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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1 月北京“初雪”来过，但雪落痕轻，南郊观象
台连续“无有效降水”天数已达 108 天，将有望改写北
京南郊观象台最长“无有效降水”天数。这个冬天降雪
掠过全国多地，为何独独绕过北京？放眼全球，北美、欧
洲、东亚先后遭遇极寒天气，我国东北的低温逼近历史
极值，这个冬天缘何如此冷？气象专家指出，这是因为
海温上升、北极变暖。

北京：“无有效降水”天数破纪录

“记录是否为有效降水日，北京均以南郊观象台为
代表站，而不是全市平均情况。这个冬天，北京初雪也确
实来过。”北京市气象台气象服务首席预报员杨洁说。

因水汽条件差，这个冬天，北京的雪，踪迹难觅。尽
管高海拔山区多次出现“地面见白”的飘雪，平原地区
只有 1 月 21 日夜间出现大范围降雪，但雪落痕轻。

“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昌平等地降雪相对
明显，为小雪量级。城区和东南部地区，包含南郊观象台
站，均为微量降雪，即日降水量小于 0.1 毫米。”杨洁说。

按照《北京地区初雪日定义》，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的首个降雪日为“初雪日”：北京全市 20 个人工站中多
于 10 个站点观测到有降雪现象；城区 5 站(朝阳、海
淀、丰台、石景山、观象台)均观测到有降雪现象；城区
5 站中的 3 个或以上站点观测到有降雪现象，且至少 1
个站降雪量大于等于 0 . 1 毫米。

“全市 20 个人工站中有 17 个站观测到降雪，已达
北京‘初雪’标准。”杨洁说，然而，根据气象观测规范，某
气象观测站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 0 . 1 毫米，记为一
个“有效降水日”，南郊观象台站的日降水量小于 0 . 1
毫米，因此在统计“有效降水日”时，仍记为“无”。

北京南郊观象台最长“无有效降水”的天数是 114
天。近十年，其最长“无有效降水”的天数为 108 天。去
年 10 月 23 日至今年 2 月 7 日，南郊观象台连续“无有
效降水”已达 108 天，并将有望改写前述两项纪录。

据介绍，南郊观象台建于 1912 年，是国家级气象
观测站，也是北京地区的代表站，参加全球常规气象资
料交换。在北京地区气候资料分析中，一般以该站为代
表，进行历史比较。

水汽、动力抬升、气温：降雪条件北

京“三缺二”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的雪景，晒遍了微信朋友圈，
北京的雪，缘何难觅踪影？

气象学上，水汽、动力抬升、气温，是降雪的三个条
件。北京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说，这个冬天，
北京冷空气比较频繁，但缺少充足的水汽条件，动力条
件配合不够。

专家介绍，2017 年 11 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温处于“拉尼娜”状态，受其影响西伯利亚高压阶段性
偏强，东亚大槽强度偏强，冷空气势力偏强，京津冀地
区主要受西北风控制；与此同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明显偏西、偏南，不利于南方的暖湿空气向北输送与来
自北方的冷空气在北京交汇，所以北京难以形成大范
围明显降雪。

“降雪的形成，需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共同作用，来
自西伯利亚的干冷空气很强势，但南方暖湿气流进京
无通道，没有交汇，难成降雪。”北京市气候中心气候预
测室施洪波说。

据介绍，北京常年初雪日为 11 月 29 日，“迟到”时
有发生，2010 年冬天的初雪拖到次年 2 月 10 日才到；
“早来”也时有发生，2009 年的初雪在 11 月 1 日，彼时
尚未立冬。

冬天如此冷是因为“北极变暖”

雪中蹒跚的你，未必想到，这个冬天的寒冷，是因
为——— 北极暖和了。科学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
的升温，特别是夏秋季节高于常年的气温，影响了高纬
度地区海洋的温度。

中科院大气所 1 月中旬发布海洋分析数据显示，
2017 年是有现代海洋观测记录以来海洋最热的一年，
海洋变暖已发生在绝大部分海域，大西洋和南大洋是
海洋变暖最为迅速的海区。

“北太平洋、北大西洋等海域温度升高，通过水汽
交换，影响了极地附近的大气温度，大气环流因此受到
扰动，经常把‘北极涡旋’向南部挤压。”中科院大气所所
长朱江说，冬季，北极涡旋一旦找到缺口，极地冷空气
就会南下，这就像打开了冰箱门。

北极涡旋，简称“极涡”。它常年存在，就像巨大的
锅盖，把冷空气压在北极，让北半球的冬天，不至于那
么寒冷。

今年 1 月初，美国再次遭遇极涡南下，多处暴雪。
1 月中下旬，极涡光顾东亚地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现
零下 50℃的低温，我国东北也遭遇极寒，黑龙江省的
哈尔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金河、伊图里河，都曾
逼近历史低温极值纪录，华东地区遭遇了暴雪……

专家指出，北面，是来势汹汹的“极涡”，带着冷空
气南下；南面，是蓄势待发的“南支槽”，引导着暖湿气
流，源源不断向北输送。这两股势力，在我国中东部相
遇，冷、暖气流交汇——— 温度合适、水汽充沛，大范围长
时间的强降雪和低温天气由此形成。

(记者倪元锦)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新华社成都 2 月 7 日电(记者吴光于)找到
三儿子！50 年来，四川泸县方洞镇的艾秀平每
天都想这件事。不忙的时候，她就坐在堂屋的竹
椅上，痴痴地向门外张望。

丢了自己的孩子

时光倒流到 50 年前。
1968 年 9 月 18 日下午 2 点，四川内江壕

子口火车站。
带孩子走完亲戚的艾秀平一手提着行李，

一手抱着 9 个月大的老三，身后跟着老二，准备
赶火车回泸县。

一个衣衫破旧的小姑娘一直热情地跟在旁
边，不时出手帮忙。

后来老二要上厕所，小姑娘就提出主动帮
着抱老三。“我担心厕所里又挤又臭，就交给她
了。中途出来看过一次，人还在。于是第二次进
去，等再出来，人就不见了……”

这段往事，艾秀平这辈子已经讲过无数次，
讲一次，哭一次。

那一天，她双腿发软，喊哑了嗓子，哭得几
乎晕厥，直到天黑也不见小女孩把儿子抱回来。

把老二送回泸县后，她又和丈夫、哥哥赶回
内江继续寻找，贴寻人启事、到车站蹲守、四处
打听……

“每天每夜地想，每天每夜地哭……”
用尽了一切能想的办法，丝毫没有音讯。
2014 年，84 岁的老伴带着永远的遗憾离

开了人世。艾秀平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他不回
家，我不敢死。”她曾这样对儿女们说。

“听说公安可以‘比血认亲’，电视上那么多
丢了的都找回来了，万一三叔也在找我们呢？”
2017 年 7 月，大孙女曾淑秀陪着大病未愈的奶
奶，去泸县公安局采集了血样。

“找孩子的人”

距艾秀平家约 70 公里的内江市，81 岁
的父亲黄贤忠也在苦苦寻找丢失的孩子。

1971 年 9 月的一天，黄贤忠的母亲带着
3 个月大的孙子在家门口晒太阳。婴儿有些感
冒，老人准备进屋拿药，一个小姑娘自告奋勇
提出帮忙。等老母亲出来，孩子已经被抱走了。

全家找遍了路口、车站，都没有踪影。
当过兵的黄贤忠再也绷不住了，站在街

头，哭得撕心裂肺。
江津、永川、资中……他到处寻找。后来，

人们不知道这个失魂落魄的男人的名字，只
管他叫“找孩子的人”。

“我能感觉到他，肯定还在。他头上有个
胎记，今年应该 47 了。能有他的消息，我这辈
子就知足了。”老人再次痛哭起来。

半百男儿不知身世

就在艾秀平、黄贤忠苦苦寻找孩子的同
时，距内江市区 30 公里的资中县太平镇，一
个名叫杨荣的男婴正一天天长大。

太平镇地处偏僻，杨家也并不富裕。为了
供杨荣读书，家里倾尽了全力。母鸡下了 4 个
鸡蛋，去邻居家再借一个，凑齐 5 个，卖了给
孩子交学费。家里的大米都留给了宝贝儿子，
父母和姐姐则吃红薯。杨荣读高中的时候，父
亲甚至为了给他交学费还去卖过血。

小时候，杨荣曾在同学中听过一些关于
自己身世的传言，但他从没问过父母。“他们
对我这么好，和亲生的没有区别。我要是去问
他们，是多大的伤害啊。”

杨荣没有辜负含辛茹苦的养育，高中毕
业后，他考上军校，进入部队，到 2017 年转业
时，已成长为一名副团级干部。

“我究竟是谁？来自哪里？”这些疑问偶尔
会在深夜跳出来。然而，直到父母离世，全家都
对此只字未提。毫无头绪的杨荣，更无法追问。

如今，杨荣和妻子生活在内江市区，衣食
无忧，女儿已经大三。他们夫妻恩爱，待人宽
厚，在亲戚朋友中口碑极好。

如果没有 2017 年 8 月 31 日的那通电
话，或许，他的人生将永远如此平静。

天上掉下个“父亲”

“电话那边的人告诉我，我的父母其实是
养父母。难道，之前的传言都是真的吗？”

拨通杨荣电话的是黄贤忠。这些年，他一
直都在打听儿子的消息，而关于杨荣的许多
传言，与他丢失的老三较为吻合。

见面那天，老人抱着他失声痛哭。
在他看来，面前的杨荣与自己的孩子年

纪相符，又长在资中，甚至模样也像自己，他
断定，这就是自己丢失的老三。

可当他迫不及待地拨开杨荣的头发时，
却没有发现胎记。“都这么多年了，胎记可能
散了。”老人安慰自己。

但是，要证明亲缘关系，还得有科学依
据。9 月 4 日，这对相认的“父子”一起到内江
市公安局采血，进行 DNA 比对。

结果出乎意料——— 没有比中。
送走落寞的老人，杨荣的生活再次归于

平静。然而，就在十多天后，他再次接到公安
局的电话，通过全国公安打拐 DNA 数据库
的盲比，他竟与一位泸县的母亲单亲比中！

这位母亲，就是艾秀平。
所谓单亲比中，是指数据库中只有母系

的 DNA 数据，由于缺乏父系数据，不能百分
百确定亲缘关系。要确认他的身份，还需要比
对父系的 Y 染色体。

通过走访、核查，公安机关采集了艾秀平
大儿子的血样，送至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
DNA 实验室进行比对。2018 年 1 月初，经过
一系列复杂工作，好消息传来——— 时隔半个
世纪，艾秀平苦苦寻找的儿子，终于找到了。

迟来 50 年的团聚

1 月 21 日，冬日的暖阳洒满川东大地。
在民警护送下，杨荣带着妻子和女儿，从

内江出发，奔向母亲。这段相距不过 100 公里
的路，却将母子俩阻隔了整整半个世纪。

方洞镇上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杨
荣刚一下车，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曾家在
孙女婿的农家乐里摆上了酒席。

“欢迎曾德阳回家认祖归宗！”大红的横
幅拉在村口，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欢喜。

86 岁的艾秀平没有上街，大儿媳陪她安
静地坐在老宅里。如同过去，她坐在堂屋的竹
椅上，眼巴巴地望着门外，等待着，等待着……

当儿子在人们的簇拥中出现在她眼前
时，老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她将瘦弱的身体深深地埋进儿子的胸
口。失散时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如今用他宽阔
的肩膀撑住年迈的母亲。颤巍巍的艾秀平相
信，过去半个世纪里，每次莫名其妙的心悸，
都紧系着这个孩子的喜怒哀乐。他们紧紧地
拥抱着，周围的喧嚣似乎与他们无关。

顺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她带着老三
去了老伴坟前。“地底下，你可以安心了。”她
喃喃地说。

那天中午，杨荣喝了不少酒。平日里沉默
的他，跟刚刚认识的大哥、二哥讲了很多话。

40 多人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杨荣和母
亲坐在正中。他说，此生不会再错过母亲生命
里的任何一天。

鞭炮声后的落寞背影

艾秀平母子跨越 50 年的团聚，是四川公
安打拐史上失散时间最长的重逢。

杨荣是怎样被带到了资中？中间经历了
怎样的曲折？岁月让往事成了谜团。爱的伟大
与宽容让艾秀平母子都选择了原谅与遗忘。

然而，对中国千千万万因拐卖而骨肉分
离的家庭来说，心口的疼痛却难以愈合。鞭炮
声声背后，还有多少黄贤忠们落寞的背影？

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处长蒋晓玲
说，寻亲家庭和怀疑自己是被拐卖的子女，主
动到公安机关采集 DNA，是寻亲成功的关键。

“采集 DNA 免费！”她再次强调。全国打
拐 DNA 数据库已经成功帮助近 5000 个家
庭团聚。“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放弃！”记
者采访中，每一位打拐民警都如是说。

当前，随着全国公安机关强化立案、建立
DNA 库、建立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持续
开展针对性的全国或区域性的打拐专项行
动，拐卖犯罪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作为拐出
大省的四川，新增拐卖案件已降到历史最低。

团圆的路很漫长。跨越半个世纪的团聚，
是奇迹，更是坚守的力量和不灭的希望。

(参与采写：薛晨、薛玉斌)

新华社长沙 2 月 7 日电(记者袁汝婷、苏晓
洲)这是一个极端悲剧的案例。几个月前，在湖
南武陵山区的一个贫困县，沉迷于一款暴力电
子游戏的 15 岁少年小唐，为了在现实中体验虚
拟世界杀人的“刺激快感”，将 23 岁的女邻居小
西残忍杀害。

暴力、色情、贪婪、玄幻……各种吸睛的因
素，让很多孩子欲罢不能。这些电游已沦为不少
未成年人荒废学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甚至诱
发犯罪的“精神毒品”，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
长，危害社会安定。有关部门利剑已出，升级管
控、强化执法，欲斩断这一伸向下一代的黑手。

一款暴力电子游戏对未成年人的扭曲影响
究竟有多严重？记者进行了调查。

太残忍，一款暴力电游诱发血案

小唐是一名初三学生，沉迷于“侠盗飞车”游
戏。他与小西比邻而居。警方查明，去年 9 月 16
日，小西来到小唐租房客厅借用其电脑，小唐趁
其不备，采用猛击头部、狠掐脖颈、水淹等方式，
最终致小西死亡。据公安调查，两人并无仇怨。

在警方的审讯中，小唐交代，他从小学六年
级开始在乡下、县城的网吧里接触各种暴力电
游，对“侠盗飞车”尤其沉迷。在这款游戏的情节

设定中，玩家可以扮演“黑社会”杀人。
据办案干警介绍，小唐交代，他初二就萌

生了体验现实杀人感觉的渴望，“想体验一下
真的杀人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像在游戏里一
样简单又有快感。”在审讯过程中，小唐没有
表现出悔意，供述杀人过程思维清晰、举止平
静，甚至不时露出得意之色。

记者了解到，“侠盗飞车”在青少年中普及
程度很高，游戏操控的自由度很大，玩家以角
色扮演的身份进入，在游戏情节的设置中，玩
家可以靠撞车、杀人、抢劫等犯罪行为吸引警
察，然后飙车逃避追捕。还有玩家自制扩展包，
因为缺乏有效的审查机制，内容尺度更大。

一些“侠盗飞车”的成人玩家告诉记者，
这款游戏里充斥着各种犯罪场面，且画面高
度逼真，“开车到处撞，杀了人就有钱花，没车
就抢一辆，特别过瘾！”有人说着说着，流露出
难以抑制的兴奋。

一些暴力电游沦为“精神毒品”

去年 11 月，世界卫生组织披露，将把游
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与合成毒品
等一起，列入物质使用及成瘾行为障碍。

近年来，电子游戏特别是手游作为迅速
膨胀的新生业态，供大于求。除了少数巨头占
据较大市场，上百家小公司在尾端厮杀，竞争
惨烈。为了吸引玩家，很多开发商以低俗出位
内容吸引未成年人；有的游戏甚至公开诲淫、
诲盗、诲黑，歪曲民族文化和历史，传播异质
文化内容，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这类游戏
精神控制力、人群扩散力惊人，涉世不深的青
少年缺乏“免疫力”，一旦沉迷往往难以自拔。

“未成年人沉迷电游易导致人、钱、魂都
没了。”民盟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
省核工业地质局局长何寄华，多年来奔走呼

吁遏制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沉迷游戏不仅对未成年人身体发育产

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很多孩子还因此变得
性格孤僻、极端，家庭矛盾与日俱增，加重家
庭经济负担。更有甚者，一些未成年人因为急
于筹钱为游戏充值而偷窃、抢劫，带来严重社
会恶果。”何寄华说。

利剑出，斩断伸向下一代的黑手

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有效保护青少年身
心健康，推动我国网络游戏健康有序发展，近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
化部、教育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规
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从统一思想认
识、强力监管整治、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制度保
障、加强教育引导、加强监督举报等六个方面，
对集中规范整治作出了全面部署。意见强调，
各相关部门要迅速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排查用
户数量多、社会影响大的网络游戏产品，对价
值导向严重偏差、含有暴力色情等法律法规禁
止内容的，坚决予以查处；对内容格调低俗、存
在打擦边球行为的，坚决予以整改；对未经许
可、擅自上网运营的，坚决予以取缔；对来自境
外、含有我国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坚决予以
阻断。全国人大代表、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
认为，任何一家有良知、有公德的企业，都不应
该诱导未成年人对电子游戏成瘾。“不管成瘾
游戏业能带来多少财富，社会都应该坚决抵
制，绝不能以牺牲民族的未来赚钱！”

网络“死亡游戏”真实上演
青少年沉迷暴力电子游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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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 个人工站中有 17 个站观测

到降雪，已达“初雪”标准。但记录是否为

有效降水日，北京均以南郊观象台为代表

站，其日降水量小于 0 . 1 毫米，因此在统

计“有效降水日”时，仍记为“无”

●水汽、动力抬升、气温，是降雪的三个

条件。这个冬天，北京冷空气比较频繁，但

缺少充足的水汽条件，动力条件配合不够

●北面的“极涡”与南面的“南支槽”，在

我国中东部相遇，冷、暖气流交汇，大范围

长时间的强降雪和低温天气由此形成

北京“无有效降水”

天数将破历史纪录

北极变暖致多地暴雪极寒

▲ 1 月 21 日，在四川泸县方洞镇，艾秀平在家门口与儿子杨荣拥抱。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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