会系统形成过程中． 

有和生态因素同等的重要性”。逸又是次生性的策 

略和基本选择压力的混淆，纵然策略执行的后果可 

以进一步改变社会系统的运作。 

2．3．3 姐妹间年龄序位和社会序位的翻转 (Hill， 

但见 Normile，1998)接受人工投食的日本猕猴群 

内姐妹间的两序位翻转现象，或许可追溯到高质量 

食物高度集中、幼小个体凭体力吃不到东西的事实 

(生态条件改变)。虽然各女儿与母亲的亲度 (de． 

gree of relatedness)相等，但母亲对年幼者的 “偏 

心”是最大限度地保全所有子女、从而扩大它 自己 

繁殖价值的一种策略 。野生猴群因天然食物的丛 

聚度低，食物竞争程度也低，幼子无需母亲的特别 

协助，故没有上述现象。所以，这种翻转和雌性对 

觅食地域的防卫兴趣一样，是特定生态条件下性选 

择的表达。 

2．3．4 低地森林猩猩的集群 (van Schaik，但见 

N0rmile，1998) 高地生境中的猩猩，食物匮乏 

是主要矛盾， “独栖”可减少个体间食物竞争、增 

加觅食有效性。然而 ，在食物相对丰富的低地森林 

中，个体间食物竞争的矛盾减弱、对抗天敌捕食的 

需要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时，群居是适应 的。看 

来，猩猩社会组织随生境改变的现象并未超越生存 

斗争策略的范畴。 

2．3．5 黑猩猩扩散性别 (dispersing sex)的改变 

(Sugiyama，但见 Normile，1998)一些地 区是雌 

性，而另一些地区是雄性为主。首先，扩散是近亲 

繁殖避免机制的表达方式之一。性选择的介入是无 

疑的。但是，何种性别扩散应该是某种利、弊权衡 

的结 果。也 许，这 是一 种 文 化 现 象 (Nishida， 

1987)，正如人类社会中女性出嫁和男性入赘的趋 

势是文化多样性的反映一样。 

2．3．6 群 间关 系及行为 地 域防卫 (range de． 

1ense)、优势等级(intergroup dominance)、攻击和友 

好往来(玩耍、梳理、交配和触摸等)是猴群间关系研 

究的基本内容。然而，绝大多数文献报道，都围绕 

着食物资源竞争展开；至于友好行为，因参与者差 

不多总是一些少年个体 (Cheney，1987)而无关宏 

旨 问题是，如果只有竞争或排斥 ，那么，一个 

多群社区结构何以维持?我们发现，藏猕猴群间食 

物竞争实际上处于和性吸引相抗衡的状态：前者在 

上半年，即出生季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把距离 

拉开；后者在下半年即交配季节是矛盾的主要方 

面，要把距离减小。这一推一拉，有推有拉，正好 

① 在这样的母系 (fern*ie,b~nded)社会中．雄性长成后都要迁出．故过里只考虑雌性。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赵其昆：灵长类社台行为的生态选择 

维系了社区内在结构。这是生态选择和性选择的协 

同作用在群体空间关系上的表达。此外 ，雌性是群 

间边界上的斗士， “血战”总是发生在她们之间， 

因为它们的繁殖成功取决于对食物资源或地域的占 

有。雄性则持 “骑墙”态度：要么向对方雄猴做一 

些虚张声势的威胁追逐，要么干脆把己方雌猴往回 

赶 (以讨好对方的 “斗士”，为下次群间转移做铺 

垫)，因为他们的繁殖成功取决于愿意与之交配的 

雌性个体数。这种群间行为性二型是性选择和生态 

选择在个体或年龄性别类别 (age—SeX classes)水平 

上的表达 (Zhao，1997)。 

看来，文献中普遍存在的叙事逻辑混乱，多半 

是生态选择在社会行为进化理论体系中缺席的结 

果。此外，地方传统或文化的影响，也是要考虑在 

内的一个因素。 

就本文所关注的雄 一婴行为而言，因其结果应 

表达为群体繁殖成功率的增加，选择应当发生在群 

体水平上。看来，倍受批评 的 “群选择”(group 

selection；Wyrme．Edwards，1963)说 (Williams， 

1966)，至少在行为灵长类学范围内应得到正名。 

显然，“广义 自然选择”中 “广义”二字的引 

入，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更换经典自然 

选择的内涵，用 “最适者繁殖”替代 “最适者生 

’ (Mayr，1977)也可达到同一目的。问题是， 

这种本质上是趋向更 “综合”的做法，与需要拆卸 

成基本构件的 “分析”目标相悖。Mayr的动议在 

与本文有关的文献中未见流行的事实，一定程度上 

也鼓励了我们的尝试。 

3 社会生态学和运用心理学的汇合 

在社会行为的三种选择压力中，对人类而言 

生态选择的可操作性在解决人类社会问题方面的潜 

在应用价值值得特别关注。例如，国人还记忆犹新 

的 “大锅饭”体制——食物供应量和工资与工作表 

现脱钩的分配制度的失败，据此可以增加一个纯 自 

然科学的解释：在温饱线上，如果工作中付出较多 

的人要忍受饥寒的话，努力工作者自然越来越少； 

从长远的观点看，语言、文字终究不能阻止生产者 

缺少物质动力所致的社会 一经济停滞乃至倒退。同 

理，在改革过程中放弃违背自然法则的分配制度 

后，社会经济状况的迅速好转 ，则从正面支持了这 

个论点 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 ，就 目前的情况看， 

提高公众的道德水准和反腐败成了当务之急。对 

此，或许要从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 一生态氛围做 

起。社会公正便是这样的社会一生态条件。在这一 

点上，社会生态学和应用心理学 中的行为主义 

(behaviorism；Skinner，1974)和社会学习理论 (：SO— 

cial learning theory；Bandura，1977)有了汇合点，从 

而使人类处理社会问题的理论工具得以强化。有了 

这种认识 ，我们便会，例如，通过分析 “说真话” 

和 “说假话”者生存状态的差异，来解释社会风晦 

中 “实事求是”成分的走势，并找到适当的行动切 

入点。作为一种思路，这对两个文明建设的其他方 

面也当有借鉴意义。 

致 谢 蛾眉山管委会和先峰寺等寺院在多年野外 

工作期间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协助，邓紫云研究员参 

与了前期数据收集工作，况荣平研究员和孙儒泳教 

授对手稿提 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丁伟先生厦时通报 

了Nonnile D的报道。在此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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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6trKt [ntet~ve male-infant earemking(IMC)iI1． 

the Ba ry∞c8que(Macaca m )，WhichIs 

promiscuous and highly uncertainin the paternity of 

infants．has theoretically enIbnm primatok~  

since1980’s becauseitjs beyondthe sphea'eof 8orion 

of kin selection and 8e sdection．two Ixrv~ ul 

tools for interpreting 8 behavior at this time． 

Fortunately the l1e kind of behavior hss recently 

been observed in the Tib帅 nla傀que(M．th／bel~- 

∞ )，inwhichmale rmtir~opport~ tyisl'imk-and 

age dependent，and the l~ternity is higher ttum that 

in Barbary ma∞ques．But both 印ed鹧 have slmitar 

habitats at highlatitude arid altitude．andjI1．short of 

fruits．T} ∞mpBr．蚴 of etho-eeologiad data sL．g— 

gests a logi~ ootmection of the IMC with the habi- 

tat． For wild Tibetan macd ，except supplied 

withfruits andbamboo shoots．which aresuitablefor 

ma∞ques，in auttn'tm，they have tO feed mainly on 

leave~and gTass in other seB8∞s．Interestingly，the 

or~etofweaning(bottleneckforinfLTlt sLr,i~)and 
the mating are e~acentrated on the best s∞s∞ ．au． 

tth'lm，but re~ainirig half of birthsin harshwir1．ter． 

The eontradiction~tween very low nutrient-intake 

and increased enel'gy dd∞ on maint~mng body 

temoeratureforboth sexes andon pre~．aney andl8C- 

tation for females in winter is solved by wayof storing 

energy aS．fat before winter，and oe~ maing intrimie 

bodymaterialinlatewinter． is suggestedbythe 

fluctuation of body weight in a year pelilxlI pBaked 

in late~tutlmm and drooped tO valley point in late 

winter．TakingthenlelEu1ofthetwo ex仃町I s．18．3 

kgfor rnale~and 14．1 for female~，8s the baselille。 

the margin of the fluctuation is ±19％ ~emales 

and±7％k lmles．OftheIn~ ll，theweightb∞ 

0ffemale~is overthatof rnale~ 2．7 。giant 

8rt approximate n坨a吼Ⅱ肌 ent of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al investment to offspring． n diffel"e~tce 

d毫∞Ⅸ喊r惝 the rieee~ity 'd 9o~ibility of IMC。 

rnale~’tiradyhelpto自【ha1lst~emales．whichwould 

benefit the rep】∞ducti、，e乳 c嘲 of the group． Thus 

∞ 。the poor habitat shsping the眦 is proven 

with both logi~ and pl 萄o10gical evidelaee~．In 

fnet，the rule*∞ held rightk theOldW d耐 ． 

rr~tes re lrdle鼹 of their mati~ system bec曩I the 

only m 母 0us ， 只) bk‘酷 帕妇 

showing the IMC al∞ lives in habitat lacking of~ruit． 

In additi讲I．themale-infant．maleinte日 t．啪 inBar． 

bary andTibetsnmac isaI∞ re∞掣 ∞ a by- 

procluetofIMc．AⅪ hngIy，ourwork has offered 

afirm foothold a涨 g目】endhypothesis 0f蚰盯一 

gy-related habitat fac 3 shaping social behavior． 

Ol：wiomly，the IMC D0s8 thenatureof。cooper． 

atioIl f0r existeT~ ．TIIe coope~tion then is irite． 

grated with IZ~-'*vill’s。stnl~ k existence”一 

p de／eme and e~npetitionh food，f0nniI培 a 

∞∞印t 0f。 酬 selection ．Furthermore，the 

eDDkgical~．1eetionisintegrated,Mth se selec 
8Ildkin selec in away 0fparalle1 8Ild∞ t eontrery 

to e h other，伽nstn州 I培 a l l1g fr出璀嘲DIlk 0f 

general n砷蚰l$e】e吐i锄 ”．Within the fram唧ofk． 

a 葛0fmne~tml~ usiom，wNch 8re口mdI】oed 

b the ab蚰 牌 0f 。 caI selection in the e,mluti~ ． 

a th∞ d bE_h脚i啪 ，咖 be e~fee6vely e- 

lb'mmted．That is，rn0st 0f the b havi0 s can be re． 

1ated to 0ne’s o帅 shaping fo媲 (s)．For tllis。what 

we to d0istofindthe problem．oftheneed妇  

8LIrvival~ t／or rq l】ct ，be}la ∞aIly B(1dr鬯。ed 

to b the aIIim丑1．and then to 瑚 tch the口mbl哪  

th sped 0ne 0r selea6№ 肿 ．At the 

end，the o1)era把血e鹧 0f。即0Iogical雕 ec60lI and 

its potential value 0f appI妯[Igtothem砒Ia m∞t of 

hu玎mn~eietim 8re aI∞ discI】ssed． 

K 刖_出 Ec010gical sele击0lI，GeneTal mtur~l sele击0lI． in￡叭t忸I呻 ng， l behavior， 

Ttme-ene~ budget 0f r印r0 眦I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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