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邓晓丽）今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沙
博物馆联合发布消息， 由双方共同主办的湘
城讲坛“发现湖南”系列讲座将于今年1月5日
至5月11日在长沙博物馆举行。 这是我省首
次以讲座的形式完整展现30多年来省内的
考古发现成果。

“发现湖南”系列讲座共有10场，来自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10位考古专家将梳理湖

南历史序列，回溯湖湘文明根源，通过让考古
证据说话，重现湖南远去的历史。

“在早期中国历史的叙事中，湖南属于南
蛮，是边陲蛮荒之地。先秦文献中涉及湖南的
文字极少， 秦汉典籍才有少量关于湖南的记
载。通过考古，我们发现湖南的历史源头可追
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介绍，1986年该所成立
后， 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填补了

湖南远古历史的空白， 基本建立了湖南历史
的时空框架。1月5日，他将为观众带来首场讲
座《九嶷山上白云飞———湖南上古历史的考
古学重建》。

“‘发现湖南’讲座将让观众对考古工作、考
古研究和湖南的古代文明有全新的认识。 ”长沙
博物馆馆长王立华表示，今后，该馆将与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考古遗址探访、 考古体验
营、模拟考古等一系列考古体验活动。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2019年1月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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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03 5 4 2
排列 5 19003 5 4 2 9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 湖南日报 1月 3日讯 （记者 易 禹 琳
通讯员 石凌炜 ） 湘军群星为何多出湘中？
2日下午， 湖南省第七届网络文化节系列活
动之一“近代魂·湖湘人物志” 活动在长沙
梅溪书院开启。 著名文史作家、 湖南网络作
协副主席十年砍柴， 以“资湘之间有涟水”
为主题， 解读以曾国藩、 左宗棠、 胡林翼为
代表的湘军崛起之历史地理因缘， 及三人
之间的关系。

据悉， 此次活动由省委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 凤凰网湖南主
办。 十年砍柴认为， 作为湘江西岸最大的支
流， 涟水是水运时代资江流域通向湘江流
域最重要的孔道， 涟水流域， 也是儒家为根
底的湖湘文化西渐， 与资江流域推崇神秘
巫道的梅山文化碰撞、 交融最重要的区域。
涟水在湖湘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湘军在近代是湖湘文化及智

慧的代表， 而湘军高层朋友圈形成的关键
在于 “两院三公”。 两院是指岳麓书院和城
南书院， 早期湘军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有在
这两大书院读书的经历； 三公指曾国藩、 左
宗棠、 胡林翼。 他们既是延续清朝国祚的三
大柱石， 也是一生肝胆相照、 相互取长补短
的朋友。 胡林翼家世、 天资最优； 左宗棠执
行能力和计谋最优； 曾国藩最具大格局和
坚定意志。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屈艳 许红丽

冰雪未消， 人间温暖。 1月3日14时18
分，来自湖南理工学院学子李小洲（化名）在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成功捐献168毫升造血
干细胞悬液，这是岳阳市首次开展非亲缘造
血干细胞采集。 经过5个多小时采集， 这份
“生命种子” 通过高铁火速飞奔1064公里，
抵达上海某医院， 移植给一名白血病患者，
为她的生命接力。

今年22岁的李小洲， 来自甘肃通渭县，
就读于湖南理工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年， 刚进大学的李小洲就参与志愿献
血活动，并主动要求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 几年来，他已经献血5次，累计
献血1600毫升。

2018年10月，岳阳市红十字会获悉，李
小洲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李小洲毫
不犹豫，同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了不让家
人担心，他将此事隐瞒了下来，并配合医院

做移植前的检查。
2018年12月30日， 李小洲在同学陪同

下，来到岳阳市一人民医院。经过常规检查，
医生为他打了第一针动员剂， 决定在2019
年1月3日采集造血干细胞。

1月3日8时许， 李小洲躺在了采集室，
满脸笑容。想到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能够救助
一条生命，他有些激动：“希望受捐者能够重
获新生。 ”

11时，从上海来取造血干细胞悬液的医
生，带着受捐者的新年贺词和感谢信来到医
院。“原以为匹配几率渺茫，是你给了我治愈
的希望和重新生活的勇气……”书信字里行
间，充满着感激之情，让这个大男孩留下了
感动的泪水；在场医生、志愿者也不禁湿润
了眼眶。李小洲哽咽着祝福素不相识的受捐
者：“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

据悉， 李小洲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例数的第7915例、岳
阳市第183例、湖南理工学院第12例。目前，岳阳
市是全国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最多的地级市。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殷军德）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文广新局电影电
视剧管理处了解到，2018年，长沙市电影总
票房达8.04亿元，同比增长13.8%，占全省票
房的44%。

随着长沙城市商圈不断繁荣，电影院已
成城市商业综合体“标配”，截至2018年12
月底，长沙市电影院达106家，银幕793块，
总座位11.43万个。 观众观影热情持续高涨，
《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我不是药神》等

国产片引领观影狂潮，2018年长沙全年观
影人次达2420万，放映134万场次。

此外，长沙市特定人群优惠观影、公益
放映等惠民电影活动丰富多彩。 2018年，长
沙市为全市中小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城镇
低收入居民等特定人群开展优惠观影活动，
惠及群众3万余人。 全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超额完成任务， 并且注重与活动主题的结
合，创新开展“点单式观影”服务模式，使“无
目的的放映”变成“有主题的观影”。

动员学子投身西部
我省3所高校获优秀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作威
陈茜） 近日， 2018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优秀
高校项目办公布， 我省吉首大学、 长沙民政职院、 湘
潭大学3所高校项目办获此荣誉。 其中长沙民政职院是
省内唯一一所获此荣誉的高职院校,已连续三年获此殊
荣。

西部计划是由团中央、 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自2003年联合组织实施的青
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全国示范项目和志愿服务育
人工程。 长沙民政职院团委通过制作西部计划专题
宣传片、 举办西部计划宣讲会、 邀请在岗志愿者返
校分享等形式， 动员广大民院学子投身西部。 西部
计划实施15年来， 学校先后选拔210余名志愿者参加
西部计划， 2018年涌现出了全国西部计划优秀志愿
者欧阳锡卿、 四川省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蒋慧等大
批优秀志愿者。

“生命种子”在千里高铁线上飞奔
———岳阳市首次开展非亲缘造血干细胞采集侧记

长沙去年电影票房破8亿元
占全省44%，年观影人次达2420万

专家解读湘军群星为何多出湘中

“发现湖南”系列讲座将开讲

首次完整呈现湖南考古发现

� � � � 1.1月5日 《九嶷山上白云飞———湖南
上古历史的考古学重建》

在早期中国的历史叙事中， 湖南属于
南蛮，是边陲蛮荒之地。 先秦文献中涉及湖
南的文字极少， 秦汉典籍才有少量关于湖
南的记载。 舜葬九嶷故事的发生与传播，恰
好将湖南上古历史与考古链接起来， 为我
们搭建了一座通往历史彼岸的桥梁。

2.3月2日 《城头山———中国最早之城
的千载兴衰往事》

洞庭西北，武陵之东，距今6000年前，
一座土城在东亚大陆的遍地洪荒中耸立而
起，折射出中华大地上的第一缕文明之光，
这就是城头山古城。

3.3月9日 《谁的青铜器：湖南商周青铜
器之谜探索》

近代以来， 以宁乡黄材盆地为中心的
洞庭湖流域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
器。 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皿方罍等在中国
青铜器发现史上赫赫有名的铜器即为其中
的代表。 然而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长期
以来，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这被称
为“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

4.3月16日 《唤醒沉睡的古城———探
秘沅水、澧水流域楚汉古城》

在湖南境内，有许多战国(楚)至汉代
的古代城址， 其分布的密集程度几乎与现
在的县城相当。 主讲人通过对湘西地区楚
汉古城多年的实地调查和研究， 将当年湖

湘大地上发生的历史场景， 呈现在我们面
前。 如几千年前，发生在湖湘大地上的秦楚
大战；战国秦汉时期，湘西地区行政区划的
变迁；湘西地区曲折多变的中国化进程。

5.3月23日 《里耶一号井的发掘与出
土简牍保护整理》

2002年6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里耶镇出土了36000多枚秦代简
牍，为研究秦代政治、经济 、法律和社会制
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文献资料。 经过多年
的修复保护、释读整理，里耶秦简的基础工
作已经告一段落，考古报告出版。 主讲人为
里耶秦简的发掘者、保护者和解读者，将解
读里耶一号井的发掘与出土简牍保护整理
工作。

6.4月13日 《疯狂的石头：追溯湖南远
古人类文化的源流》

通过介绍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
发现和研究进展， 揭示湖湘远古文化在人
类迁徙演化链条中的重要意义。

7.4月20日 《嘉禾生南国———解密中
国史前稻作》

水稻最初只是一种不起眼的野草 ，它
的种子也很小。 古人是怎么发现水稻可以
吃的，什么时候开始主动种植水稻？ 水稻怎
样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人类又如何改
变了水稻的生态和基因？ 为什么世界上最
早的水稻会出现在湖南？

8.4月27日 《焰红石渚———看长沙窑

彩瓷中的五色大唐》
在中晚唐的制瓷格局中， 长沙窑彩瓷独

树一帜， 它的异军突起有着怎么样的时代背
景？ 长沙窑的釉与彩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在
一起？ 长沙窑与唐三彩、“唐青花”有何关系？
在显微镜下， 长沙窑彩瓷有着怎样的呈色机
理？ 为什么现代科技手段迄今仍未检测到典
型可靠的长沙窑釉下彩瓷？透过长沙窑彩瓷，
我们将看到唐代南北陶瓷工艺和中外文化的
融合， 看到一个大气磅礴、 色彩斑斓的中晚
唐。

9.5月4日《土司的盛宴———永顺老司城
遗址动物考古学的解读》

老司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 ，
总数达到4万余件。 如此多的动物骨骼也引
发了我们一系列的疑问。 针对这些问题，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鉴定动物种属的基础
上，开展了肉食消费、骨骼测量、动物年龄、
人工痕迹、骨器、病理 、相关遗存分析及现
场调查等全面、系统的研究，释读出大量湘
西土司时期人们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信息 ，
深化了对老司城遗址的认识， 是目前国内
对单个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个案研究的一个
典范。

10.5月11日 《山水·贝丘·神鸟———沅
湘先秦原住民文化印象》

沅湘流域高山阻隔，溪流淙淙，这种相
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些具有极强地
域特征的文明。 随着人口南迁，濮人、巴人、
三苗、 越人等外来人口纷纷将这里当作避
世桃源， 多民族并存杂居的历史格局由此
开始，文明在交融中发展。

■链接

“发现湖南”系列讲座时间、主题及概要

� � � � 1月2日，道县第五中学，学生在制作灯笼。 当天，该中学举行
“2019，梦想启航”主题美术创作比赛，500名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创作，表达新年美好祝愿。 何红福 李淑娟 摄影报道

主题创作
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