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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小说、电影、电视剧《林海雪原》，特别
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与广大读者、观众见
面，杨子荣英雄形象闻名全国。

闯关东，漂泊生活 14年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 年 1月 28日出

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父亲杨
世恩是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农家妇女。夫妇生
有三男三女，两个早夭。杨宗福是杨世恩长子，
杨子荣是杨世恩次子。

杨子荣 4 岁那年，家里饥寒交迫，无法度
日。这年秋天，全家决定闯关东另谋生路。全家
定居辽宁安东（今丹东）郊外的大沙河村。然而
安东的生活也不如意，杨世恩夫妇每天从早到
晚拼命地干活，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温饱。

无奈之下，杨世恩夫妇决定各领几个孩子
分开活命。杨世恩与大女儿留在安东，宋学芝带
着几个孩子回山东。尽管生活困难，宋学芝还是
省吃俭用供杨子荣读了 4年书。

1929 年，杨子荣在母亲的安排下，独自去
安东投靠父亲。开始，父亲让他上学。两年后，家
中日子过得实在艰难，杨子荣到姐姐做工的缫
丝厂当童工，挣钱补贴家用。3 年学徒期刚满
时，因工厂效益不好，杨子荣失业了。后来，杨子
荣在岫岩一带干了不到三个月的缫丝工人。不
久，他又回到安东。

在安东，杨子荣采过石头，伐过树木，有时
也被人找去挖石洞。到了 1935 年，他到鸭绿江
上当船工，在码头上扛大包、放木排，在江岸上
拉纤，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杨子荣熟悉了安东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也接
触到三教九流、行帮黑道各色各样的人，熟悉了
他们的种种规则，甚至对土匪、地痞的暗语、黑
话，都了如指掌。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参军当上
侦察员起了重要作用。

1939 年，杨世恩被日伪当局抓到黑龙江当
劳工。大女儿去找他，不仅未找到，连自己也下
落不明。杨子荣与父亲、姐姐失去联系。1940
年，杨子荣离开安东到鞍山千山当矿工。矿区生
活艰苦，劳动强度大，不仅随时有生命危险，还
要忍受日本监工的打骂。有一次，日本监工鞭打
工友，杨子荣痛打了监工一顿。最后，在工友们
的帮助下，杨子荣离开矿山。1943 年春，他回到
了山东牟平。回到家乡后，杨子荣参加了民兵组
织，配合八路军打日军。

参军到东北，剿匪立功
1945 年 8月 15日，日本投降。9月 18 日，

杨子荣向本村农救会会长孙承祺报名参军。报
名和体检也是孙承祺领他和另外一个叫韩克利
的村民到城南雷神庙去的。10 月，杨子荣被编
入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月末，部队在莱西县
水沟头村整训后，奉命向东北挺进。11 月 24
日，部队在庄河登陆。

海军支队到庄河后，副政委李伟向驻在安
东的辽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汇报工作。根
据萧华的命令，海军支队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
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

在五常时，二支队把下属的两个大队扩编
为两个团和一个警卫营、一个炮兵连。

1946 年 1月，杨子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月 15 日，二支队从五常出发，去海林县

剿匪。二支队广大干部战士不畏艰难困苦，经过
一面坡、苇河、亚布力、横道河子等地，于 2 月 2
日到达牡丹江以西的海林县。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等领导专程前来
欢迎和慰问部队，并讲清当前敌情，明确了剿匪
任务。

3 月 22 日，攻打杏树底村残匪的战斗打
响，杨子荣带着尖刀班冲在最前面。由于敌人火
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成功。为了尽早
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
援。几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寨里立刻浓烟滚
滚，也隐约听到妇女、小孩的哭喊声。如果再打
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但老百姓也将遭到更
大的损失。

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来不及向上级说明
情况，对战友们说：“我进村劝土匪投降。”战士
们一听急了，连忙说：“班长，那哪行，太危险
了！”杨子荣说：“为了救老百姓的命，再危险我
也认了，就是死了，也值。”说着，他跃出掩体，
手挥白毛巾，喊着：“不要打枪。”土匪打开西门
放杨子荣进了村。杨子荣进村后，先叫“同志”，
再劝他们赶快投降，并大声说：“外面全是民主
联军，都给围上了。”

杨子荣向土匪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
剿匪部队的强大，部分土匪开始动摇。敌人分成
两拨，外地土匪许大虎、王洪宾叫嚣着“谁投降
就枪毙谁”。家住本村的土匪头子郭福春、康祥
斌顾及同村人的死活，有了投降的意思。双方发
生争执，最终郭、康占了上风，杨子荣趁势又作
了一番宣传，土匪们纷纷把枪扔了出来，围墙上
挂起了白旗。

就这样，杨子荣用勇气和智慧，化解了一场
战斗，劝降 400 多个土匪。战斗结束后，杨子荣
荣立特等功，并被评为战斗英雄。

5 月，杨子荣奉命潜入亚布力、苇河一带侦
察匪情，这个地区盘踞着许福、许禄、许祯、许
祥兄弟四人，有土匪 600 余人。部队派两个营
的兵力围剿。战斗打响后，由于土匪火力密集，
部队受阻。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潜入侦察，搞清
了匪情。原来“许家四匪”又秘密派 500 多个
土匪增援，充实战斗力。5 月 20 日，二支队也
增派兵力，一举歼灭土匪 1000 余人，并活捉了
“许家四匪”，苇河、亚布力一带土匪完全被歼
灭。

6 月，杨子荣孤身一人去绥芬河侦察匪情，
路过一处密林小屋，发现有土匪踪迹。他摸进匪
窝，大声喊：“不许动，我们是民主联军，你们被
包围了！”接着，他又诈喊：“一班堵房后，二班
准备手榴弹，三班跟我抓活的。”吓得三个土匪
扔枪投降，束手就擒。在审讯土匪过程中，三个
土匪供出了号称“左手打枪百发百中”的“姜
左撇子”匪部的窝点及兵力。二团发动突然袭

击，活捉匪首“姜左撇子”及土匪 100 余人。二团
官兵无一伤亡。

生擒“座山雕”，血洒林海
1947 年初，剿匪近一年，大股土匪已基本被

消灭，只剩少数残余土匪还躲在深山老林，且更加
隐蔽、狡猾，“座山雕” 就是其中的一个顽匪、惯
匪。“座山雕”本名张乐山，1880 年生于山东昌
潍。他 15岁进山为匪，18岁就当上了匪首。清末
以及奉系军阀和伪满时期，都对“座山雕”进行过
围剿，但最后都让他溜掉了。1945 年抗战胜利后，
他被国民党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先遣军第二纵队
第二支队司令”。经过东北民主联军多次围剿，
“座山雕”手下只剩下 20多个人。

按照以往经验，对这种小股土匪，用大部队围
剿是行不通的。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 5 名侦
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
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伺机剿灭。同时派出大
部队跟踪配合。

1947 年 1 月 26 日，杨子荣一行 6 人接到命
令后，立即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

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
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了十
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用土匪手势
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遭了难，走投无路，想请
人帮忙牵线，投奔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
自称姓孟的工头搭腔。消除疑虑后，对方亮明自己
身份，其中一个自称是“座山雕”的副官，一个自
称是连长，他们同意带杨子荣等人进山。孟工头答
应给杨子荣等人安排住处，并拿出几斤玉米面和
一些盐。然后，孟工头领他们走了二三十里路，来
到一个空木棚住下就走了。

几天后，孟工头和一个土匪来到杨子荣他们住
的工棚。杨子荣让两名战士把土匪给绑了，并假意
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
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山上自会见分
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很狡猾，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杨
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让两个土匪上前搭话，
然后把哨卡上的土匪也一块儿给绑了，一同押上
山。过了三道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这
是一个被当地人称作马架棚子的木棚。

杨子荣命令两名战士看好土匪后，带领其他
战士冲进棚子，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
子里共有 7 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
着鹰钩鼻子、留着山羊胡的瘦老头，这人正是惯匪
“座山雕”。至此，杨子荣与战友们一举将作恶多
年的“座山雕”及其属下土匪全部活捉。二团团部
给杨子荣记了大功。

消灭了 “座山雕”，剿匪任务并没有结束。
1947 年 2 月 20 日，杨子荣又领了新任务。这次
是清剿土匪刘俊章、丁焕章和郑三炮。23日，杨子
荣和几个侦察员向土匪所在的屋内猛扑过去。慌
乱中的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扳机，可能
是天气太冷枪栓受冻，枪没有打响。这时，从屋内

射出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了杨子荣的胸膛，杨子荣
晃了几晃，便倒了下去。开枪的土匪见打中人了，
吓得扔下枪冲出门逃走了。1966 年 “文化大革
命”中，有人怀疑孟老三（孟同春）一辈子隐居山
上，夏天种大烟，冬天打猎，有土匪嫌疑，于是把他
揪了出来。没想到，他心中有鬼，自己招供了。交代
的时间、地点、情节与杨子荣牺牲时的情景一样，
后认定他就是向杨子荣开枪的人。最终，孟老三
被法院判刑 7年，后病死。

杨子荣倒下后，战友们爬上屋顶，揭开房盖，
向屋内扔手榴弹，终于把这股顽匪消灭干净。

2月 25日，二团的干部战士为杨子荣举行了
隆重的公祭安葬仪式。3 月 17 日，追悼杨子荣大
会在海林朝鲜族小学广场举行。东北民主联军总
部授予杨子荣“特级侦察英雄”光荣称号，他生前
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杨子荣参军后就随部队去东北剿匪，由于战
事紧张，加之他当侦察员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隐蔽
性，所以杨子荣没有给家中写过信。因为家里不
知道他在部队用了杨子荣的名字，这就给家里带
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1947 年腊月二十三日，村里一个从东北回来
的人说，在牡丹江看到过杨宗贵，说他“一身土匪
打扮，头戴礼帽，穿黑棉袄，腰间插着两支匣子
枪”。这天晚上，宋学芝和儿媳被叫到村公所受到
一番盘问。村干部说：“人家都看见了，还能有
假？”在第二年开春时，村里取消了杨子荣家的代
耕，又派人把挂在他家大门口墙上的“光荣军属”
牌子摘下来。

1966 年，宋学芝去世。老人到死也不知道
《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就是自己的儿子。杨
子荣的妻子因为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又背上了
“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女儿夭折，自己得肺
结核病无钱医治，忧思成疾，在 1952 年秋离开了
人世。

1966 年，海林县委、县政府决定派民政局副
局长关会元等一行 4 人去北京、胶东查寻杨子荣
的籍贯、身世和家庭情况。他们先到北京找曲波。
第一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诬蔑曲波写《林海雪原》
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曲波正在挨批斗。曲波只说，
杨子荣是胶东人。他告诉海林来的人说，杨子荣
的战友孙大德也在北京。关会元找到了孙大德，
孙大德也只说杨子荣是胶东人。

关会元等人又到胶东，虽然查出一些线索，但
都不能认定。第一次北京、胶东之行，无功而返。

尽管初查未果，但关会元并没失去信心，他又
拿出新的方案。1968 年 5月，关会元率调查组第
二次到北京，并找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

部队副政委姜国政是杨子荣的老战友。听到
海林县派人查询杨子荣的生平情况，非常激动。
他说：“杨子荣为了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又献
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同志，连他的身世
都说不清楚，就太对不起先烈和后人了。”在当时
“文革”的复杂形势下，他以部队回忆军史为由，

把杨子荣在北京的老战友曲波、孙大德、刘崇礼、魏
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召开了老战友追思杨子荣座
谈会。

老战友们百感交集，发言特别热烈。有的说杨
子荣家在荣城，有的说在牟平，还有的说在文登，众
说不一。但是谈起杨子荣的相貌和特征时，大家的
口述形象却是相同的：长脸，颧骨稍高，浓眉大眼，
有少许络腮胡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爽朗、健谈。

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姜国政从部队
抽出两名干部与海林调查组一起前往胶东，开展调
查工作。一来到胶东，联合调查组就直奔烟台地委
说明来意，请求协助。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
区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各县区公安、民政、武装
部通力配合，支持调查组开展调查。各地通过广播、
贴寻人启事等形式，查询杨子荣的籍贯、身世。仅三
天时间，调查组就收到 127条线索。对于其中有价
值的线索，调查组找相关人员面谈、核实，但没有一
人与杨子荣姓名相同。

有一天，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干部马春英提供
了一条线索：许多年前，嵎峡河村有一位老太太，老
来查儿子当兵的事，可她说自己儿子叫杨宗贵。而
且，她儿子参军后一直没给家里写信。后来传说他
开小差当了土匪，村里停止他家的代耕和军属待
遇。老太太不服，到县里找了几百回。后来，县政府
认为证据不足，于 1957 年和 1958 年先后认定杨
宗贵为失踪军人、革命牺牲军人。

调查组把情况向在北京的曲波等人作了汇报。
1969 年 6月 29日，曲波给调查组回了一封信。信
的主要内容是：“一、年龄，当年（1945 年）29 岁和
30岁。二、有妻子，小孩有否不详。三、杨子荣当兵
时改名参军可能性较大，否则其家属为什么多年不
向我联系呢？四、中等身材，一米七至一米八。五、为
人活泼、热情，能言善道，人缘好，社会知识丰富，农
耕是好把式，能下力吃苦。酒色财气不沾。他曾对我
的警卫员刘希茂说过这样四句话：酒是穿肠毒药，
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不久，调查组又根据 1968 年杨子荣老战友的
回忆及曲波来信提到的情况，查访当年领杨子荣、
韩克利一起到雷神庙报名、体检的孙承祺，又找到
了当年村里和邻村当兵的人和本村一些老人，还专
门查访了杨子荣胞兄杨宗福，他们所谈的情况与曲
波等人的回忆是吻合的。初步确认，杨宗贵和杨子
荣为同一个人。

1974年秋天，关会元去北京让杨子荣的战友辨
识一张翻拍的、放大的杨子荣照片，大家异口同声地
说：“这不是杨排长吗？从哪儿得到的？”与此同时，
这张照片又送到嵎峡河村让村子里的老人们指认，
老人们都说：“这不是宗贵吗？”当照片送到杨宗福
手中时，他先是泣而无语，过了一会儿，号啕大哭。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共海林县委、县政府
先后五次修建烈士墓碑、两次重修杨子荣纪念馆。
杨子荣烈士陵园也被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1 年，中共牟平县委、县政府为纪念这位智
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在县城中心位置建起了杨子荣
广场，在城南杨子荣参军集合的雷神庙西侧，建起
了杨子荣烈士纪念馆。

《党史博览》杂志

剿匪英雄杨子荣背后的故事

4 月 7 日，受冷空气影响，安徽黄山风景区气温下降，形成冻雨景观，吸
引众多游人。 王辉 摄

距离中国足协中国之队赛事媒体
版权竞争性谈判结果出炉已经过去了
半月有余，在14家竞争者中胜出的体
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体奥动力）在拿到中国之队未
来4年的全媒体版权之后，依然在低调
中筹划着下一步的布局。体奥动力总经
理赵军表示：“4月14日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40强赛抽签之后，我们会根据
中国队的小组赛对手，与相关足协和海
外版权公司谈判、沟通，争取把中国队
4个客场比赛的转播权也拿下来，从而
形成相对完整的赛事资源。”

过去几年，中超联赛已经在部分
俱乐部高投入的冲击之下呈现出新的
发展态势。如今，体奥动力在赛事媒体
版权这一领域全力出击，让中国足球
再一次感受到资本的力量，而之后带
来的改变和影响可能将更加深远。

引入竞争 价值得以体现
这是中国足协首次通过竞标方式落

实中国之队赛事媒体版权的归属。这种改
变自然有因可寻：2014年 10月，国务院
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的“优化市场环境”部分明确写
到：按市场原则确立体育赛事转播收益分
配机制，促进多方参与主体共同发展。放
宽赛事转播权限制，除奥运会、亚运会、世
界杯足球赛外的其他国内外各类体育赛
事，各电视台可直接购买或转让。

在赛事媒体版权的激烈争夺中，中
国足协尝到了在这一领域放开手脚的甜
头，以前是求着媒体转播赛事，现在变成
了静等众多客户上门求购。这得益于足
球大环境总体向好和国足形象面貌一
新，也是在突破固有的思维和条框之后
收到的积极回应。足球的真正价值，终于

在市场中得以体现。
中国足协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跟以

前央视每年不到 1000 万元的转播费用
相比，这次外界风传的转播权费用达到每
年六七千万元的数字并不太离谱。他表
示：对中国足球来讲，通过转播权的招标，
让中国之队获得的资金大幅增加，将来对
各级国家队的投入自然也大幅度提高，
“其实不光是钱的事，这次招标对国家队
的转播水平、品牌形象、赞助商的权益保
证等方面都有提高，改变是全方位的。我
们并不是只看重谁的出价高，还要看转播
商的资质和能为我们做什么。”

体奥动力此前并不为太多人熟知，
但这家公司已经从事媒体版权经营长达
10余年。参与竞标的北京欧迅体育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姚震彦对结果也表
示了认可：“这次竞标，中国足协把赛事
媒体版权交给了一个专业团队。”

做好包装 市场前景乐观
17 个机位转播、“飞猫”空中游走，

中国队在 3 月的两场热身赛已经可以
为未来的比赛转播水平定下标准。赛事
转播水平的提升，电视机前亿万球迷的
感受最为直观。

赵军对中国之队的版权销售表示乐
观：“我们常年做体育赛事的分销，已经
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客户资源，包括中央
和地方电视台、门户网站等，目前谈得很
顺畅。不过版权成本提高了，肯定会提高
合作的门槛，一些经营压力比较大的新
媒体可能会选择放弃。”

“中国之队的价值取决于后期的创
意和包装”，对于如何收回成本，实现盈
利，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何文义的观点是：“把中国之队
的赛事包装出更多的商业价值，这是最
重要的。版权如果搞不好很容易就砸在
手里，得动员关联产业共同分享版权，使
得这个版权的价值增值，然后来分它增
值的部分。哪怕主体产业赔点钱搭台，让
关联产业上去唱戏，可以继续让央视播，
由央视播出后衍生出潜在价值。如何能
设计出一种盈利模式让自己从这些价值
中获益，是考验体奥动力决策者的问题。
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都是创意产业，讲
究的是未来的附加价值，创意包装出的
新价值空间。所以接下来的行动可能会

更加重要。”
对此，赵军非常肯定地表示：“我们

做出的产品要对得起客户，今后我们会
把国家队资源做足，增加内容提供、提升
信号制作水平、扩大传播平台、丰富视频
产品，力求将中国之队更深入、更全面地
呈现在球迷面前。”

对于中国之队媒体版权的未来前景，
姚震彦也十分看好：“虽然今年国家队的
重要赛事不是太多，只有4场世界杯预选
赛，但考虑到这是一个 4年的合同，在周
期内收回成本甚至盈利应该差不多。”

资本注入 触动旧有格局
资深媒体人颜强认为：“当海量资

本进入到一个相对新鲜的行业领域，有
可能冲击已有的行业势力分配、组织形
式，改变已有的产品形态，甚至可能重新
定义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在赛事媒
体版权的竞争之后，形成的浪潮也在冲
击中国足球旧有的规则和行为方式。赵
军说：“我们对球队、足协也会提要求，
比如对赛事组织就会提出更高标准。这
不是为了折腾，而是为了更好地传播。”

这次公开竞标也会对未来的中超转
播权产生深刻影响。有媒体披露，目前，
中超联赛一个赛季的转播权收益仅在
7000 万元左右，平均到每家俱乐部不过
几百万元的收益，根据当下的行情，这仅
是一名国脚在俱乐部的年薪。赵军表示：
“市场上对于中超联赛目前整体转播权
价格过低的现状应该历史及客观看待，
目前大部分平台，包括我们自己的合同
都是 2012 年签署的，当时的市场环境
和现在不一样，足球赛事转播权井喷也
就是近一年的事情。”如今，中国之队的
价值已经有了 10 倍左右的增长，让中
国足协对于中超转播权的未来价值也充
满信心。

“完全可以预见，2017 年中超联赛
的赛事转播权争夺一定会非常激烈。”
姚震彦表示，“群雄逐鹿的时代已经到
来，不过希望中国足协今后能让竞标更
加细化，将赛事转播资源的‘批发商’和
‘零售商’分开。”

赵军毫不避讳体奥动力将参与到中
超联赛转播权的争夺之中：“我们一定
会全情投入，但央视的强势地位和新媒
体的崛起肯定会让竞争更加激烈，但凭
借十几年的专业经验和对中国足球的了
解，我们会努力做出一个更好的整体方
案。无论结果如何，最终受益的都将是中
国足球。”

人民网

中国足球感受资本力量 以前是求着媒体转播赛事
中国之队媒体版权竞标激烈

财政部 4 月 12 日消息，经现有意
向创始成员国同意，荷兰、巴西、芬兰、格
鲁吉亚、丹麦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财政部确认，截至目前，亚投行意
向创始成员国增至 46 个，包括奥地
利、孟加拉国、巴西、文莱、柬埔寨、中
国、丹麦、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德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约

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吉尔吉
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
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
兰、新西兰、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
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西班牙、
斯里兰卡、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
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
越南。

人民日报

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 46个

日前，以色列和法国科学家最新发表
在《自然》杂志上的报告说，月球可能是在
同地球成分极其相似的一个天体撞击地球
之后形成的。

报道称，这一理论显然有助于解释为
什么地球和月球的组成远比科学家先前期
待的要相近得多的原因。

科学家同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
另外两篇文章，报告了先前不为人知的月球
岩石中存在的细微差别。

科学家表示，这些最新的研究结果就
月球的形成提供了更为可信和清晰的信息。

以色列和法国科学家在他们的报告中
模拟了内层太阳系形成早期的动荡历史，对
可能发生的撞击进行了量化处理。

模拟显示，地球在早期可能受到其他
可能成为太阳系行星的天体的一系列撞击。

在这一系列的撞击中，最后一次撞击
来自一个质量大约是地球十分之一的行星
天体，所产生的碎片最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

月球。
科学家过去相信，构成月球的大部分

物质应该来自于撞击地球的天体，而这样的
天体成分应该同地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
是，事实并非如此。

科学家承认，地球同月球成分的高度
一致性是上述大撞击理论所面临的挑战。

参与这项最新模拟研究的科学家表
示，撞击地球的行星很有可能具有同地球极
为相似的组成，这使得科学家只能在月球材
料中发现非常微小的差别。

参与这项研究的以色列科学家佩列茨
说，“我们发现，许多撞击行星与被撞击行
星的成分非常相近，就像地球与月球的成分
一样相近。”

试验模型显示，成份如此相近的行星
相撞的几率高达20%。

佩列茨说，这样的几率在很大程度上
支持了月球形成的大撞击理论，也让他对这
一理论充满信心。 中国新闻网

月球形成之谜新解：或由天体撞击地球后形成

刚刚刑满出狱，张某便打算通过买彩
票来实现自己一夜暴富的梦想，但是买了
1000余元的彩票一直没有中奖，“爱动脑
筋”的张某便趁着深夜悄悄潜入彩票店，
将4万余元的即开型彩票盗走。为了加快
刮奖进度，张某又花了 1000元雇了两个
人专门替他刮奖。怎料只刮出百元奖励，
不仅亏了900元还被警方抓获。

据办案民警介绍，2012 年 7 月份以
来，嫌疑人张某（男，汉族，21岁，陕西延
安人）曾因盗窃两次入狱，2015年 3月刑
满释放。出狱后，张某整日厮混社会、不思
进取，企图通过购买体育彩票一举暴富。

4月 5日下午，张某将随身携带的
1000余元现金全部购买了彩票却都没
中。4月 6日凌晨 3时许，张某独自一人
窜至榆阳区德静路康某经营的中国体
育彩票门市，将卷闸门撬坏后爬入门市
内盗窃共价值 4 万余元的即开型彩票，
后逃至榆阳区南门口附近，花费 1000
元雇了两个人为其刮奖。

让张某没想到的是，奖券刮了一半
不到，就被民警抓住，而此时张某和另
外两人只刮出“20 元”和“80 元”共
100元奖励，还有大量彩票没来得及
刮。 华商报

潜入彩票店偷 4万元即开彩票 雇人刮奖反亏九百

黄山景区现罕见春季冻雨冰挂景观

文 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