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邹靖方）“盒马鲜
生落地长沙了。”今天，阿里巴巴线下新零售品牌盒
马鲜生长沙首店，迎来了第一批体验的客人。

盒马鲜生长沙首店位于雨花区喜盈门范城，
将于12月28日与长沙市民见面。 不仅提供进口海
鲜、水果在内的6000多种精选商品，还为3公里配
送范围内用户提供最快30分钟无门槛免费送达服
务。

盒马鲜生长沙区域总经理羊永祥介绍， 长沙首
店引进了最受“吃货”们喜爱的小吃品牌———“小厨
样”，臭豆腐、糖油粑粑、猪油拌饭、大香肠等可尽情
品尝。

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蔬果肉蛋， 如宁乡流沙
河花猪肉、浏阳红菜薹、永兴冰糖橙等湖南特色产
品也应有尽有。

一些居住在盒马鲜生长沙首店配送范围内的市
民，期待即将到来的“手机点点，最快30分钟收货”
的便利生活。家住福星苑小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下
班时通过手机上买好晚上需要的蔬菜和水果， 自己
从公司回到家时“人到、菜到”，刚好赶上做晚饭。

据了解， 盒马鲜生目前已经在全国开店超过
100家。 羊永祥透露， 明年将在长沙至少开出10家
店，2020年长沙盒马鲜生店有望达到30家。

阿里巴巴线下新零售品牌来了
“盒马鲜生”
长沙首店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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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刘永涛）记者26日从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了解到， 随着中国银行在湘新
增4家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网点，全省个人信用报告自
助查询网点已达166家。

个人信用报告作为“经济身份证”，在经济社会生活
领域的应用面不断拓展， 个人信用报告查询量持续快速
增长，银行代理网点查询、互联网查询等自助查询方式成
为发展趋势。 省内民众可关注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征
信管理处官方微信公众号“三湘征信”，通过“信用查询”
功能，找到离自己最近的信用报告查询点，也可向查询点
进行电话咨询。

民众自助查询，只需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按照
自助查询机上的语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步骤简单，全程
不超过2分钟。此外，自助查询机采用“人像识别”技术和
身份证读取技术完成身份验证， 能有效防止他人盗用身
份信息查询信用报告。

通过自助查询机查询的信用报告， 与在人民银行柜
台查询的信用报告完全一致。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肖弋

抽象图形构成的宇宙空间生物，结构
主义拆分下的文字笔画， 剪纸形状繁复
叠加成的魑魅魍魉…… 2018年 12月 26
日， 记者走进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
熊猫空间，被“巨大的小册子”展览作品
深深吸引。

这是该校外籍教师麦石开设的“设计
专题研究”的结课作品展，全新的工作坊
式学习， 让学生们创作出“脑洞大开”的
作品。近年来，湖南师大美院积极利用全
球优质教育资源提高自身办学能力和教
育质量， 建立了一套国际化大美术教学
模式。

全年“国际教师工作日”超
过200天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麦石， 是一位活跃
的平面设计师， 他有自己的个人工作室并
与北京798艺术区、 知名设计工作室Pro-
ject� Projects等机构有着紧密的合作。之
前他就职于美国波士顿大学美术学院，
2018年9月正式入职湖南师大美院。

“这里的教学氛围很自由，我能把我的
经验、理念充分传达给学生。”麦石说，他的
课程采取项目式，比如“设计专题研究”课
程就是选取图形设计主题， 采取学生动手

老师指导的方式， 激发出学生的创作激情
与火花。

美院还聘请了毕业于荷兰乌特勒支
艺术大学的尤斯特， 和毕业于荷兰艾文
斯应用科技大学圣乔斯特美术学院的艾
米为专任教师。另外，美院经常邀请境外
教师来上课，包括来自俄罗斯列宾美院、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伦敦艺术大学、悉尼
大学美术学院等世界顶级艺术学院的优
秀专家学者， 各类海外师资总人数已达
46人，仅2017年一年美院的“国际教师工
作日”就超过了200天，课程内容覆盖所
有系科。

“在美院， 我们的学生不用多花一分
钱，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接触到世界上最顶
尖的大师们。并且这些教师、专家的到来，
为本土教师提升教学观念、 改善教学方法
提供了重要启发。 这是我们提供给学生最
好的一种教育。”湖南师大美院院长李少波
自豪地说。

“走出去”获世界赞誉

除了“引进来”，美院也着力发展“走出
去”工程。作为常设交流项目，美院每年都
会向国外派遣老师教学， 其中“名师海外
行”次数不限，地方不固定，每次时间长达
半个月以上。

深度国际化合作下， 美院的老师也经

常走出国门参与各种形式的展览、 活动及
举办个展。“雕塑与城市” 国际雕塑艺术大
师峰会、中法文化之春、波兰艺术节、字道
2017———文字设计国际论坛等一系列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艺术活动， 成为向全
世界宣传湖湘文化， 展现湖南魅力的重要
窗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月在西
班牙马德里举办的湖南文化创意展， 美院
老师负责整个展览的策划与设计工作，西
班牙艺术大臣、 普拉多美术馆总监等文化
艺术界人士都称赞此次展览是“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的窗口”。

相比独立美术学院而言，师大美院走
的是“小而精”的路线。2011年，美院成功
申报了美术学的一级博士点； 学院共有
86名专任教师，其中有博士生导师13名、
教授18名、副教授22名；为每一个教授和
副教授配置了独立工作室， 尽可能给老
师更好的教学、教研和创作环境。李少波
介绍，“湖南师大的美术学院不仅是湖南
的，也应该是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学院。我
们与几大美院的深度合作也马上要启
动， 将形成一个以我院为中心的人才培
养基地。”

走出象牙塔，社会化成果斐然

“通过外教老师的课程，我们学会了从
生活中去寻找没有注意到的事物， 从中获

得设计灵感，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陈力
维是美院数字媒体专业2015级的学生。今
年， 他上了尤斯特和艾米的创意思维及字
体设计课程， 通过在附近搜寻图形和事物
寻找灵感，参与设计的一套字体，成为网友
争相下载使用的对象。

错层设计的房间、交互招工信息的墙
贴、可以做饭甚至运动的公共空间……美
院学生这个专为底层建筑工人廉价住旅
店而设计的《砼人旅馆》作品，获得了亚
洲设计学年的更新、 改造与转型最佳设
计类金奖。而这个作品，是美院与纽约视
觉艺术学院合作开设的国际课程项目的
一个成果。

12月初， 美院承办的新媒体国际文
化艺术展， 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小剧场一亮相就受到了市民的追捧，成
了“网红”打卡场所。参观者穿过流光漫
溢的黑暗长廊， 仿佛坠入梦境的爱丽丝，
萤火虫跟随轻声走过的脚步一点点往上
飞，花儿也随之在路上开放……这些奇幻
的沉浸式场景， 大部分都是美院师生合
力完成的。

国际化的实践贯穿引领， 更让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近5年来，
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均超过92%， 遍布于在
北京、上海、纽约、巴黎、东京等地的艺术行
业，包括谷歌公司、纽约五角设计公司等世
界级企业巨头。

科教前沿 开放让湖南师大美院更国际化

全省个人信用
自助查询点增至166家

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可自
助查询，全程不超过2分钟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上午，
一批重大项目在浏阳经开区开工竣工， 为浏阳经开
区新一轮产业发展和产城融合注入新动能。

今天上午，总投资2.2亿元的浏阳经开区健康大
道北延线建成通车， 连接浏阳经开区南片区与北片
区。该道路南起康万路北至开元路，总长5.31公里，
路幅宽42米，行车道24米，分为双向六车道，是连通
园区南北片区的一条城市主干道。该道路通车后，极
大地方便了园区企业办事和居民出行。

当天上午， 由湖南金阳集团和湖南建工集团合
力打造的金阳·紫星广场商务区项目也在浏阳经开
区奠基， 将成为未来金阳新城和浏阳经开区的新中
心。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31.5万平方米。项目涵盖金融服务、商务办公、甲级
写字楼、酒店式公寓、高端住宅、市政配套等功能于
一体，总投资达18亿元，对加快园区城市化进程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日， 湖南敬和堂制药有限公司在浏阳经开区
奠基，为园区健康医药产业再添新动能。这家2018
年6月签约入驻浏阳经开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
中药制剂和原料为主体， 跻身中国医药行业大型骨
干企业行列。该公司计划总投资5亿元，全面按照国
家GMP要求在园区新建生产基地，该项目分二期建
设， 建成达产后年利税2亿元以上， 产值10亿元以
上。

2018年，浏阳经开区引进项目52个，合同引资
272亿元，全年铺排重点建设项目58个，预计完成投
资175亿元，34个项目实现投产。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见习记者 赵志高）12月
27日，怀化市举行2018怀化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大会
暨京东云(怀化)数字经济产业园开园仪式，这标志
着怀化迈入智能城市新起点， 开启怀化数字经济新
时代。

今年7月30日， 怀化与京东集团签署数字经济
产业园项目合作协议，共同发展“以云计算为支撑，
以大数据为驱动，以数字化应用为引领”的数字经济
服务基础设施及应用建设， 统筹推进怀化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各类产业跨界融合，
实现三产联动，全面助推怀化新旧动能转换。

京东云是京东集团旗下的全平台云计算综合服
务提供商， 拥有全球领先的云计算技术和丰富的云
计算解决方案经验。据了解，京东云（怀化）数字经济
产业园位于怀化市经济开发区内， 将依托云怀化电
商生态中心、 产业创新示范中心以及新经济人才培
养中心，结合政府的扶持政策，引入京东生态合作伙
伴，力争用3至5年时间，打造成为以云计算、大数据、
智能制造、产业孵化、电商运营为基础的全国领先的
数字经济产业园。

当天，怀化第五元素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怀化市
农家蔬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等首批27家意向入园企
业和京东服务商分别签约。京东云（怀化）数字经济
产业园现场公布了专项扶持政策， 将为入园企业提
供全流程运营指导、审批绿色通道、金牌服务商代运
营服务、电商人才培训服务、计算服务等扶持资源。

浏阳经开区一批
重大项目开工竣工

云聚产业 智赢未来
怀化与京东集团

共建数字经济产业园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朱育锋
喻诚）今天 ，湖南农业大学举行庆祝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40周年大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
校作工作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官春云、赵振东，研究生
导师、研究生及各地校友代表共计1000余人欢聚一堂。

湖南农业大学作为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之后
首批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单位，第三批博士授权单位，40年
来，主动服务国家和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位授权体
系不断完备， 学科实力不断增强， 导师队伍建设不断加
强，现有硕士导师969人、博士生导师320人，其中中国工
程院院士2人，双聘院士4人，美国科学院院士2人。研究生
培养质量不断提高，40年来， 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近
15000名研究生，涌现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东、邹学
校为代表的大师。

会上， 华图教育集团和湖南农业大学共同出资，设立
了袁隆平国际高端农业人才华图教育专项基金，用于资助
品学兼优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或出国留学研究生。 会议表彰
了湖南农业大学“十佳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优秀研究生
指导教师团队”。 官春云等10位导师荣获“十佳优秀研究生
指导教师”称号，刘仲华领衔的团队等6个研究生指导教师
团队荣获“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称号。

12月27日，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街道彭家巷片区“青年之家”，志愿者在指导青少年制作船模。当天，共青团开福区
委发布“青青有约”三年行动计划，精心定制了14个特色项目，构建线上线下有机统一的共青团服务体系，“零距离”服
务青少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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