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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邓崛峰 彭珊
记者 左丹）1月9日，长沙理工大学成立欧美同学
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一批注册会员130多名。

长沙理工大学欧美同学会是由该校归国
留学人员自愿组成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校
内社会团体，也是湖南省第一家高校欧美同学
会。

据欧美同学会会长梁波介绍， 长沙理工
大学近年来师资力量国际化进程成果丰硕，

目前拥有一大批留学归国的国际化高端人
才，学校成立欧美同学会，必将成为学校创建
“双一流”大学的重要力量。

“同学会成员都具有留学经历和国际视
野，拥有海外学术资源和人脉资源，有责任和
义务成为学校建设发展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必将成为学校走出湖南、 走向世界的开路先
锋。”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该校中国工程院
院士郑健龙说。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巢进文）1月7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的
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6年年会在湖南商学院召开。来自国防
科大、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全省41所高
校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围绕“改革人才培养
模式，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的主题展开深入
交流探讨。

近年来，我省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取得了积极进展。在近两届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我省高校参赛项
目稳居全国第二，共获得金奖2个，银奖14

个，铜奖33个。在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示范校中，我省有4所高校入选。

会上，各高校代表分别结合本校实际，
就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双创” 平台搭建等
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大家认为，要以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突破口， 加强教学
改革和建设。 各高校将健全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完善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建
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和转换， 允许参与创
新创业的学生调整学业课程， 大力实施大
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试验计划， 为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唐炎林）今天，图书《步步清华》媒体见
面会在长沙举行， 吸引省会多家媒体和众多
家长、学生参加。

作者李悦超在书中讲述了他从长郡中学
普通班起步，最后以高考理科678分考入清华
大学的励志故事， 并详细介绍了其高效的学
习方法。在他的学习过程中，他的4个“本本”
———计划本、总结本、错题本、草稿本发挥了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作用。

见面会上， 李悦超向我省贫困地区学子
捐出一批《步步清华》新书；李悦超的老师和
父母也介绍了教育心得。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记者从省文化厅举办的新闻通气会获悉，“潇
湘雅韵·梨园报春———2017年湖南戏曲春晚”
将于1月19日下午在“省花大舞台”进行录播，
并于农历鸡年春节期间播出。

据了解，今年的“湖南戏曲春晚”名家荟
萃，百花齐放。除了京剧和昆曲之外，湖南地
方戏曲中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汉剧
等都将精彩亮相。《月亮粑粑》《孟姜女》《齐白
石》《远在江湖》《辛追》等“湘戏晋京”优秀展
演剧目片段也将在晚会上呈现。王永光、刘赵
黔、王阳娟、彭玲、肖笑波等5位梅花奖获得者

将登台献艺。 著名歌唱家吴碧霞也将回到家
乡为晚会献上压轴歌曲。

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介绍， 湖南去年
已成功举办了首届戏曲春晚。今年的湖南戏
曲春晚内容丰富，老戏新唱。在传统剧目上，
京剧、昆曲将联袂带来《长生殿》的经典唱
段；地方传统戏中《思凡》《盘貂》《五更留夫》
《抢伞》《梦蝶》，借助现代舞台科技，通过老
中青三代演员演绎经典，表现戏曲传承与创
新之路；《一家老小》剧组的主要演员将以短
剧的形式讲述自己和戏曲的渊源，回顾戏曲
人生；湖南花鼓戏独有的乐器“大筒”也将在

晚会上带来协奏曲《天山湘女》；晚会还邀请
了北京“亮相文化”献演时尚戏曲，京剧著名
老生演员谭孝曾、 谭正岩父子同台献艺，并
与票友现场互动；选秀节目中火爆的“节奏
部落”将和湖南省木偶艺术家联袂带来无伴
奏多声部京剧合唱《打虎上山》；在《赐福潇
湘》环节中，导演组特意将老戏填新词，通过
老戏新唱等形式，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千家万
户。

近两年，湖南舞台艺术创作空前繁荣，其
中新创舞台剧目52台， 复排经典剧目6台，移
植整理剧目5台。

“梨园报春”年味足
湖南鸡年戏曲春晚有看头

我省第一家高校欧美同学会成立

《步步清华》
分享学习秘诀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王曲波 梁增辉）昨天，湖南省食药
监局向媒体通报了2016年全省食品药品
案件查办情况及怀化“6·14”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案等8起重大案件。 去年全省
立案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13666件，案
值超4亿元。 其中查办重大案件147件，被
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安部、最高检联合挂牌
督办案件1件，国家食药监总局挂牌督办8
件，查处重大案件同比增长50%。

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湘凌介绍， 从案
件分类情况来看，食品、保健食品案件6583
件，占案件总数的49.2%；药品案件6285件，
占案件总数的46.0%； 化妆品案件105件，
占总数的0.8%；医疗器械案件551件，占总

数的4.0%。其中食品、保健食品、药品案件
数之和占案件总数的95.2%，这说明随着食
品、保健食品、药品法制的逐步完善，稽查
执法、案件查办的力度不断加大。

会上还通报了怀化“6·14”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案、 岳阳楼区陈某等人使用
来源不明肉品无证生产销售腊肉制品案、
永州市冷水滩区黄泥井市场唐某等14人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株洲炎陵谢某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株洲市彭某等
人利用互联网销售假药案、 衡阳市蒸湘区
“1·19”生产销售假药案、永州市局查处未
经注册的“HT系列干化学尿液分析试纸
条”系列案、娄底某化妆品店销售未经批准
或检验的进口化妆品案等8起重大案件。

全省立案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13666件
8起重大案件被通报

高校探讨创新创业教育

1月7日，湖南外贸职业学院，空中乘务专业的学生在进行客舱服务实训。当天，由北京广慧
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00多万元建设的1∶1航空模拟舱在该校投入使用，有效改善了学生
的实训条件。近年，该校与300余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建立了248家校企共建共管的实训基地，
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郑翔 摄影报道

校企共建双赢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下午， 湖南省新媒体协会在长沙举行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全省120余家新媒
体企业及多位互联网“大咖”齐聚一堂，宣
告湖南省新媒体协会正式成立。

随着湖南移动互联网发展壮大，新媒体
行业竞争加剧，行业乱象愈演愈烈，建立新
媒体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已成为新媒体
从业人员的共同呼声。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作
要求和省委领导指示，湖南省委网信办指导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湖南红网新
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星辰在线新
媒体有限公司、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
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发起成立湖南省新媒
体协会，加强湖南新媒体建设与管理。

据悉， 湖南省新媒体协会的会员共有

370多家，既有团体会员，也有个人会员。其
中有以新湖南、时刻新闻为代表的新闻客户
端，有以芒果TV、映客直播为代表的网络视
频平台，有以联盛科技、漫联卡通等为代表
的网络游戏企业，有以拓维信息、天闻数媒
等为代表的网络教育企业， 及网络电商企
业、网络安全企业、网络生活服务企业、网络
VR企业等，几乎涵盖了整个新媒体产业链。

新媒体协会成立后， 将积极搭建网络
正能量传播平台、 移动互联网人才联谊平
台、移动互联网产业助推平台、网络安全与
信息化产学研推进平台、 网络安全与信息
化技术保障协调平台， 推动新媒体行业自
律，确保新媒体导向正确，实现协会的规范
化、制度化和专业化运作，促进湖南新媒体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
员 王小椒）1月9日， 南华大学与厦门松霖集
团董事长周华松签订协议， 由周华松向南华
大学捐赠1000万元，双方共建南华大学雨母
校区学生活动中心“松霖楼”， 用于学校文
体、社团及创新创业等活动。

周华松是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85级校
友，厦门松霖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此前，
他已在南华大学设立松霖奖学金，并捐建南华
大学松霖临床技能中心。“希望有更多校友回母
校设立奖助学金、 参与校园建设、 支持课题研
究，积极为母校发展献智出力。”周华松说。

南华大学
获校友捐赠1000万元

新媒体湘军正式启航
湖南省新媒体协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