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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红色文化进校园
要要要海小枪枪系列红色童书讲党史故事受热捧

2021 年 3 月 18 号下午袁浙江文
艺出版社的编辑桃子姐姐在杭州维
翰国际学校的体育馆里袁 与学生们
共同阅读了红色经典要要要野长征窑我
是红小鬼冶系列故事遥

据悉袁这也是海小枪枪童书馆联
合浙江团省委尧浙江图书馆尧浙江省
新华书店集团尧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
的野青少年红色文化课堂冶主题宣讲
活动的第六站遥

去年底袁海小枪枪童书馆与浙江
文艺出版社倾力打造的野长征窑我是
红小鬼冶系列童书袁在杭州市崇文世
纪城实验学校举办了首发仪式遥

同时袁鄞州区中海实验学校尧杭
州市钱塘外语学校尧浦江县黄宅镇第
二小学等几十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袁通
过视频直播参与了野青少年红色文化
课堂冶活动遥

今年 2 月份以来袁浙江文艺出版
社的桃子姐姐又携野我是红小鬼冶系
列童书在建德市新华书店新安书城尧
桐庐县新华书店尧杭州维瀚国际学校
等开展了多场 野青少年红色文化课
堂冶主题活动遥

通过野红小鬼是什么冶尧野历史事

件我来猜冶尧野想办法过沼泽地冶尧野长
征路上吃什么冶等互动环节袁让孩子
们更好地了解和铭记这一段红色历
史遥

并且袁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将由该
系列的作者海小枪枪继续在 20 余家
小学先后进行红色课堂教育遥

据了解袁 海小枪枪童书馆早在
2019 年度就曾发起了野讲党史故事袁
传红色基因袁育事业接班人冶的红色
主题宣讲活动遥 并陆续走进安吉县
实验小学尧江山市实验小学等数十座
学校袁开展了上百场野海小枪枪进校
园冶的主题分享讲座袁与上万名同学
们现场见面交流袁 宣扬红色革命精
神遥

此次袁野长征窑我是红小鬼冶系列
图书共三册袁分别为叶嘹亮的唢呐曳
叶小渡船曳叶新的力量曳袁 这些图书将
儿童文学创作与红色文化教育相融
合袁通过红小鬼们渡大江尧过草地尧解
决缺盐缺药问题尧对抗敌人......不断
历练尧勇往直前的故事,让孩子们更
好地了解和铭记这一段党史袁 懂得
如今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遥

海小枪枪迄今已创作了野长征窑

我是红小鬼冶 系列尧野少年飞虎队冶系
列尧叶石榴红曳 三套精品红色童书遥
野少年飞虎队冶 系列要要要叶瓦罐鱼曳尧
叶清福门曳尧叶欢喜桥曳 取材真实历史袁
以一群少年英雄为群像袁展现了面对
外强不屈不挠的家国精神和英雄气
概遥

叶石榴红曳 讲述了地下党员安娜
的女儿小欢为寻找妈妈而踏上旅途袁
和小伙伴们在上海街头和 76 号 野魔
窟冶探险袁并在暗潮涌动的斗争中袁为
中共营救孤儿院内一批抗日英雄留
下的孤儿赢取了时间的故事遥 该小
说剧情延续了叶麻雀曳野唯祖国与信仰
不可辜负冶的精神袁传达了爱国情怀遥

此外袁 海小枪枪的最新作品袁讴
歌英雄系列的精品红色童书叶烽火少
年曳正在编辑中袁相信不久将会与读
者朋友们见面遥

同时袁海小枪枪表示袁将努力继
续创作红色革命题材童书袁讲好野青少
年红色文化课堂冶主题宣讲活动袁让孩
子们在全面接受素质教育的同时袁学
习和传承红色精神袁让红色精神在他
们稚嫩的心灵中生根发芽袁伴随他们
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遥 刘白

3 月 24 日袁一名女子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参加洒红节庆祝活动遥 洒红节也叫胡里节袁
人们在节日期间互相涂抹颜料袁载歌载舞迎接春天的到来遥 新华社发

冰岛气象局 19
日证实袁 西南部雷
克雅尼斯半岛一处
火山开始小规模喷
发袁 当地距离首都
雷克雅未克大约 30
公里遥

这处火山休眠
了大约 6000 年遥 它
的喷发没有触发周
边居民撤离袁 暂时
没有严重扰乱航空
运输遥

揖小规模喷发铱

气象局在社交
媒体推特发布消息
说袁 喷发地点位于
法 戈 拉 达 尔 山 附
近 袁 野 根 据 初 步 信
息袁地表出现了 200
米长的裂缝冶遥 气象
局发布的一张照片
显示袁夜色下袁发亮
的熔岩流上方腾起
烟雾遥

海岸警卫队派
一架直升机前往火
山附近上空袁 以便
更好地观察火山爆
发 的 规 模 及 其 影
响遥

路透社当天晚些时候以气象局官员
比亚尔基窑弗里斯为消息源报道袁岩浆喷
发处的裂缝已经长达 500 至 750 米袁岩
浆喷涌高度达 100 米遥

冰岛政府民防和应急管理部门警告
民众不要靠近火山袁 告诫火山以东索劳
克斯赫本镇的居民尽量待在室内袁 从而
避免接触火山灰遥

格林达维克镇距离火山喷发地点 8
公里遥 当地居民兰韦赫窑格维兹门斯多蒂
尔说院野从我家窗户望出去袁 可以看到发
光的红色天空遥 冶

雷克雅尼斯半岛过去 4 周累计经历
4 万多次轻微地震遥 往年这里平均经历
1000 至 3000 次轻微地震遥 因受不了频
繁地震袁 当地不少人先前不得不去外地
亲友家或度假屋暂避袁 或者到雷克雅未
克住酒店遥 地震最近几日逐渐 野消停冶袁
一些地质学家一度猜测火山可能不会爆
发遥

美联社报道袁 这处火山已经休眠大
约 6000 年袁雷克雅尼斯半岛上一次火山
爆发是将近 800 年前遥

揖未致严重影响铱

冰岛气象局 19 日说袁 火山喷发不
会令格林达维克镇居民或关键基础设
施立即处于危险境地遥 气象局火山风
险应对协调员莎拉窑巴尔索蒂说院野在
我看来袁 这就是我们所预想到的最好
情况遥 冶

应急管理部门认为袁 无需组织居民
撤离袁 喷发的火山位于一条比较偏远的
山谷内袁最近的公路离它 2.5 公里遥

雷克雅未克的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
没有因火山喷发而关闭袁 但各家航空运
营商将自行决定客机是否在这座机场起
降遥

冰岛地处大西洋中脊火山活跃带袁
火山多尧地质活动频繁遥 2010 年 4 月袁冰
岛南部埃亚菲亚德拉冰盖下一座火山喷
发袁向大气中喷出大量火山灰袁导致欧洲
大片空域关闭尧大量航班取消袁数百万人
滞留机场遥 杜鹃

21 日袁 由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馆尧北京演艺集团尧中国木偶艺术剧
院尧巴基斯坦拉菲窑皮尔剧院联合举
办的 野世界木偶日要要要共庆中巴文
明和文化遗产冶 活动在中国木偶艺
术剧院举行遥

此次活动恰逢世界木偶日袁是
中巴两国建交 70 周年的庆祝活动
之一袁 旨在通过木偶戏等多样的文
化遗产展示活动袁 展现中巴两国薪
火相传的友好情谊遥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窑哈克

线上致欢迎词遥 在致辞中袁他强调袁
巴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将促进两国的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新台
阶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项目官
员古榕袁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尧董
事长赵佳琛袁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院
长赵永庄尧拉菲窑皮尔剧院院长萨达
安窑佩尔扎达等发表了讲话遥他们强
调了寓教于乐的重要性袁 以及为子
孙后代传承丰富的文化和传统艺术
的必要性遥

活动现场袁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
和拉菲窑皮尔剧院签署了合作谅解
备忘录遥未来袁两国的艺术家将齐心
协力袁创作更好的木偶戏袁让精彩的
木偶艺术走向世界遥

此次活动播放了巴基斯坦木偶
戏的精彩片段袁同时袁来自中国木偶
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现场表演了
叶美人鱼曳叶真假孙悟空曳等木偶戏的
经典片段袁 赢得到场嘉宾和观众的
一致好评遥

朱梦娜

野世界木偶日要要要共庆中巴文明和文化遗产冶活动

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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