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叶）今天，由湖南省博物馆
等主办的“走向现代———英国美术
300年”特展，在长沙市博物馆陈列
大楼开展，80件来自英国西北部18
家区域性博物馆的艺术精品集中亮
相，全面展示了英国18世纪以来300
年的美术发展脉络。

此次展览多为英国艺术史上的
名家之作， 囊括了威廉·荷加斯、约
翰·康斯特布尔、威廉·特纳、亨利·摩

尔、 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等多位英国
名家的经典作品，涉及油画、素描、水
彩和雕塑等视觉艺术形式，是英国文
化艺术发展史上重要的见证物。“这
是值得记录的时刻。 ”英国贝里博物
馆馆长托尼·特雷西称， 这是第一次
将英国西北部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
18家博物馆的艺术精品聚集在一起，
为中国观众展示一段辉煌的历史。

80件艺术精品分为“英国人”、
“场景观察”、“自然景观”、“讲述故

事”、“诗意的想象”和“现代主义”6个
主题环布在展厅。 其中，一幅18世纪
的作品《浅水处的加莱海滩：渔民捡
拾鱼饵》格外引人注目，它由英国著
名画家威廉·特纳绘于1830年，是曼
彻斯特大区博物馆联盟藏品中的瑰
宝。 这幅画在中国巡展被投保1亿元
人民币，是所有展品中投保金额最高
的作品。

据悉， 展览时间至10月7日结
束，免费向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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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张耀成 姚开才

女孩两年没有看见爸爸妈妈了
【现场镜头】 花垣县长乐乡打落坪

村村头马路边， 每天傍晚， 都有一个小
女孩默默地站在这里， 遥望马路的尽
头。 小女孩名叫吴梅 （化名）， 是跃马
村小3年级学生。 吴梅的父母在外打工。
吴梅说： “爸妈两年没有回家了。 我好
想他们。” 小女孩的那份渴望， 那份落
寞， 令人痛心， 让人牵怀。

农村学校留守孩子占50%
至70%

【人大调研】 留守儿童问题， 成为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的又一问题。 花
垣县边城镇隘门村的华谋 （化名）， 她
父母外出打工， 买一个铃铛固定在家
中。 每天某个时段， 父母便打电话给
她， 叫她摇铃铛， 以便确定孩子在家
里。 她说： “天天这样盯着， 我心里好
不舒服。” 该县麻栗场镇溜豆村5岁的龙
军 （化名）， 父母在浙江打工， 由不识
字、 不太会讲汉语的奶奶带着， 学前教
育为零。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进行的
“百校千师万生” 大调查中发现， 目前，
大部分农村学校留守儿童与少年占在校
生的50%至70%。 许多留守儿童的父母
在外打工几年都不回。

父母和孩子长期分离， 对孩子的管
理和教育成为很大问题。 在问卷“你是
如何关心家中的留守子弟” 问答中，

634个答题家长， 有368人回答“经常打
电话”， 占答题总人数的58.1%； “利用
假期团聚” 153人， 占24.1%； “交给老
人管理或采取寄宿” 94人， 占14.8%；

“很少过问” 19人， 占3%。
泸溪县八什坪乡学校留守儿童达

90%， 学校没有专门的工勤等教辅管理
人员， 教师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
还要负责学生的生活、 心理辅导， 晚上
还要进行校园安全巡逻， 有时凌晨才能
备课、 批改作业。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泸溪县梯
溪教学点调研时发现， 该教学点的12个
孩子全部是留守儿童。 当调研组问一个
女孩想不想爸爸妈妈时， 她表情十分漠
然。 原来， 她爸爸妈妈在外打工， 好几
年没回家了， 平时也很少与她联系， 她
都快记不清爸爸妈妈的样子了。 不少教
师反映， 少数外出打工的家长缺乏监护
人的法定责任意识， 将孩子送进学校后
就把责任全推给了学校、 教师， 对孩子
不闻不问。 不少教师当爸当妈还当保
姆， 不堪重负。

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权威数据显示，
目前，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2000万
人， 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 在一些农村
劳动力输出大省， 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
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

留守儿童生存发展面临
5大问题

【记者访谈】 “留守儿童问题值得
各方重视。” 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说。
他坦陈， 由于长期没和父母在一起， 部
分留守儿童在生存发展中面临着5大突
出问题。

一是生活问题。 没有父母很好的生
活照顾， 部分留守儿童营养严重不足，
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二是教育问
题。 父母在外打工， 一些留守儿童农

活、 家务活增多， 学习成绩下降， 厌
学、 逃学、 辍学现象严重。 三是心理问
题。 由于亲情缺失， 缺少情感和心理关
怀， 与外界接触太少， 一些留守儿童表
现出内心封闭、 情感冷漠、 行为孤僻等
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四是道德行为问
题。 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 缺乏道德约
束， 一些留守儿童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和道德品行， 出现行为偏差。 五是
安全问题。 因父母不在身边， 有的留守
儿童经常受到同学、 邻居的欺负， 甚至
发生了恶性案件。

王柯敏说， 这些年， 我省在保障弱
势群体受教育权，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
题上做出了艰苦努力。 积极实施“幸福
留守学生工程”， 出台 《关于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 督促
学校建立留守儿童登记备案制度， 努力
将学校建设成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主
阵地。

2012年， 全省共接受33.43万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就近接受义务教育。 在省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进行的问卷调查
中， 75.8%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家长认
为， 其子女享受到与城市学生平等受教
育的权益， 63.2%的家长认为就近入学
手续“不繁琐”。

长沙市落实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
接受义务教育政策， 每年让10万余名留
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接受义务教育。 调
查表明， 目前， 长沙市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 占 城 区 义 务 教 育 中 小 学 人 数 的
32.78%， 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100%在公办学校就读， 与城区学
生同等享受“一费制” 全免教育。 这在
全国都不多见。

其他地市州也都进行了积极探
索。 湘阴县新建12所留守儿童学校，
定期开展心理辅导和咨询， 协调部
门、 社区参与留守儿童学生教育。 益
阳市赫山区衡龙桥学校成立留守儿童

家长学校， 开通“家校通”， 配备心理
健康咨询教师。

王柯敏表示， 今后将进一步落实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读政策， 建立健全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社会各界都要关爱留守儿童
【委员建议 】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

引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代表们的高度
关注。

董岳林委员说， 发展义务教育一定
要有大局意识、 政治意识， 还要有问题
意识。 这些年， 义务教育取得的成绩是
主要的，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留守儿童
问题就是其中一个 ， 值得我们深切关
注。

段桂生委员说， 留守儿童比例不断
攀升 ， 留守儿童问题不断加剧 ， 学校 、
教师教育管理责任力不从心 。 他建议 ，
地方党委政府要将关爱留守儿童作为大
事急事来抓 ， 为学校 、 教师减负 ； 同
时， 要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创造均
等机会， 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呼吁， 全社
会都要高度关注关爱留守儿童身心健
康。 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关爱留守儿童健
康成长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为学校减
轻留守儿童管理中的沉重负担， 建立关
爱留守儿童工作机构， 督促监护人特别
是留守儿童父母履行法定义务， 形成政
府职能部门、 群团组织、 学校教师、 监
护人共同关注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
机制。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减轻学校和
教师的社会负担， 集中更多的精力抓好
教学质量 ， 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
长。

暑期，不妨让孩子“接地气”
曾璐

捕知了、 捉蜻蜓、 抓泥鳅， 在禾坪里玩过家家， 对整日
穿梭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城市孩子来说， 去乡下过暑假别有
一番情趣。 今年暑假， 不少长沙市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了乡
下， 一来避暑， 二来让孩子体会乡间的生活， 懂得什么是朴
实和勤俭（8月20日 《湖南日报》）。 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怎么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 这一直是让很多家长头痛的
话题。 一些家长把孩子送入各种名目的补习班， 让暑假成了
“第三学期”， 有些家长因工作繁忙抽不开身， 便干脆采取
“放羊式” 的做法， 听任孩子自娱自乐。

城市的孩子， 多为独生子女， 平时鲜有与小伙伴们交
流、 玩乐的时间和机会。 利用暑假， 让他们去乡村 “接地
气”， 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 了解一些课本上学不
到的知识， 这对他们的人格培养大有裨益； 同时， 让孩子吃
农家饭， 干农家活，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节约意识， 养成爱劳
动的习惯， 可谓一举多得。

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

连续5年破千万人次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曹泽明）记者今

日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获悉，该机场旅客吞吐量于19日再次
突破千万人次大关，比去年提前了18天。 这是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连续第5年跻身“千万机场俱乐部”。

据介绍， 机场吞吐量是衡量一个城市乃至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文明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千
万人次，意味着机场的集聚效应开始产生。按照国际民航协会
测算，每100万旅客会产生经济效益18.1亿元，解决5000人的
就业问题。

黄花机场于2009年11月19日首次突破千万人次吞吐量
大关，成为中国中部首个跨入“千万级”行列的机场。 目前，长
沙机场航线网络已辐射国内外73个城市共100余条航线。

本报记者 李国斌

8月16日，早晨6时40分，西藏山南
地委所在地泽当镇， 依然是黑蒙蒙的，
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 记者起了个大
早，跟湖南援藏医疗队医生去扎囊县义
诊。此时，尽管穿着外套，仍然有浸透肌
肤的凉意。

走着走着，道路两边没有任何植被
的山， 轮廓渐渐清晰起来。 7时30分左
右，抵达扎囊县人民医院。短暂停留后，
扎囊县人民医院的医疗队准备完毕，一
起出发去该县扎其乡朗赛岭村，给农牧
民进行免费体检和义诊。

汽车行走在乡间小道上，不时见到
牧民赶着羊群上山。“到了。 ”8时40分
许，来到一栋藏族古民居前，成钢嘀咕了
一声。这里是朗赛岭村双语幼儿园，院子
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位农牧民等待体检。

成钢是湖南省中医院高等专科学
校的副主任医师。他今年5月入藏，平时

也下乡给农牧民义诊，但更多的时候是
在山南地区藏医院进行中医诊疗和针
灸。 这次到朗赛岭村义诊，他带上了针
灸工具、电子诊疗仪、拔火罐等。这些工
具刚在一张水泥桌上摆好，就引起了不
少农牧民的兴趣。 他的学生、西藏藏医
学院硕士研究生尕藏成来，用藏语向农
牧民简单讲明了来意后，立刻就有几位
农牧民围着成钢，请他诊疗。

66岁的嘎麻王吉， 膝关节痛了多
年。 成钢在尕藏成来协助下，给老人家
扎针、烧灸，并告诉他，如果做一个疗程
10次，就会缓解疼痛。 嘎麻王吉高兴地
说，这是他第一次扎银针，感觉挺不错。

不到半个小时，成钢就给10多位农
牧民进行了诊疗。 记者看到，接受诊疗
的农牧民，一半以上是关节疾病。 成钢
解释，西藏由于特殊的高原环境，是中
风、骨关节疾病高发区，而中医在治疗
这些疾病时具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藏
族以前都是采用传统藏医疗法，中医与

藏医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藏族农牧民
很容易接受中医。

成钢今年55岁。为何在这个年纪还
选择来援藏？ 他告诉记者，去年7月，他
曾到西藏慰问援藏医疗队队员，看到中
医在西藏很受欢迎，也想到西藏发挥一
点余热。 入藏以来，他一方面在临床上
给患者诊疗， 另一方面不遗余力教学，
向藏族学生传授中医知识。 3个多月来，
他每天接诊约五六十人。

尽管做了充足的准备，他来到西藏
还是出现了高原反应，脸庞浮肿，走路
不能快，说话不能多。过了半个月，才逐
渐恢复正常。 现在，他已经完全适应了
山南地区的生活，也习惯了甜菜、粘粑、
干肉等藏族常用的食物。 每天傍晚散
步，固定的流程是到雅砻剧院，学跳西
藏特色舞蹈锅庄舞。

“要有所作为，首先要成为一个西
藏人。”成钢的话，代表了湖南30多位援
藏医疗技术人员的心声。

电信联手网易推出“易信”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邹靖方）8月19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网易公司联合在北京举
行新闻发布会，共同宣布合资成立浙江翼信科
技有限公司，并发布新一代移动即时通讯社交
产品“易信”。 当天，易信1.0版本正式登陆各大
手机应用商店供用户下载使用。

翼信公司由中国电信和网易共同投资组
建，开创了骨干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联姻
合作的先河， 重组将更大程度发挥双方的优
势，实现资源互补与共享，更好实现电信网与
互联网的融合，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移
动互联网服务。

跟援藏医疗队去义诊

三湘���快语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协办

科教卫����新观察
服务科技 发展高新

“爸妈两年没有回家了”
———问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三

渤海银行捐赠爱心活动室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夏

葳）今天，渤海银行在长沙举行“微笑天使”爱
心活动室捐赠活动，选择长沙第二社会福利院
认捐一间爱心活动室，并捐赠彩电、空调、儿童
玩具等物资总价值10余万元。渤海银行总行副
行长黄丽芬出席仪式。

据了解，“微笑天使”是渤海银行总行今年
发起的系列慈善活动，长沙为其中一站。

省政府任免一批干部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刘文韬）近日，省政府任免一批干

部。
免去张大方同志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郭玉平同志任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副巡视员；
杨文辉同志任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巡视员；
叶新平同志任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总经理（试用期一

年）。 总经理职务的任命按《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一幅名画投保1亿元人民币

“英国美术300年”特展亮相长沙

8月20日， 市民在家门口首次近距离观赏英国艺术精品。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欢乐潇湘·和风衡州”收官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

英姿 刘思远）火爆了一夏的“欢乐潇湘”大型群
众文艺汇演暨“和风衡州”衡阳市第三届群众文
化艺术节于近日迎来对决。 经层层选拔出来的
29个节目轮番登台，包括歌舞、地方小戏、小品
魔术、原生态音乐等，赢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暨“和风衡
州”第三届群众文化艺术节历时近5个月，共吸
引600多个群众文艺团体报名，2万多名演员
激情参演， 现场观看演出的群众近100万人
次，堪称衡阳迄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文艺
盛会。

我国首台出口南非
电力机车下线

本报8月20日讯 （郭畅达 李文峰 颜常青） 今天上午，
第一台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出口南非的交流传动货运电力机
车， 在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

“南车株机” 董事长周清介绍， 此次下线的电力机车供
货合同签于去年10月， 价值共计近4亿美元， 是我国企业迄
今获得的最大电力机车海外订单。 首批两台电力机车将于9
月底发运， 年内完成8台整车发运。 该型电力机车为双流制
四轴交流传动货运电力机车， 车内上万个零部件均通过欧洲
标准认证， 内装材料遵循全球最高的BS6853环保标准。

祁阳惊现4公斤重娃娃鱼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科 刘得花）8

月20日，祁阳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干警和林业执法队员，在祁
阳大江林场黄沙河一深水河段， 将一条重4公斤的娃娃鱼放
生。

据介绍，8月18日傍晚，当地一位名叫王化禹的老党员在
祁阳县城靠近湘江的莲子塘边散步，发现塘边草丛在晃动，于
是好奇地叫人一捞，竟捞出一条长有四条腿的“怪鱼”。经县林
业局人员现场确认，这条“怪鱼”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娃
娃鱼。 经测量，这条娃娃鱼体长80厘米、重4公斤，即将产卵。

据专家分析， 近日永州连续多日暴雨， 湘江上游大量泄
洪， 这条娃娃鱼很可能是顺洪水从上游而下， 出现在祁阳县
城。为及时对这条从天而降的娃娃鱼进行抢救，祁阳县林业局
对照娃娃鱼栖息和生长繁殖条件， 组织森林公安干警和林业
执法队员，驱车70公里，来到大江林场黄沙村，在黄沙河选择
一处适宜娃娃鱼生存的深水河段，将其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