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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绝密档案》（3册）
美国Highlights公司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动物的绝密档案》由《动物也温柔》《猛兽来袭》
《野趣寻踪》三个分册组成，总共700余页的精装动物大
合辑。这套由专业作者、插画家、野生动物摄影家、专业
译者、动物学专业团队共同倾力打造的儿童动物科普
图书，还原了动物在野外生存的各种丰富有趣的形态。

《黑猫历险记》
（捷）约瑟夫·拉达著 刘星灿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黑猫米克什是一只很特别的小黑猫，因
为它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个小人似的，穿着

衣服和鞋子。它很淘气，也很有正义
感，会教训欺负别人的小淘气鬼……
《黑猫历险记》是插画家、童话作家约
瑟夫·拉达的代表作之一，他的作品
充满奇趣与童真，并配有夸张、极富
感染力的插图。

《萤火谷的
梦想家》
（美）艾莉森·麦吉著 马爱农译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萤火谷的梦想家》是绘本作者艾
莉森·麦吉历时6年创作的经典获奖儿
童小说。故事讲述了生活在萤火谷的
萤火虫———萤萤，渴望像人类一样飞
上美丽的月亮。作者以敏锐的笔触写
出了成长的磨砺与痛苦，并成功刻画
了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形象。

《如果我可以
许个愿》
（瑞士）弗兰茨·霍勒尔等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如果我可以许个愿》是一本关
于友谊、愿望和幸福的绘本，从孩子的视角与内心出发的故
事，展现儿童真实美好、敏感细腻的内心世界。

（据《南方都市报》）

六一国际儿童
节就快到了，小读者们

和家长们都在期待新的
童书佳作。我们专门从今
年出版的新书中挑选
了十本，供大家参

考。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
（英）朱莉娅·埃克谢尔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由童书专家朱莉娅·埃克谢尔主持编选。她
邀请世界各地三十余位杰出的作家与插画家一起撰稿，对历史上优秀的童书进行
梳理，甄选了1001本被广泛认可的童书，并加以解读与评介。本书为父母和孩子展
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从无字绘本，到识字数数的图画书，一直到
或深刻或尖锐的青少年小说。这份书单包括各国经典和当代颇负盛
名的成功作家的优秀作品，将带领读者踏上一段美妙的探索之旅。

《读首好诗，再和孩子
说晚安》（5册）

周瑟瑟选编

东方出版社

《读首好诗，再和孩子说晚安》是
一套适合睡前亲子阅读的书目。诗人
周瑟瑟从百年中国新诗和优秀的外
国诗歌里，寻找适合孩子阅读的诗
歌。他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儿童诗，而
是着眼于爱与真实，为孩子找到智性
化、个性化的作品，以诗的形式与父
母一起记录孩子的成长。

《给孩子的
历史地理》

唐晓峰著

中信出版社

唐晓峰是北大著名的历史地理
学专家。《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将地理
问题与历史大事结合起来，教会孩子
从多维的、互相联系的网络中观察世
界。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去认识世
界，方能造就远大眼光和宏观视野。
孩子往往对死板的地理知识望而生
畏，其实地理是活的，它就活在历史
里。弄懂了地理的问题，把枯燥的地
理知识和鲜活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就
能相互启发，豁然开朗。

《400张图看世界史》
（法）安娜·乔纳斯著 迈克·勒博隆绘

上海文化出版社

这本书如同“一座奔跑的图书馆”。从酒桶的出现
到纸的发明；从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到中国扩建万里长城；从太阳王路易十四计划迁
入凡尔赛宫，到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该书借助图画和文字，记录下世界各地
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为孩子们分享知与识、艺与术、变革与思考，牢固支撑起孩子
对自我、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整体认知体系。

《疯狂原始人》
（法）米里埃尔·祖尔切著 菲利普·吉洛特等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疯狂原始人》幽默地展示了史前人类，尤其是克罗马农人的日常。除此以外，它还是
一本包含了手工制作、经典游戏、野外生存技能训练的百科全书，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愉悦
的阅读体验。

《人类的衣服》
（法）若埃尔·若利韦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类的衣服》由“公主的服饰”“盔甲”“新婚夫妇”等14个丰富有趣的主题构成，为我
们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的近300种服饰，包括帽子、衣服、鞋子、
配饰等。让孩子通过服饰感受和了解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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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我区将着力打造8类特色博物馆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厅了
解到，自治区文化厅为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推进内蒙古特
色博物馆体系建设，经自
治区政府同意，于5月22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全区特色博物馆体系建

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贯
彻落实。

我区幅员辽阔，历史
悠久，自然特点鲜明，生
态地位独特，资源优势突
出，文化底蕴深厚，民族
特色浓郁，是全国第一个
少数民族自治区，具有建

设特色博物馆的丰厚资
源。指导意见指出，要充
分发挥民族区域优势、
历史文化优势、馆藏品
类优势，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和实践要求，重点
建设特色博物馆体系的
薄弱空白项目，重点扶
持发展滞后地区特色博

物馆建设，着重提高现
有特色博物馆建设、维护
和运行质量，规范特色博
物馆体系的建设与管理。
通过3年努力，实现新跨
越、创造新辉煌，到2020
年，全区特色博物馆体系
日臻完善，草原文化影响
力不断扩大，让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基
本文化权益保障更充分，
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更充
实。

指导意见明确，要坚
持“场馆布局多样化、建
设规模适度化、使用功能
标准化、展览内容特色
化、管理体制多元化”的

基本原则，重点从“红色
文化主题博物馆、专题博
物馆、历史建筑博物馆、考
古遗址公园博物馆、民族
民俗和乡村记忆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行业博物馆、提升大中型
博物馆”8个方面建设特色
博物馆。

包头全城寻找低视力儿童：爱心帮扶助康复
（上接1版）

据专家介绍，0~6岁是
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期，
7~18岁眼球仍处于发展阶
段，一旦在此期间发生眼
病，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
和治疗，可能给患儿视觉
发育造成严重后果，甚至

是终身视力残疾。提早发
现、提早治疗是现在国际
上遵循的原则。

记者了解到，包头市
低视力康复中心是包头市
残联指定的该市唯一一家
定点低视力康复机构，已
对全市160名低视力患儿

实施了免费救助。该中心
的郭慧敏告诉记者，目前
低视力儿童发病比例占总
人口的5%~10%，但随着电
子产品的推广，数量还可
能上升。为了更好地帮助
这些孩子康复，国家、自治
区、包头市都有相关的康

复救助政策和措施，但很
多患儿家庭并不了解。在
今年6月6日爱眼日到来之
前，该中心与包头众多志
愿者合作，希望能搭建救
助措施与患儿家庭的联系
通道，帮助到更多的低视
力儿童。

巴彦淖尔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6月1日启用
新报巴彦淖尔讯（记者

白忠义） 记者从巴彦淖
尔市交管支队了解到，6月
1日起，巴彦淖尔市将正式
启用6位号码的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

据了解，新能源汽车
专用号牌尺寸比普通号

牌略大，底色以绿色为主
色调，突出绿色环保的寓
意，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底色采用渐变绿色，
大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
牌 底 色 采 用 黄 绿 双 拼
色。专用号牌号码由5位
升为6位，容量增大，可以

满足“少使用字母、多使
用数字”的编排需要。工
本费仍执行现行普通汽
车号牌收费标准，每副
100元。

在新能源号牌发放工
作中，公安交管部门将开
通新能源汽车号牌业务办

理绿色通道和汽车查验专
用通道，提高业务办理效
率，并密切配合有关部门
和单位，做好保险购置、公
路收费、车辆检验等相关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工作，
确保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顺利启用。

全区运动会笼式足球丙组：呼和浩特队包揽双冠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孩子们经过艰苦的备战，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终
于拿到了冠军奖杯……”5
月28日下午，呼和浩特市足
球运动中心主任刘勇激动
地对记者说。当日，第十四
届自治区运动会笼式足球

丙组比赛决出了冠军，呼
和浩特男、女队分别战胜
对手，捧得冠军奖杯。

在当日进行的女子组
比赛中，呼和浩特队与通
辽队会师决赛，呼和浩特
队全场压制对手，最终1:0
力克通辽队。男子组决赛

在呼和浩特队与鄂尔多斯
队之间展开，最终呼和浩
特队以总比分4:3战胜对
手，捧得冠军奖杯。

刘勇告诉记者：“每4年
一届的全区运动会是全区
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
盛会。足球丙组比赛是本次

运动会夏季项目的首个比
赛，这也是全区运动会首次
设立13岁年龄段足球比赛，
呼和浩特队包揽首金和第
二金，充分展示了首府足球
改革发展近4年来的成果，
也为今后更好地推进青少
年足球训练奠定了基础。”

国粹展风采
5月28日下午，演员们

正在表演京剧《美猴王》。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展现

国粹精华，活跃校园文化

生活，内蒙古民族艺术剧

院的艺术家们当日走进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小

学，为该校师生奉献了一

台精彩的“名家进校园

国粹展风采”专场演出。

摄影/本报记者 王利军

内蒙古科协慰问科技工作者
新报讯（记者 段丽萍） 5月30日是第二个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5月29日，内蒙古科协慰问团一行先后
看望了为我区科技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罗辽复和云锦凤，向他们提前致以节日的问候。

“您好！我代表内蒙古科协祝您节日快乐！”慰问
团首先来到内蒙古大学家属楼，看望了83岁的罗辽
复。内蒙古科协党组书记麻魁把一捧鲜花送给罗老，
还仔细询问了罗老的生活近况，肯定了罗老在科技领
域做出的卓越贡献。紧接着，慰问团一行又来到内蒙
古农业大学家属楼。79岁的云锦凤精神矍铄，她身着
民族服装亲自到楼下迎接慰问团。云老告诉麻魁书
记，自己目前在负责蒙草成果推广的技术指导，每天
都很忙碌。麻魁向云老竖起了大拇指，并祝她在科研
领域取得更多成果。

据了解，罗辽复是理论生物物理领域专家，国内
理论生物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云锦凤现任内蒙古草
业研究院首席专家，是自治区草品种育繁工程中心主
任，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科学学科带头人。

包头交警3天查获违法行为百余起
新报包头讯（记者 解裕涛） 5月25~27日，包头

市交管支队组织开展了酒驾醉驾毒驾周末夜查统一
行动，3天共出动警力1892人次，警车471辆次，检查过
往车辆28854辆次，共查获酒后驾驶80起，醉酒驾驶19
起，查获涉毒人员14人。

据悉，进入夏季后昼长夜短，市民聚会宵夜纳凉
活动增多，酒驾、醉驾、毒驾易发。为全力做好夏季道
路交通保安全、防事故工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包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决定于5月25日至7
月15日期间在全市集中开展酒驾醉驾毒驾周末夜查
统一行动。

统一行动期间，包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利用周
末20时至次日2时，在部分城区、城镇特别是城乡结合
部，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以及涉酒涉毒事故易发多
发点段，严查酒驾、醉驾、毒驾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无
证驾驶、未年检、未报废等交通违法行为。

雨水暂退 我区再迎高温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5月29日，内蒙古中西

部大部仍维持晴热天气，东北部地区则多阵雨，天气
清凉。内蒙古气象台预计，30日开始，雨水渐退，气温
将明显回升，本周末东部偏南地区将再现35摄氏度以
上高温天气。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为例，29日最高气
温20摄氏度，30日27摄氏度，6月1日则有望升至37摄
氏度。

气象专家表示，近期气温忽高忽低，感冒等呼吸
道疾病易发，公众还需注意补充水分，保证充足睡眠，
并及时增减衣物。天气渐热紫外线增强，公众需注意
防暑防晒，同时空气干燥，还需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