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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下山
弟弟正吃着饼干，我说给我

吃一个，我给你咬个太阳。然后
我接过他递来的饼干一口就给
吞了。弟弟问我太阳呢？我说，
哦，太阳下山了……这熊孩子已
经抱住我大腿，又哭又闹一个小
时了。

表里如一
堂弟和他女朋友打了一架

后分手了，找我们喝酒倾诉。酒
过三巡，堂弟哭着说：“当初看她
文文静静的，没想到处了一段时
间才知道她这么泼辣。”表弟拍
了拍堂弟的肩膀劝道：“别难过
了，毕竟像咱姐这样，表里如一
的女人太少了。”我正喜滋滋的
时候，表弟补充道，“咱姐表里如
一的泼辣。”

君子报仇
今天，我妈收拾旧衣柜的时

候，从我小时候的衣服里掏出了

一毛钱！我姐顿时大吃一惊。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就抓住
了我的领子：“小子！二十年前，
为家里丢了一毛钱的事，我可是
挨了打的，没想到是你干的！”

事出有因
小时候家里穷，爸妈都很节

俭。有一个月，我哥穿烂了两双
鞋子，又嚷着要老爸给他买新
的。老爸火了，劈头盖脸对他一
阵臭骂，哥哥也不敢吱声，一直
默默垂头挨骂。后来老爸气消
了，哥哥才一脸委屈胆怯怯地
道：“爸，要不……你把咱自行车
的刹车修一修吧？”

让她三招
小时候和妹妹打架，把妹妹

打哭了，老爸过来就给了我一巴
掌：“你是大哥，就不能让着她点
吗？”我边哭边说，“我让了她三
招了！可她还是打不过！”记得那
次被老爸边追边打：“来，我也让
你三招！”

太过完美
班里有一对双胞胎，长得几

乎完全一样，只是哥哥比弟弟矮
1厘米。那弟弟经常跑到他哥哥
面前，一脸花痴状，特夸张地说：

“我的天，你太帅了！这五官！这
脸型！就像一件艺术品！要是再
高个1厘米就完美了。”

知心弟弟
小时候，我和弟弟吃西瓜都

狼吞虎咽的，我妈就吓唬我们
说：“吞了西瓜籽，将来头顶就会
长西瓜！”吓得我马上小心翼翼
起来……

弟弟听了，瞒着我妈偷偷咽
了一颗荔枝核，兴奋地附我耳边
小声说：“姐姐，你不是喜欢吃荔
枝吗？将来我就可以请你吃了！”

完美计划
以前我们这儿有一对双胞

胎，家境不好，只能供一个孩子
读书，于是他们就一人一天地

来。本来听起来挺完美的计划，
但是第二学期就被发现了，知道
为什么吗？因为两兄弟成绩一个
好一个差，老师发现自己的学生
智商特别不稳定，就做了家访
……

让着你哥
我妈对我特别好，家里鱼都

留给我吃，终于弟弟忍不住了找
我妈抱怨。我隐约听到我妈说：

“给你哥吃鱼是为了让他变聪明
一点，你已经够聪明了，让着你
哥吧！”我想我是受伤了。

太可怕了
今天，妹妹拿着她小学二年

级的题目问我，我扫了一眼对她
说：“帮我倒杯水。”妹妹出去后，
我飞快地百度了一下，现在的数
学太可怕了！

边骑边哭
绕着大学的操场，我教我妹

骑自行车。她学会了骑车，但还
不会下车，我帮她上路后，跑去
和朋友打篮球，打得正开心，突
然想起她来，回去一看，她绕着
操场一圈一圈的，边骑边哭……

何时回来
刚住校那年，我弟时不时都

会打电话来：“姐，你啥时候回
来 ？”“ 姐 ，你 还 有 几 天 放 假
啊？”……给我感动得不要不要
的。直到有一天，我在他朋友圈
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我姐姐住校
了，洗碗的活分给我了，姐姐你
还要多久才回来！

妹妹妹妹，，替我去补习班替我去补习班
吧吧，，咱们是双胞胎咱们是双胞胎，，
别人看不出来别人看不出来！”！”

别 忘 了 我别 忘 了 我
们 性 别 不们 性 别 不
同同，，哥哥哥哥！”！”

数数练习
老公用数手指的方式考

女儿数数，答对了几题之后，
老公伸出了所有的手指问女
儿：“这是多少？”女儿想都没
想直接说：“一大把。”

被你点着
今天小侄女洗头后，她

妈妈拿吹风机给她吹干，不
小心拿近了点，稍微有点烫
到小侄女头皮了，小侄女被
吓到，可怜兮兮地说：妈妈，
小心点呐！你的小棉袄快被
你点着了……

大雨无情
我姐出去逛街正赶上下

大雨，回来时浑身都湿透了。
小外甥看到她脸上被雨淋花
了的妆容，很认真地跟她说
了一句：“妈，你的脸……掉
漆了！”

故意逗她
侄女四岁，有次我带她

出去玩，回家时故意逗她说：
“你带我走，我忘了咋走了。”
她顿时眼泪就下来了，冲我
吼：“你不认识路，你带我出
来干什么玩意儿！”

耳朵发炎
这些天我耳朵发炎了，

就去医院开了点药。刚刚找
了个位置坐下来用棉签往耳
朵里抹药，结果一小孩走过
来问我：“叔叔，你是在找你
的金箍棒吗？”

不是儿子
问女儿：“妈妈漂亮不？”

6 岁的孩子都快急哭了，我
善意的提醒她：“俗话说，儿
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娃
娃的脸嗖地就明亮起来：“我
不是儿子，可以嫌妈妈丑
……

清新脱俗
昨天下午在收拾屋子的

姐夫饿了，跑到厨房吃中午

的剩饭菜，姐姐对姐夫说：
“幸好还没收拾餐桌，不然你
就得饿肚子了。”这时候外甥
来了一句：“妈妈，你连自己
的懒都说的那么清新脱俗！”

我小时候
两岁半的侄子拿着杯子

喝牛奶，动作笨拙，撒了一
身。五岁半的外甥女看得一
脸惊讶，转头问我：“舅舅，我
小时候也是这样笨吗？”

认错人了
今天路过一网吧，看到

一个中年男子拖着一个小孩
从网吧里面往外走。中年男
一边拖小孩一边抽他，那个
孩子被打得很委屈，一边哭
一边说：“爸爸，你认错人了
啊，我不是你儿子，真的不是
呀！”

被吃掉了
和我妈一块接我女儿放

学，我妈翻了翻我闺女的作
业本问：“你这‘牙’字下面的
一撇怎么没有了呢？”女儿：

“嗯？我记得写了的呀！啊，外
婆！我知道了……”我妈：“怎
么啦？”女儿一脸呆萌地回
答：“一定是被牙吃掉了。”

烧糊涂了
儿子发烧了，我抱着他

测体温，看着他烧到了38度
多，我心疼地对儿子说：“宝
宝，你想要什么呀？爸爸去给
你买！”儿子眼睛一亮，非常
开心地说：“我想吃雪糕。”我
说这个不行，你得换一个！儿
子想了想接着说：“我想要妈
妈给我生个哥哥……”

说点什么
公交车上，一小男孩不

小心踩到一美女的脚。美女
估计是想逗逗那孩子，就说：

“小朋友，踩到别人脚了哦，
你该说什么呢？”小男孩托着
下巴思考了一下说：“姐姐，
老师说，坐着的时候，腿不可
以伸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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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永久冻土层应对变暖
的模式与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一
样，就意味着西伯利亚将出现更
多大坑，形成更多盆地和湖泊。

随着冰的融化，原来深埋

于冰盖下 10 米至 20 米的土地
将暴露出来，形成新的陆地（而
非冰原或冻土）。“含冰量极高
的永久冻土层开始从表面向下
层解冻，新的地貌会随之出
现。”莫顿说。

这样的影响可能在不久的
将来就会发生，因为科学家已
经发现：永久冻土层在以极快
的速度变化着。德国阿尔弗雷
德·魏格纳研究所的科学家弗
兰克·冈瑟及其同事在过去十
年间一直监测巴塔盖卡坑及其
附近的地貌。他们用卫星图像
来测量变化的速度和幅度。他
们观测发现，大坑的拱面墙平
均每年扩大10米。在暖和的年
份，拱面墙扩大的速度更快，有
时候一年达到30米。

2016 年 12 月，弗兰克·冈
瑟在美国地球物理学联盟的
会议上宣读了他们的发现。他
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大
坑的拱面墙甚至会到达相邻
的侵蚀谷。如果发生这样的情
况，反过来又极有可能导致大
坑进一步扩张。“综合过去多
年的情况看来，大坑在以不疾
不徐的速度持续扩大。”冈瑟

说，“持续扩大意味着大坑每
年都在变得更深。”

持续变大的大坑会带来其
他令人担忧的后果。最后一个
冰河时代形成的冰如今被暴露
在地表。这种古老的冰里包含
着大量有机物，比如数千年前
被“锁”住的碳。“据估算，全世
界储藏在永久冻土层中的碳与
目前我们环境中存在的碳的数
量相当。”冈瑟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永久冻土
层融化，越来越多的碳被暴露
在有微生物的环境中。微生物
会消耗碳，然后排放出甲烷和
二氧化碳等废料。这些温室气
体被排放到环境中，又加速了
气候变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反
馈。”冈瑟说，“气候变暖最终又
加速了气候变暖。而且这样的
现象可能也会发生在其他地
方。目前没有任何工程学的解
决方案来阻止大坑继续扩大。”

现状不容乐观：没有任何
迹象显示大坑的侵蚀会放慢速
度。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的未
来可能很不确定。

（黄茜 胡迪）

地球上最大的“蝌蚪”？
不，它是西伯利亚冻原的伤口

在俄罗斯
西伯利亚的永
久冻土层上，
有一个大坑正
在以令人担忧
的速度“生长”
着——它形似
蝌蚪，被称为
“ 巴 塔 盖 卡
坑”。当地人对
它避之唯恐不
及，但对科学
家来说，这个
地方却非常具
有研究价值。

这个形似“蝌蚪”的巨坑，被
称为“巴塔盖卡坑”。它位于俄罗
斯亚纳河盆地附近广阔的永久冻
土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
现后，越变越大，如今已达到了长
1000米，深86米。今天，低矮的灌
木和落叶松树生长在这里，而在
天坑内，暴露出来的土壤则仿佛
是西伯利亚冻原的伤口，相对于
绿色的土地呈现黄褐色。天坑内
的陡峭山丘几乎没有植物，是近
期形成的迹象。

当地人对巴塔盖卡坑所在的
区域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称大坑

为“冥府之门”。但对科学家来说，
这里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永久冻土层有两种。一种是
来自冰山冰，从最后一个冰河时
代遗留下来，如今被深埋在地下。
另一种永久冻土层也就是巴塔盖
卡坑所在的区域，则是在土壤中
形成的。这种永久冻土层的正上
方有一层土壤沉积物，而且需要
两年才能形成。

巴塔盖卡坑的出现，揭开了
一大片以前被埋藏于地下的永久
冻土层，其中有一些是在上千年
前形成的。大量的森林采伐让土

地在温暖的夏日里失去了树木的
遮蔽，阳光慢慢地“加热”着土地。
而且，由于树木减少，树木的蒸腾
作用带来的“冷汗”也越来越少。
这些液体本来能够帮助土地维持
低温。

“树荫更少，加上蒸腾作用的
减弱，导致地表温度升高。”英国苏
塞克斯大学的朱利安·莫顿说。“地
表温度升高之后，永久冻土层正上
方的土地层也开始变暖，然后永久
冻土层本身开始融化。一旦这个进
程开始，冰就会暴露在温暖的环境
中，融化的速度因此升级。”

科学家们一直密切监控着这
些大坑。今年 2 月出版的一篇学
术论文认为，对目前已经暴露在
空气中的土地层次进行分析，能
揭示20万年来气候变迁的历史。

在过去的20万年中，地球的
气候持续在相对暖和的“间冰期”
和寒冷的“冰河期”两种模式间来
回切换。当地球处在“冰河期”的
时候，冰原就不断扩大。

巴塔盖卡坑的沉积物提供了
一部“连续不断的地质学历史，这
是极为罕见的”。朱利安·莫顿说，

“由此，我们能解读西伯利亚的气
候和环境史。”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不能确
认各土壤层次的确切年代。接下
来，莫顿需要收集和分析更多的
沉积物。然后，科研人员可以对比
永久冻土层的记录和其他地方的
气温记录，比如从冰盖处获得的
冰芯记录。

“这是为了探究在西伯利亚
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气候变化
受到哪些变量的影响。”莫顿说。
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西伯

利亚北部的气候变迁史目前仍有
很多未知的地方。

研究历史有助于预测未来。
通过科研发现重新构建从前的环
境变化，科学家们能够预测未来
是否会出现类似的变化。

比如，12.5万年前，气候正在
经历“间冰期”，那时候的气温比
现在的气温要高几摄氏度。“如果
我们能搞清楚那时候的生态系
统，也许能够从中获得启发，预测
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环境将如何
变化。”莫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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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坑内暴露出的黄褐色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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