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砚砚

草原田鼠机警地躲进洞中，林间松鼠悠然
地吃着松果，旅行中总有些惊喜牵动孩子的心。
人类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年代是城市孩子心中遥
远的故事，读书让我们嗅到从前的气息。

综观儿童文学领域，动物小说作家屈指可
数，苏联写《森林报》的比安基，美国写《野性的呼
唤》的杰克·伦敦，加拿大写《西顿野生动物集》的
西顿等等，中国小读者比较熟悉的本土作家当数
沈石溪，而日本的椋鸠十则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椋鸠十（1905-1987）是日本家喻户晓的
优秀动物小说作家，日本少年动物小说的开山
之人，日本儿童文学奖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
作品荣获多种奖项，多篇被选入各国中小学课
本，其中《金色的脚印》一文被选入我国六年级
语文教材。

《椋鸠十动物小说》插图珍藏版（第一辑）共
六本，包括《金色的脚印》《阿尔卑斯的猛犬》《大
造爷爷和雁》《月轮熊》《屋顶下面的猫》和《三只
脚的黄鼠狼》，每一本都包含多个故事。

《阿尔卑斯的猛犬》里，与掉下悬崖的主人同
生共死的狗、被人类养大后英勇救主的山狗、受
冷落但在围猎中重伤后依然选择回到主人身边

的狗、养了一年却始终念着前主人的狗……狗的
忠诚、勇猛、念旧、识得忠奸都令人动容。

《金色的脚印》是狐狸的故事：为了生存，狐
狸必须学会各种生存之道，哪怕面对自己的亲
人！即使被捕兽夹夹住，母狐狸依然给孩子捕
食，那份动物的母爱！为了保护后代，大狐狸会

引开猎狗，那种惊人的智慧！
《大造爷爷和雁》中，勇敢的大雁与游隼搏

斗，终于让老猎人放下猎枪；信任人类的老鹰却
被贪婪的猎人杀害，人类辜负了这份信任；笼中
凶狠的绿雉与山斑鸠奇特的友谊，在飞回丛林后
依然相守；被捉的大雕为了自由绝食而亡，死前
双眼满是愤怒的光芒。

《月轮熊》中的熊命运凄惨，人类因为各种理
由总想杀死熊，究竟是谁掠夺了谁的生存？

《屋顶下面的猫》讲述了孩子们与几只可爱
的家猫和野猫的故事，在养宠物方面，作者可是
爱心满满。

《三只脚的黄鼠狼》里有黄鼠狼、水獭、鼹鼠、
蚂蚁、蜂、獾、兔子、蛇的故事，既有适者生存又有
人类的贪婪，小动物们始终胆战心惊。

椋鸠十的作品朴实温情，语言流畅，情节生
动，丰富的动物知识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的动物
世界，其独特的动物心理描写又让读者感同身
受，既增加了读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又让读
者感知到万物平等、生命可贵，学会尊重自然、珍
惜生命。带着孩子读读这套优秀的动物小说，让
孩子们从小学会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了解到人
需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对于他们的一生，都
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9

◎少儿文学，29.59% ◎卡通、漫画、绘本，24.37%

◎少儿科普百科，18.28% ◎游戏益智，7.64%

◎低幼启蒙，6.91% ◎少儿英语，5.26%

◎少儿国学经典，2.28% ◎少儿艺术，2.24%

◎青少年心理自助，2.20% ◎卡片挂图，1.23% 9

□郝雪梅

“杀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人

吓死。”如此血腥惊悚的文字，竟

作为所谓童谣出现在孩子们的读

物中。这是最近见诸媒体的报

道。报道还称，有类似恐怖内容

的书籍，大都在一些学校附近的

书店有售，在一些学生中间传递，

例如《十宗罪》《烧脑》等。

中小学生心智尚未发育成熟，

阅读此类书籍会给他们的成长带

来负面影响。“恐怖童谣”随恐怖、

悬疑类书籍出现，至少说明三个问

题：其一，一些出版社在业态萧条

时期，为了获取利益已经不择手

段，失去了出版社该有的文化情

怀、社会情怀；其二，一些作者的创

作，已经丢失了文化该有的本真，

创作的目的不是给社会提供优秀

的精神食粮，而是“为人民币服

务”；其三，在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时

候，有关部门是缺位的。

赶走“恐怖童谣”，还孩子们

健康的童年，需要加大涉及少年

儿童读物的审查和处罚力度，文

化出版部门不能为了利益失去

该有的底线标准。很多出版社

不能为了活着而只出卖书号，对

书籍的内容不闻不问。作者的

创作更需要引导，鼓励创作优秀

作品，不能止于口头提倡，更应

该让坚守优秀文化创作的作者

不吃亏，这方面，扶持政策的落

实很重要。9

□张淳艺

4 月 15 日，安徽芜湖繁昌县

某小区内，一名年仅 6 岁的女孩

撑伞从 6 楼跳下。据了解，小女

孩可能是受动画片的影响，撑着

伞从窗户往下跳。类似的悲剧屡

次出现，表明了动画片分级机制

建立的紧迫性。

在国外，动画片分级管理由

来已久。日本设立“映画伦理管

理委员”，对动画电影进行许可性

审查，按观众年龄分为全年龄、12

岁以上、15 岁以上与 18 岁以上等

级别。面向儿童的动画必须避免

不良倾向的诱导，违例者一律删

剪，否则禁播；面向成年观众的动

画，只允许安排在儿童入睡后的

深夜播出。英国的动画分级制度

则规定，厨房用具、电视机、游戏

机、家用电器不能作为暴力工具

出现在动画片里面。

影视作品分级，国内呼声已持

续多年。不过，有关部门尚未就此

出台相关制度。坐而论道，不如起

而行之，当儿童模仿动画片一再酿

出悲剧，影视作品的分级管理必须

尽快提到日程上来，这方面，动画

片分级管理可否尝试先行？9

这是一套从意大利引
进的洞洞书，具体包括《可
爱的眼睛》《好大的耳朵》
《大大的嘴巴》《大鼻子》。
不一样的洞洞，究竟藏着
什么样的秘密呢？该丛书
巧妙地渗透了动物的生活
习性，让孩子在家长的伴
读中，触觉、视觉、听觉多
感官参与，得到互动式的
阅读体验。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今日所有上线的新片中，
有五部适合孩子们看的电影，其中四部是国产片，一部是
日本片，类型以动画居多，主题则包含探险、励志及家庭
亲情等。具体片单如下：

《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
类型：动画、探险 制片地区：中国

《哆啦A梦：大雄的金银岛》
类型：动画、冒险 制片地区：日本

《魔镜奇缘2》
类型：动画、家庭 制片地区：中国

《光影之战》
类型：剧情、科幻 制片地区：中国

《寻找雪山》
类型：儿童、励志 制片地区：中国9

□赵锐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个组成因子，有了好家
风，家庭才能和谐，社会才能稳定；孩子是未来
社会的希望，接受了好家教，才能身心健康地
长大，并再组建一个又一个幸福的家庭。

什么是好家风、好家教？山东友谊出版社
近日出版的《中国家风·教子篇》，一反常规的
说教方式，集结了一百多位作家、学者、教师、
记者、心理医生等社会各领域专家，用一篇篇
饱含爱意的文章，或入情入理讲述教子理论，
或现身说法讲述育子故事，或以书信形式表达

对子女的关切之情，百花齐放，兼收并蓄，几乎
将家风家教的问题都包含了。

仅针对该不该打骂孩子这个话题，该书就
有几个不同的观点。教育家张赛琴给儿子立
下三条规矩，并事先跟儿子讲好，违背了其中
一条要挨打。媒体人武伟为改变儿子的软弱
性格，刻意树立自己的严父形象，打了儿子几
次，不料却引得儿子逆反，武伟痛定思痛，决定
调整方案，学着尊重儿子，之后果然成效显
著。作家谢友义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女儿，惹
得女儿委屈哭泣，最终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选择了向女儿道歉。作家李勋的妹妹信奉“棍

棒底下出孝子”的理论，多次打骂儿子，引得孩
子对她仇恨满腹，李勋使用引导和劝诫的方
法，使得母子俩最终达成了谅解。他们面临的
问题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有一点
是相通的，那就是对孩子要理解和尊重。

教育的方法很多，前提是要取得孩子爱的
信任。该书内容正是一把把可供父母挑选的、
打开子女心门的钥匙，是可帮父母认识到该如
何尊重孩子、理解孩子，如何陪伴孩子健康快
乐成长的教子之方。9

（《中国家风·教子篇》，张建云主编，山东
友谊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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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椋鸠十，译者：贺璇等
九州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好家风育出好儿女

感受自然，尊重生命
——读《椋鸠十动物小说》

影视作品分级，动画片可先行

莫让“恐怖童谣”污染孩子的心

本套书由英国顶级儿
童杂志社 OKIDO 组织研
发而成，摒弃了科普教育
一贯的说教方式，别出心
裁地用无字漫画、涂鸦连
线等艺术的方式，引导儿
童进入科学的世界，激发
儿童的探索精神和动手能
力，培养具有艺术鉴赏力
的小博物学家。

多看漫画，无疑对培
养一个人的幽默感大有裨
益。本套漫画集，包含了
《丰子恺儿童漫画集》、德
国著名连环画大师埃·奥·
卜劳恩的《父与子全集》、
瑞典著名连环画大师奥斯
卡·雅各布生的《阿达姆
松》。让漫画激发孩子的
语言表达能力，发展孩子
的想象力！

本套书包含《古老伊
甸园·美索不达米亚》《尼
罗河宝藏·埃及》《神话的
故乡·希腊》《神秘的玛雅·
美洲》《运河与长城·中国》
《最坚固的路·罗马》六册，
分别讲述六大古文明的科
技发展。全书一改传统历
史书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
方式，“点状”的内容分布
更适合未成年人的思维方
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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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论

● 过 去
12年，少儿图
书在中国整体
图书零售市场
上的占有率从

9%上升到 23%，“小儿科”
发展成了“大门类”。

23%

名作品读

今日上映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儿童节专架儿童节专架

出版单位：未来出版社

适龄读者：0-3岁

“奇妙洞洞书”

出版单位：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适龄读者：3-6岁

《奥趣多艺术科学馆》

微影话

微书话

《世界经典漫画集》

出版单位：未来出版社

适龄读者：6岁以上

《探秘古代科学技术》

出版单位：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适龄读者：青少年

小贴士·童书的方位

在前不久举行的郑州全国少
儿图书交易会上，编辑得知——

●过去一年，中国内地图
书市场超三分之一的年度增
长来自少儿市场

少儿

37.55%

社科 25.99%

文学

11.39%

教辅

8.94%

其他

16.12%

●过去一年，内地少儿图书市场内部结构
以少儿文学占比最大

当儿童模仿动画片一再
酿出悲剧，影视作品的分
级管理必须尽快提到日
程上来

赶走‘恐怖童谣’，还孩子
们健康的童年，需要加大
涉及少年儿童读物的审
查和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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