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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网文称“新版语文教科书删
掉了课文《陈涉世家》”。人民教育出版
社 25日做了相关说明。

人教社表示，《陈涉世家》是原人教
版初中语文教材的选文。语文统编教
材工作启动后，语文教材编写组从思想
立意、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等角度，吸收
以往各个版本教材的优点，结合教材的
整体设计结构，综合考虑安排选文。在
古文方面，教材既注重经典性，又兼顾
多样性，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中编选
最具代表性的，且适合初中生学习的文
章。

同时，在三科统编教材编审过程中，
为避免不必要的交叉重复，三科编写组
根据学科特点，统筹安排道德与法治、语
文和历史的相关内容。陈胜、吴广起义
是初中历史必须讲述的内容，因此，初中
统编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秦末农民大
起义》一课专列“陈胜、吴广起义”，详细
介绍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并引述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考虑到《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

要地位，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在八年级上册
从《史记》中选择《周亚夫军细柳》替换《陈
涉世家》。《周亚夫军细柳》刻画了周亚夫
治军严明、令行禁止、不畏权势的形象，文
章篇幅较短小、情节性较强，比较适合初
中文言文教学。 据新华社电

不知从何时起，饲养“异宠”——如爬
虫、猛禽、野兽等等，开始大行其道。中外
专家告诫，野生动物并非宠物，异宠贸易
背后的盗猎、走私、对野生物种和生态环
境的破坏以及给饲养者带来的健康风险，
值得警惕。

专家建议，一方面呼吁公众不捕捉、
不购买、不饲养野生动物作为宠物，减少
贸易需求，另一方面加强打击野生动植
物不法贸易力度，共同保护地球生物多
样性。

在野外环境中，非洲灰鹦鹉过着集
群生活，是一夫一妻制，夫妻共同抚养
后代，且每天长途飞行觅食。专家指出
人工圈养环境中，非洲灰鹦鹉往往表现
出与人类暴力受害者类似的情感和精神
创伤。

日前，联合国全面咨商机构世界动
物保护协会在北京发布野生动物异域宠
物全球贸易报告《狂野之心：异域宠物贸
易的残酷现状》中文版，首次揭露这一价
值数百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背后，由野
生动物盗猎、走私和非法买卖带来的巨
大危害。

“异宠”或异域宠物，是指被人们当作
宠物饲养和观赏的野生动物，大多来源于

野外，或是野生种源人工繁育的后代，往
往来自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鱼类、两
栖类、鸟类及兽类等。

野生动物有别于猫狗等伴侣动物，并
没有经过长达万年与人类共同栖息的驯
化过程，仍是自然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将
其从野外环境捕捉、运输并作为宠物进行
交易的产业，对野外种群的续存造成毁灭
性打击，更因打破生物圈的平衡而对地球
生态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萌”，有罪吗？因为憨态可掬而成为
“网红”的亚洲水獭，不断被从野外捕捉后
圈养，甚至在亚洲一些地区成了商家吸引
顾客的“道具”。

根据报告，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年
交易额高达 300 亿美元至 420 亿美元，其
中 200 亿美元为非法贸易额，而异宠贸
易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之一。目前全球统
计出超过 500 种的爬行动物以及 500 种
的鸟类被用作异宠交易，其中涉及大量
濒危和受保护物种。

异域宠物贸易的繁荣对全球野生动
物种群数量构成严重威胁，并导致一些物
种出现区域性灭绝。以已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的非洲灰
鹦鹉为例，这一遭受非法盗猎伤害的鸟类
在过去 50 年中种群数量下降了 79％，其
中加纳境内 99％的野生非洲灰鹦鹉种群
已经消失。

“异域宠物贸易的兴起和日益繁荣对
全球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产生了重大

威胁，在这一贸易链中，航空公司和
互联网平台扮演了重要角色。”世界
动物保护协会 CEO史蒂夫·麦克维
尔表示。

前瞻产业研究院行业报告称，
到 2016年，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
本之后全球第三大宠物消费市
场，预计 2023 年宠物行业市场规
模将超 3000亿元，而其中以鸟类、
两栖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为主的“异
宠”饲养占到市场规模的 2.2％，比例

不高但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
在运输过程中，60 只至 80 只鸟被

塞进一个鸟笼，经过最长 24小时的空运，
往往在抵达异宠贩子和买家手里之前就

已死去，目前已知最多一批在运输途中死
亡的非洲灰鹦鹉多达 340只。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报告指出，除了盗
猎和贸易运输过程中大量死亡外，至少四
分之三的野生动物因缺乏合适的居住环
境、食物、活动空间以及适宜温湿度，会在
家庭饲养一年内死亡。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首席科学家孙全辉
博士指出，调查显示，47％的异宠初次购买
者几乎没有花时间研究过购买的动物，也
不了解这些动物的野外保护现状与异宠贸
易的真相。在了解异宠贸易背后的残酷性
之后，最终实际购买的比例会下降11％。

“我们呼吁公众不捕捉、不购买、不饲
养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且不在社交网络上
传播异域宠物售卖和娱乐的视频，希望通
过教育和引导公众减少需求。”世界动物
保护协会项目经理郭京慧告诉记者。

郭京慧称，中国社会各方正努力推动
野生动物宠物贸易关键平台进行行为转
变，其中包括网络交易平台、社交媒体、航
空和快递物流公司等。

公益组织“让候鸟飞”志愿者天将明
表示，盗猎分子通过聊天软件群、直播平
台贩卖野生动物，并且使用“黑话”“代称”
掩人耳目，进行网上交易，并通过遍及全
国的物流快递网络进行运输。

他说，随着中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增
强，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加入网络监督的志

愿者行列。
近年来，中国海关、海警与边防公安

部门也针对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私加大打
击力度。2018 年 5 月，广东查获了珍贵野
生 动 物 绿 鬣 蜥 628 只 ，豹 纹 陆 龟 30 只 ；
2018 年 10 月，厦门打掉涉嫌走私濒危野
生动物活体的重大团伙，涉案 CITES 附录
一、附录二的濒危鹦鹉活体 1.4万余只；今
年 1月，罗湖海关查获活体蜘蛛 27只和蜘
蛛卵 5盒。

从企业方面，2018 年 3 月，百度、阿里
巴巴、腾讯、快手等 12 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携手国际同行，在美国硅谷成立第一个

“打击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全球联
盟”，承诺在 2020 年前将各自线上平台出
现的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减少 80％。

专家指出，“异宠”被遗弃、“放生”或
逃逸，已经让中国本土生物多样性深受其
害，如常见的巴西红耳龟就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列为全球最危险的 100个入侵物种
之一。

同时，科学家也对饲养野生动物的公
共健康风险提出警告。据世界卫生组织
统计，75％的人畜共患病是由野生动物传
播的，如禽流感、SARS、埃博拉病毒等等。

“我们很喜欢野生动物，对它们最好
的保护就是把它们留在大自然里，而不是
把它们圈养为宠物。野生动物只属于大
自然。”孙全辉博士说。 据新华社电

从25元到220万元
文非坚持“化缘”25年

1990 年，文非从学校退休了。本该
享福的年纪，文非却有着重重心事：白云
镇有太多孩子读不起书。

白云镇位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
地处武陵山片区。20 世纪 90 年代初，石
门县经济不发达，失学儿童多。

没钱怎么办？找人捐。1993 年，文
非动员 20多名教师成立了石门县白云乡
扶贫助学基金会，由他担任会长一职。
就这样，文非的“化缘”之路开始了。

“我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但这钱是救
学生的，你多少给点才能打发我走！”文
非找到几个老同事“耍赖”要钱，最终募
得第一笔助学款——25元。

他奔波了3天，收获25元。虽然不多，

但总算没有空手而归，这让文非更加坚定
了信念，“一定能弄到钱，一定要救孩子。”

为了得到捐款人的信任，基金会接
受的每笔捐款都会开两份票据，一份给
基金会，一份给领款学生或家长，并签上
学生、家长和班主任三个人的名字，以确
保款项不被挪用。慢慢地，村里人开始
10元、20元地捐，几年后已累计数万元捐
款，募捐的范围也从白云乡逐步扩大。

到2018年，基金会共募得220多万元，
先后资助400多名学生，其中200多人大学
毕业，3人读研，多人考取了重点大学。

眼看学生成才了，文非却走了。2019
年2月12日，文非因病去世，享年89岁。

家人不理解
但要让捐助人放心

20多年来，文非四处奔波，无暇照顾
家庭，甚至“冷落”了家人。

10 多年前，文绍杰的一双儿女先后
考入大学。临近大学开学，文绍杰的儿
子提出需要一台 4000 元的笔记本电脑，
这让务农的文绍杰犯了难，他想起之前
有贫困学生从文非的基金会贷款上学的
先例，于是他找到了父亲。

“孙子孙女读书要花一万六千元，孙
子现在需要电脑，我找您贷款周转一下，
我还利息。”文绍杰对父亲说。

“你自己想办法。”文绍杰怎么也没

想到，父亲只撂下一句话。
“当时又埋怨又生气。”无奈，文绍杰

只好带着妻子和儿子上竹园砍竹子，花
了 5天时间凑齐了买电脑的钱。

文绍杰知道父亲怕别人不信任他。
“直到他离开人世，我才慢慢懂了他做这
些事的意义。”

2017 年底，文非病重。他为基金会
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安排好 2027年以前资
金的使用情况，将 60 万元善款移交给常
德市教育局管理发放。

从“文爷爷”到“文非基金会”
背后是一种精神和能量

这位耄耋之年老人的爱心一直在传
递。多年前曾受资助的学生一个个出人
头地，又回到家乡资助他人。

文非把捐赠人的名字记在一个随身
携带的笔记本里。现在，这个笔记本里
已记载了近 3000个爱心人士的名字。

文非的追悼会上，200 多人自发前来
为他送行，爱心人士姚兰华连夜驱车带
着自己资助的学生谢馨怡来到现场。

“每次见到文爷爷，他都教导我们要学
会感恩。”13岁的谢馨怡哽咽着说，“我一直
觉得文爷爷会长寿，因为他是个好人。”

2018 年底，姚兰华和她的团队成立
了文非基金会，继承文非的事业，资助奖
励贫困学生。 据新华社电

《陈涉世家》
未选入新编语文教材

人教社:避免交叉重复

助贫困生上学 让捐助人放心
——“倔强”老人文非的 25年募捐路

文绍杰永远记得父亲文非出
殡的那天，雨雪交加、寒冷刺骨。
看着满院子自发来给父亲送行的
人，文绍杰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
头。此刻，他才完全理解了父亲
的“倔强”：25 年如一日地募集资
金，资助贫困学生。

如今，接受资助的 431 名贫困
学生中，已有 216 人大学毕业，不
少人正在资助他人。爱心人士姚
兰华和她的团队还成立了文非基
金会，接续着老人的事业。斯人
已逝，精神长存，这份大爱仍在延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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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不是宠物

“异宠经济”背后风险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