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建州60周年作为新起点
谱写新篇章

刘慧代表中央有关部门和
祝贺团全体同志对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表示热
烈祝贺。她说，60年前，在党的
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开
启了自治州发展进步的新纪
元。60年来， 自治州持续发展、
不断进步，正在实现总体小康；
自治州加快建设，锐意改革，正
在走向全面开放； 自治州团结
拼搏，积极进取，正在迈向富裕
繁荣。 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巨大
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是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成功实践的光辉典
范。 希望自治州把建州60周年
作为新的起点， 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 珍惜当前大好形势，
抢抓脱贫攻坚和“一带一路”建
设的宝贵机遇， 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汇聚各方聪明才智，不断
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不断增进全州各族人民福祉，
不断谱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新篇章。

庆祝大会上， 国家民委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
州”授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在大会
上致辞。

随后， 还举行了大型群众
文艺表演。 表演共分为序、《故
土湘西》《热土湘西》《沃土湘
西》三个篇章和尾声，土家苗
汉儿女载歌载舞，共祝伟大祖
国繁荣昌盛，自治州的明天更
美好。

杜家毫指出，自治州的发展历
程深刻昭示我们，做好民族区域自
治地方的工作，实现湘西繁荣进步
和团结稳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坚持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把加快发展和改善
民生、保护生态结合起来。

杜家毫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
党的领导，切实强化“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
毫不动摇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引导全州
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共创美好未来。要毫不动摇
打好脱贫攻坚战，定心定力、用心
用情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向纵
深发展。要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坚持不懈保障和改善民
生，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
一起来，让各族群众的日子从物质
上、精神上都更加红火起来。要毫不
动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大力加强
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选
好配强基层组织“带头人”，团结带领
全州各族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齐
心协力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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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弱势群体须避免“副作用”
连续几日，由于演员、歌手陈

小春的一条微博，“橙色书包”进
入公众视野， 并迅速在网络掀起
刷屏狂潮。 这个由中国听力医学
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公益捐助项
目，却在进入公众视野后，引发网
友和儿童权益保护专家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 这样的方式保护了
听障儿童的交通安全， 而质疑者
则认为， 橙色书包会让听障儿童
“被标签化”，受到区别对待，从而
造成其心理负担， 甚至更容易遭
到不法分子侵害。（本报今日A06
版）

原本一个不乏善意的举动，
却引发了人们的巨大意见分歧，
这大概是这个公益捐助项目发起
时不曾料到的。 不过这并不是坏
事， 因为这恰恰证明整个社会在
关爱残障人士的问题上已经开始
趋向更为理性、 更为人性化的考
虑， 意味着对残障人士的关爱不

再仅仅停留于粗浅层面的同情，
而是向深层次的心灵关怀迈进。

其实从“橙色书包”的设计初
衷来看， 这一公益项目还是充满
爱意的， 这个公益活动由中国听
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于2016年4月发
起， 目的是为了在全社会形成关
爱听障人群的“橙色关爱文化”，让
人们对听障儿童多一些关注和爱
护。从色彩学上来说，橙色是最温
暖的一种颜色，波长较长，很容易
被发现， 如果作为人们身上醒目
配件的颜色，具有很强的提示性。
因此用“橙色书包”将听障儿童凸
显出来， 也是该公益项目的一个
良好初衷。

但善意不代表可以收获圆
满，从目前的社会舆论来看，该公
益项目还面临着不小的尴尬，这
其中最大的舆论声音就是认为
“橙色书包” 将听障儿童“标签
化”，并从而引发心灵伤害和安全

隐患的质疑。有这样的质疑不足
为奇，尤其是以听障儿童家长为
代表的群体，他们大多倾向于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被“无差别化
对待”， 不愿意孩子被打上任何
标签，同时更害怕孩子因为在公
众面前暴露了缺陷而遭遇危险。
这些心情和担忧都是能理解的，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该公益项
目可以说确实存在有待完善之
处。

为避免出现“副作用”，关爱
听障儿童的公益项目需要更多地
从实际考虑，譬如让听障儿童和家
长自愿选择是否接受“橙色书包”的
赠予以及类似关爱，充分尊重听障
儿童的意见，倾听和了解他们的需
求，争取能够有的放矢地展开捐助
工作。另外，在公益工作中，还应更
加精细化，如全面考虑城乡不同环
境中人们对听障儿童的不同态
度，以此来进行差异化设置，让公

益项目更贴近实际。 同时还要在
安全性上做好防范， 虽说社会不
缺爱， 但也要尽量避免伤害性事
件降临到听障儿童身上。

除了公益组织应多多完善自
身的工作， 整个社会也应该一起
发力，将听障儿童的出行安全、人
身安全、 心理健康作为一项爱心
工程来建设和开展。 譬如在出行
和人身安全方面， 如果我们大家
都能尽量做到文明、礼让出行，那
么在很大程度上就能降低交通安
全事故的发生率， 为包括听障儿
童在内的所有孩子提供一个安全
的交通环境。在心理健康方面，政
府和社会应该多向大众普及听障
群体的相关知识， 让人们多了解
他们，懂得如何真正尊重他们，给
包括听障孩子在内的所有弱势群
体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那么，社
会的关爱必将水到渠成。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在热烈的掌声中，杜家毫
发表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共湖
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省军区和全省各
族人民，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及参
加庆祝活动的各位嘉宾和朋
友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全州各
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

杜家毫指出，60年来，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
全省各地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走
过了不同凡响的光辉历程，创
造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州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的策
源地，以脱贫攻坚为统揽推动
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全面发
展， 呈现出民族团结进步、发
展优化升级、 各项事业繁荣、
社会和谐安定、民生改善提高
的大好局面，299万土家苗汉
各族儿女正满怀豪情迈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为自治
州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由衷
自豪，为勤劳智慧、重信守义、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治州
各族干部群众感到无比骄傲。

湘西州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致电祝贺 杜家毫刘慧讲话

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共创美好未来
六十载风雨兼程， 一甲

子继往开来。9月20日上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万
余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怀着
喜悦的心情在州文化体育会
展中心隆重集会， 热烈庆祝
自治州成立60周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省祝贺团团长杜家毫，国
家民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团长刘
慧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省委
副书记、省长、省祝贺团副团
长许达哲代表省委、 省政府
向自治州赠送纪念品。 省政
协主席、 省祝贺团副团长李
微微出席。

省委副书记、 省祝贺团
副团长乌兰宣读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贺电。

■记者 贺佳 冒蕞
彭业忠 丁鹏志

60年来，成就令人瞩目，变化翻天覆地 “各族群众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航拍刚刚投入使用的自治州文化体育会展中心，像一个“大眼睛”机器人。该项目占地面积163亩，包含体
育场、体育馆、艺术楼、游泳馆和展示馆。20日，湘西州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振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