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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世界上最完整的长毛犀牛

人们把猛犸叫做“长毛象”，这个名
字及其庞大多毛的身躯，从很早开始就
非常出名了。

与长毛象相比，同样长着浓密毛发
并生活在远古的披毛犀（也就是长毛犀
牛），知名度就低了很多。

披毛犀生活在更新世时期（约从258
万年前到17000年前），更新世又称“冰川
世”，因为这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发生剧
烈变化，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多
次交替。

在欧亚大陆北部，尤其在如今的西
伯利亚，披毛犀的分布最为普遍。它们的
体型与现存的白犀牛基本相同，体重可
达5吨，身上覆盖着浓密的褐色毛发。披
毛犀有两根相对扁平的角，比现存犀牛
的角要更细，它们可以用角扫除积雪，清
理结霜的绿色植物簇以便食用。

值得一提的是：更新世晚期，距今约
2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经白令海
峡进入美洲——最新理论认为，人类带
到美洲大陆的疾病导致猛犸等大型哺乳
动物灭亡，而人类猎手也可能使这一过
程加速。

但这具最新发现的披毛犀尸体应该
与人类行为无关——尸体完好无损，在
冻土中保存了数万年。毛发、四肢和大部
分内部器官（包括肠道）俱全。这是地处
北极圈的西伯利亚雅库特地区保存最完
好的、也可能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完
整的长毛犀牛。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学教授杰米·
伍德沃德在2020年12月底为此发布了推
文，写道：“又一个灭绝的冰河时代动物从
永久冻土中挖出。”伍德沃德认为，由于气
候变化导致西伯利亚北极地区迎来了有
纪录以来最温暖的夏季，越来越多被冰封
的冰河时期生物得以重见天日。

一个没有冰雪、地貌改变的“新北极”

随着西伯利亚冻土层的融化，科学
家不断发现冻土层下一些史前动物的残
骸。近年来已经找到了一头狼、两只洞狮
幼崽、一头野牛、一匹野马，一只幼披毛
犀和有史以来最完整的猛犸象。再加上
这头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披毛犀，可谓硕
果累累。

对于考古学科来说，这些发现诚然
提供了更多宝贵的研究素材，但这一系
列发现背后的气候剧变，却更令人担忧。
据《科学美国人》杂志报道：2019年10月
至2020年9月，北纬60°以北的年平均地
面气温，至少达到了自1900年以来的第
二高纪录。目前，北极地区的气温上升速
度至少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气温持续上升，冰在融化，雪在消
失，北极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正在迅速
演变。北极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那个北

极，甚至已经有人提出：一个“新北极”正
在诞生。

要知道，北极是全球气候的“领头
羊”。因此，随着地球由于人类排放的温
室气体而升温，北极会首当其冲受到影
响。一个没有冰雪、地貌改变的“新北
极”，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成为现实。

北极正朝着更“绿色”的方向发展

2019年，俄罗斯的监测卫星便发现：
位于北极的新地群岛区域出现了一个新
岛屿。这座新岛屿的高度可以达到20米。
相关研究人员分析，北极新岛屿的出现
与冰桥的坍塌有关，随着这些坚冰的消
失，新的北极岛屿也随之显现。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卫星
一直跟踪着苔原的植被或北极的“绿色
度”，这是北极气候变化的重要信号。报
告发现，从完整的卫星记录来看，北极总
体正朝着更“绿色”的方向发展，因为温
度升高使冰冻的苔原融化，灌木和其他
植物物种在过去无法生根的地方生长。

由于北极正在变得“面目全非”，上
文提到的“新北极”一词也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除地理面貌改变外，最新研究证
实：一个新的北极气候系统也在形成中。

“新北极”将变得更温暖、更多雨、冰层面
积更少。过去常见的动物可能会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新迁入的物种。人类利用海
冰狩猎和捕鱼的机会也可能会减少。

尽管这项研究为全球气候的未来提
供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但这并非不
可避免。其他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如若在
未来几十年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将可能会放缓或阻止某些气候变化。

（综合/笑鹃）

我的冬天是温暖的红色
川大附小四年级 李希玥

真的降温了！报道中的“霸王级”寒潮如
期而至。妈妈手忙脚乱帮我翻出厚厚的羽绒
服，床上换成了蓬松的羽绒被，家里的水暖也
开得足足的。上学的时候，我还有两个自发热
的小暖蛋，分别装在两边的衣袋里，不时地伸
手去摸一摸，一整天都不觉得冷。

所以，我不觉得冬天有多寒冷，多难熬，
相反我还觉得挺温暖的。冬天，走在街上，经
常听到“烤红薯～”“糖炒～板～栗”的叫卖
声。有时妈妈会给我买一个红薯，吃在嘴里，
热气腾腾，又甜又暖。

如果让我用一个颜色来形容我的冬天，
那就是温暖的“红色”。

突然，我想到了爸爸，就去问他小时候是
怎么过冬的，他记忆中的冬天是什么颜色的？

爸爸说，他的冬天是紫色的。紫色可以
由蓝色和红色调出来。蓝色代表了爸爸记忆
中冬天的冷：那时候可没有羽绒服，只有哥
哥姐姐穿过的老棉袄。这种衣服硬邦邦的，
刚穿上身的时候还冰冷冰冷的，很不舒服。

出门上学，风吹在脸上像刀割，脚踩在
打过霜的草地上，咔嚓咔嚓地响，如果路面
结了冰还容易滑倒。因为冷，手上会长冻疮，
经常手肿得像小馒头一样。

紫色里的红色代表了爸爸记忆中冬天
的温暖：他们那时候有种烤火的工具叫“烘
笼”：一个瓦盆，外面罩着用竹子编的框。把烧
过的木炭放在瓦盆里，就可以暖和大半天。

爸爸说，他最喜欢在烘笼里烤豆子吃。把
几粒豆子埋在炭火里，不一会儿，豆子“啪”一
声裂开，这时候，把豆子拿出来，吹吹灰就可
以吃了。看爸爸说起来美滋滋的样子，我也好
想尝尝用烘笼烤豆子的味道呀，还想把我的
小暖蛋送给小时候的他，让他不要长冻疮。

爸爸的家乡在东北
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六年级 高牧云

爸爸的家乡在东北，大小兴安岭脚下，
冬天滴水成冰，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
二十多度。爸爸说，在他小时候，现在那些便
利的取暖用品统统都没有，也不是很喜欢揣
着热水袋，一般都是忍着。

爸爸还说他一般不敢穿连帽衫，因为是
骑自行车去上学，如果穿连帽衫会影响视
线，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爸爸上学
都是戴顶鸭舌帽，然后再套上护耳。

他也不敢戴口罩，戴口罩的话眼镜上会
有雾气，雾气在眼镜上结成霜，就什么也看不
见了。极低的气温，加上一路骑车吹风，他到
学校时脸都僵住不能动了。但该玩的时候还
是玩，只是衣服比南方的孩子穿得厚实而已。

那在家是怎么过冬的呢？爸爸说，虽然

没有现代化的取暖工具，但他们的房子有很
厚的墙壁，至少有半米厚，不渗水也不漏风。
冬天到来之前会把窗子的缝隙都糊上纸条，
屋顶夹层里也铺上保暖的珍珠岩。

当然爸爸家里还是有暖气的，只不过是
要自己烧锅炉。那种锅炉的热度和现在的电
暖气差不多，但用起来比较麻烦。爸爸睡觉
的时候还会烧炕，炕不是很容易调节温度，
但能一直保存温度，暖和地睡到大天亮是没
有问题的，不像电热毯，关了后很快就凉了。

那天，整栋楼的人都在敲暖气管
天涯石小学四年级 赵正熙

都觉得北方人比南方人扛冻——其实
不是。北方的冬天屋子里有暖气，暖和着呢。
那没有暖气的时候，北方人怎么过冬呢？

爸爸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用煤炉供
暖。每天的值日生要比别人早到半个小时去
生炉子：把炉子里的煤渣掏干净，在头天捂着
的蜂窝煤上面加上新煤，在通风口扇扇，火苗
就呼呼地从蜂窝煤洞眼里往外冒，盖上盖子，
热气就顺着在教室盘旋的管道飞跑起来。

放学时，值日生还必须封火。要是火没
封好，炉子灭了，第二天的值日生就麻烦了。
要到上课了炉子还没生起来，你就看吧：一
群人流着清鼻涕，围着炉子递柴火、纸卷，又
扇又吹的。好容易烧着时，全班都欢呼起来！

家里也用煤炉子取暖，这时候烟囱的密
闭性就特别重要，搞不好就要煤气中毒。有一
次爸爸一个人在家，蹲在炉子旁边洗衣服。太
阳从窗户投进来，暖洋洋地照在身上，炉子热
腾腾地烧着，他觉得又暖和又舒适，还情不自
禁哼上了小曲。突然，爸爸感觉一阵晕眩，全
身发软，一下子摔倒在地。万幸他当时离门很
近，正好摔在了门边上，他拼着最后一丝力气
把门推开了。新鲜冰冷的空气“呼”地一下从
门外涌了进来，他才算捡回一条命。

后来一检查，是烟囱没接好，你说多危险！
再后来，政府开始集中供暖，给家家户户

装上了暖气管道，这下一栋楼里的各家都被管
道串起来了，再有个什么事，不用串门了，直接
敲暖气管。楼上要在家跳个舞，楼下烦了，就敲
敲暖气管：“嘿，楼上的别跳了！大半夜这是要干
啥？”楼下的大闺女回来了，爹妈忙着早上起来

“铛铛铛”剁馅儿包饺子，楼上的也敲：“嘿，楼下
的别剁了！一大早的让不让人睡了？”

有一回，全楼的人都因为高兴而敲管子
——那是中国女排赢世界冠军那次，大家激
动得又叫又跳，不知道是谁开始敲管道，这
下可好，整栋楼、整个小区都是“邦邦邦”的
巨响，大家都高兴疯了。

现在的暖气供应越来越人性化了，可以根
据气温高低灵活安排，提前或延后供暖，还可
以各家自行控制温度，暖气片也越来越漂亮，
可是关于取暖的那些趣事，好像少了很多。

北方冬至的饺子汤，真好喝
成都市实验小学六年级 霍嘉铭

冬至吃饺子十分有仪式感。每次冬至来
临时，我们北方老家为了驱寒保暖，必定要
吃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一家人坐在炕
上，边包饺子，边聊家常，总不会觉得无聊，
倒是会让人产生一种温馨的感觉。

饺子包得多了，堆成了一座小山似的，
这时所有人便停下手上的活，端到另一间窑
洞的灶台上，取出漏勺将那些又白又鼓的饺
子，一股脑抖搂到灶台上的锅中。在我的记
忆里，那时爷爷奶奶便会抱起我来，让我看
看锅中上下翻滚的饺子。

但最令我开心的不是前面的一切，而是在
吃完饺子后喝上一口热乎的面汤。北方老家的
饺子汤，不同于南方，那里的汤中带着一种馅料
的香味，又有纯天然的面的回香，十分有喝头！

不仅饺子皮筋道，就连着汤中也带着一
丝“嚼劲”，没有味精也没有佐料，只要是饺
子煮的汤，一定鲜美无比。所以每次过冬至
吃饺子时，我便与亲戚们争抢着喝汤。

据说北方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张仲景的
“祛寒娇耳汤”之恩。至今我们那里仍有“冬至不
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如今我身
在南方，也不忘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妈妈记忆里的蜂窝煤炉子
温江区光华实验小学三年级 张小语

我从来没见过蜂窝煤炉子，只是听妈妈
说起过，她说在她小时候，街坊邻居家都有
这样的炉子。

那时候，每天早上起床，外公就会用火
钳把前一天烧的煤渣从炉子里掏出来，再用
些干柴把蜂窝煤炉子生起火来。做饭的时
候，炉子的通气口敞开，煤炭烧得旺旺的，做
完饭，就用煤炉子下面的活动盖子封住通气
口，煤炭就会慢慢燃烧。炉子上随时都烧着
一大壶水，这样不仅保证家里热水的供应，
还合理地利用了燃料资源。

每天放学回家，妈妈就搬个板凳，守在
炉子旁边做作业。没事的时候，一家人就围着
炉子烤火，有时候，炉台边还会烤个橘子或馒
头，那份闲日里的香甜，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为了节省，烧火用的蜂窝煤都是外公外
婆自己做的。外公买好煤炭运回家后，外婆就
将煤炭打碎、过滤、筛选，然后开始调和粉末。
调和均匀后，外公用煤枪很用力地把蜂窝煤
一个个打出来。煤球做好后，要放在楼顶上晒
一晒，晒干了就可以放炉子里使用啦。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现在早已看不见蜂
窝煤炉子的影子。新时代的智能设备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虽然没了蜂窝煤炉子，但一家
人一起走过的日子，却永远留在记忆中最温
暖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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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在融化“新北极”在形成
数万年前的远古生物纷纷“出冻”

前两天，一张“白雪皑皑的房
间”图片在微博上流传：据说是有
位家住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网
友，某日出门时忘记关上书房的
窗子，于是当他回家时，发现房间
变成了这样……

小寒已过，大寒将至，三九严
冬里，冰雪与降温成为随处可见
的词。在有人类居住的最冷定居
点奥伊米亚康，小学生们顶着零
下50度的严寒依然要出门上学。

阅读这类新闻的瞬间，似乎
全球变暖从未发生。但事实当然
并非如此——最近这段时间，古
生物学家们忙得不亦乐乎：因为
西伯利亚冻土的大片解冻，许多
几万年前的远古动物尸体正陆续
重见天日。

就在不久前，在北极圈内的
雅库特地区，一具几乎完好无损
的披毛犀尸体被发现，它在冰中
保存了约5万年，浓密的红棕色毛
发、四肢和大部分内部器官（包括
肠道）俱全。

与此同时，一个面貌不同以
往的“新北极”也正在诞生。

本周的成都人，经历了大雪纷飞的
一天，也感受到了严冬深深的寒意。虽然
在凌冽的风中不得不缩着脖子走路，但
回到家中的我们，则要舒服多了——除
了空调和电暖器之外，很多家庭里都自
己安装了水暖、地暖、壁暖等，一推门就
是温暖如春。

所以，现在的孩子们生冻疮的情况
已经极为少见了。但在过去物质匮乏的
年代，没有那么多的取暖设备时，不少
80后都还有小时候被冻疮困扰的回忆，
冻得生疼，暖和了又觉得好痒……

看看过去，想想现在，如今的小朋友
们在物质方面实在是幸福太多。所以，当
他们听父辈们讲述过去的冬天如何度过
时，也往往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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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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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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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青羊区心印米兰干洗店 （统
一社会注册号：510105600271
105）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本人胡小琼 （身份证号：51
3701197905057722）租用成华
区统一建设办公室位于福康街
110-116号房屋， 保证金收据
（收据号：9488393）金额：1404
元（大写：壹仟肆佰零肆元）遗
失！特此声明。
●静邻房产信息部 （注册号：
5101043039785） 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作废。
●分享达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00MA6B5QBP0D）， 原法人郑
丹丹法人章（编号：5101100139
118）遗失作废。

房屋交付通知
尊敬的业主：您所购买的

天立·世纪华府12号楼、16号
楼、17号楼房屋已经达到《商品
房买卖合同》及附件所约定的
交付条件，《房屋交付通知书》
已通过EMS向您 《商品房买卖
合同》约定的联系地址邮寄发
出，具体交付事宜详见《房屋
交付通知书》及《交付温馨提
示》。 请您于2021年1月15日-
2021年1月19日（9:00-17:00）电
话联系后 （联系方式 ：028-
83886000）， 前往世纪华府西
大门（彭郫路一侧）集中办理交
房手续。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视为已正式通知买受人前来收
房，特此公告!

成都市龙彭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月9日

遗失声明
东风日产牌汽车合格证 （合格
证编号：WAC2X2002459469，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04日，车
辆型号：DFL7162VANH6， 车架
号 ：LGBH92E08LY885611， 发
动机号：407898M， 车身颜色：
曜石黑），不慎遗失，特此登报
声明作废。
●成都虹利家用电器有限公
司, 账号:22911001040013498,
公章 (编号:5101009558240），
李祥华法人章 （编号:5101009
558242）, 财务专用章 (编号:5
101009558241）遗失作废。
●金堂县烹火餐饮店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2
1MA6C4XGE7F） 副本遗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锦福信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8
000069779）， 公章 （编号 ：
5101008959169），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成都施德利工程材料有限公
司不慎将公章 （入网号：5101
040197384）、财务专用章 （入
网号：5101040197385）、发票专
用 章 （ 入 网 号 ：5101040197
386）、 王志宇法人章 （入网
号：5101040262312）遗失， 特
此声明作废。
●成都永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4836
20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48
3621王峰法人章编号51010754
83622遗失作废。

●成都新艾科技有限公司原法
人刘春法人章编号：51012450
13882， 原发票专用章编号：5
101009439387均遗失作废。
●中广优视新媒体文化 (成都)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37714438Q) 经股东
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
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伍佰万元 ,
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津兴乐肉食品有限
公司制盖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 （注册号5101322400001）
遗失作废。
●成都市新津兴乐肉食品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322100001）遗失作废。

●成都众易诚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24MA62L9R5
1N） 胡强法人章 （编号：5101
249912633）均遗失作废。
●双流县消防器材经营部公章
（编号5101008178243）、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008178244）、何
学茂法人章（编号51010081782
45）、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22
5008655）遗失作废。
●兹有杨海文持有成都市青南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蜀镇尚楠
湾16-1-1702号房款收据号000
2238, 金额为150000元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成都瑞吉因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浦永法人章 （编号 ：
5101040156562）遗失作废。

●成华区红协陶瓷建材商
行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5101085034267）声明作废。
●新都区高詹建材经营部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40
030731）遗失作废。
●四川丰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892
6258）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创越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3223501
7925）遗失作废。
●深圳普惠快捷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 公章 （编号：44030505
48882）、（黎晓辉）法人章，遗失
作废。
●四川极限地基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834911
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双流区美好轩家
具厂 原法人章(姓名：寇恒
云编号：5101225039007)遗
失作废。
●成都长喜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
1075329939）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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