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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羡慕的并不是漂亮的衣
裳，我心中的渴望，就是你们能早
点儿回家， 让我快乐地围在你们
身旁。我想，不要让我等得太久，
太长……”9月28日下午， 由三湘
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发起的“益起过中秋” 公益活
动———“献给爸妈的中秋文艺汇
演” 在岳阳县新墙中心小学温情
上演， 同学们真情吐露说出了对
爸妈想说的话。（详见本报9月29
日 A06版）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重大改变。
经济层面，我国正在成为世界舞台

上的重要成员，扮演着越来越核心
的角色；社会层面，专家预计我国
在2020年首次实现城市人口超过
农村人口的目标。但是，在这些激
动人心的变革背后，隐藏着一个人
群， 他们因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输
出，而成为了“时代孤儿”，这就是
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为了中国城
市化建设背井离乡，留守儿童默默
地承受着关爱缺失的代价。

一份《湖南省中小学留守儿
童调查报告》显示，留守儿童最大
的问题是“情感孤寂”问题。对于
尚处在中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
依恋性情感还是他们基本的需要

之一， 但由于其家庭的不完整性
和缺乏父母的亲情感染， 以及现
有社会体系对他们的关照不多，
他们的这种依恋性情感很难得到
满足。在此次的公益活动中，留守
儿童说得最多的， 也是希望父母
能够早日回到自己身边。

对于这样一个数目庞大的
“特殊群体”， 为完善社会支持系
统，我们显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2016年，我国发布了《国务院关于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家庭尽
责、 坚持政府主导、 坚持全民关
爱、坚持标本兼治”的基本原则，

同时呼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对留
守儿童的关爱工作。近几年来，民
间组织深入城乡社区、 学校和家
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指导、
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和
家庭关系调适等专业服务， 同时
各种相关公益活动的举办， 都为
留守儿童带去了温暖。 在本报与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发起的
这次公益活动中， 就有不少企业
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出钱出力，
这也充分体现出公益慈善组织和
活动在解决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
公平方面的能力和作用。

当然， 能够解除留守儿童情

感孤寂的最好办法， 莫过于父母
还乡，与孩子共同生活，这就需要
更多的好政策来使农民工返乡创
业就业，以及鼓励、支持和帮助有条
件的外出劳动人员带着子女随行，
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留守儿童问题从农民工大规
模流入城市开始， 已经持续了近
40年， 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
推进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
特殊问题，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是对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社会伤
痛给予足够的“清欠”和补偿，这
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
了讲话。他指出，考古工作是一
项重要文化事业， 也是一项具
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
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
历史、 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
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
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
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
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
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

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
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
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 丰富全社会历
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强调， 经过几代考
古人接续奋斗， 我国考古工作
取得了重大成就， 延伸了历史
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

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
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
发展的历史脉络， 展示了中华
文明的灿烂成就， 展示了中华
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 中华文明同世界其
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
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
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
特的制度创造， 深刻影响了世
界文明进程。

本报9月29日讯 今天下午，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果
展（2015-2020）开展仪式在长沙
举行。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出席开展仪式并参
观展览。

省领导乌兰、胡衡华、张剑飞、
朱忠明一同观展。

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复建
设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截至2019年，自创区技工贸总收
入达2.12万亿元 ， 较2014年增
长 2.26 倍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达
3030家，增长 2.5倍 ；研发投入
强度达3.45%，高出全省平均水
平1.47个百分点 ； 新增两院院
士18人、 国家重点实验室6家，
获国家科技奖励87项。本次成果
展位于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一

楼， 展馆面积近2000平方米，设
工程机械与轨道交通装备、 新一
代信息技术、 深海深地深空及新
材料等4个展区，共129件展品，集
中展示了自创区建设5年来的部
分重大创新成果， 彰显创新中国
的湖南力量。

参观中，杜家毫充分肯定长株
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取得
的显著成效。 他说希望大家不断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
力，真正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
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打造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 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内陆地区改
革开放的高地中彰显新担当、实
现新作为，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的厚望与重托。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望如儿所愿，父母早还乡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让文物活起来，丰富历史文化滋养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成果展（2015-2020）开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
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
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
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专
家陈星灿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让文物、遗产、古籍文字都活起来

习近平就做好考古和历史
研究工作提出4点要求。一是要
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我国
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
考古工作任重道远。 要实施好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
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
目， 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
需求调研工作， 提高考古工作
规划水平。 要围绕一些重大历
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 集中力
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二是

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
阐释工作。 考古学界要会同经
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 科技、 医学等领域研究人
员， 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
究阐释工作， 把我国文明起源
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更加清晰、 更加全面地呈现出
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三
是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
史的见证， 必须保护好、 利用

好。 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
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健全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机制，增强历史文化
遗产防护能力，严厉打击文物犯
罪。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
学科建设。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
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
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积
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
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
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4点要求

习近平强调， 在历史长河
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
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
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
扬光大。 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
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
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
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
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
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
断增强民族凝聚力、 民族自豪
感。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
研究成果， 通过交流研讨等方
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 让世界了解中国历

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
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
解， 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
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积极提供
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为考古事业、文物保护、历史研
究创造良好条件。 ■据新华社

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本报9月29日讯 今天上午，
湖南电视5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长
沙举行。 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要
主动适应新技术革命、 互联网时
代发展趋势和要求， 进一步做强
做优做大主业， 擦亮广电湘军名
片， 加快建设国内最具创新活力
和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集团，在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形成
“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中勇担
当、走在前，为“着力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科技创新、 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
高地”作出贡献，为奋力谱写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湖南新篇章凝聚力量。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
来贺信。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省
领导和老同志张剑飞、张宏森、谢
卫江、魏文彬出席。

50年来， 湖南电视人始终坚
持“党媒姓党”、“新闻立台”，以“敢
为人先”的改革勇气，从单一传统
媒体发展到双平台融合发展格局，
实现了省级广电市值第一、影响力
第一、品牌第一的目标。

座谈会上，杜家毫向湖南电视
成立50周年表示祝贺， 充分肯定
湖南电视50年来为推动湖南各项
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勉励湖
南广电以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视察湖
南并专程考察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为新的发展起点， 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的激烈竞争中抢占制高
点，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新的辉煌。

座谈会前，杜家毫一行参观了
湖南电视50年回顾展。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周帙恒

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主业，擦亮广电湘军名片
湖南电视5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