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3日讯 在经过三十多年
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中国当代艺术家对
于东方的想象和塑造是什么样的？ 今日，
由著名策展人杨卫策划的“东方意识流”
当代艺术展在长沙力美术馆开幕，看过之
后也许你就明白了。 展览为期一个月，将
免费对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既包括蜚声中外的大家尚扬、
叶永青、苏新平等人，也有湖湘籍的段江华、
坎勒、黄礼攸等共计13名优秀艺术家。

■记者 吴岱霞

本报11月23日讯 又一个购物狂欢季
来临，11月22日上午10时30分，第七届“福
满星城”购物消费节在友阿奥特莱斯正式
启动，将持续到明年2月19日，历时90天，
跨越圣诞、元旦和春节。

本届消费节将首次举办“长沙网上零
售购物节”， 活动包括12个企业特惠周、长
沙首届电商零售购物节、汽车促销费活动、
“我身边的美食节” 等。“福满星城” 官方
APP也将天天送福星，总计10000个有奖福
星。只要手机下载安装“福满星城”APP，消
费者不但能对成千上万商家的促销信息尽
在“掌”握，而且能够获得“商家低折优惠”、
“政府现金奖励”等双重大奖。 ■记者 杨艳

艺术

消费

本报11月23日讯 今
天， 我省中北部大部分地
区出现雾霾天气， 市民不
仅窗户不便开，就连晨练、
户外活动都受到影响，深
吸一口气，感觉“灰渣渣”
的。 省气象台今日向37个
市县发布了霾黄色预警，
包括长沙、株洲、娄底在内
的许多地区出现了11月份
以来的首个重污染天气。
气象部门表示， 这样的天
气还将持续两到三天。

今天下午3点，在长沙
9个空气质量指数实时监

测点，有8个监测点的数据超
过300，为严重污染。全省方
面， 株洲市空气质量指数为
409，为全省最高。医生提醒，
老人、 小孩以及呼吸道疾病
患者， 要尽量在这种天气状
况之下减少外出。

下午5点，记者在长沙北
二环前往含浦中医药大学的
路上看到， 两旁的路灯都已
提前亮起， 几乎所有车辆都
已打开车灯。

据省环保厅对长沙空气
质量检测数据进行分析研
究，初步认为，长沙市PM2.5

值的来源，25%来自机动车
尾气排放，20%来自工业，
13%来自扬尘，煤烟尘、餐饮
油烟、 生物质燃烧等占据
42%。

气象部门预计， 伴随着
23日晚冷空气的渗透南下，
省内气温将下降4℃-6℃左
右。未来一周湖南阴雨居多，
特别是24日至25日， 中部和
西部地区将有明显降雨，阴
冷感觉明显。受降雨影响，新
一周后期，雾霾天气缓解，空
气质量将有所改善。

■记者 刘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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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健康

冬季盲目进补或伤身

又到了冬季进补的时候，专家认为，盲
目进补可能会伤害身体， 市民进补一定要
由具备资质的中医根据个人体质开具处方
指导购药。 ■据新华社

“火星合月”后天“上演”

11月26日晚，天宇将上演“火星合月”
天象。届时，只要天气晴好，人们凭借肉眼
就可观赏到红色的火星与一弯娥眉月浪
漫相约的美丽画面。 ■据新华社

天象

汝之缘从2008年开始研发
生产胶原蛋白饮品，凭借多年的
生产经验，与世界最大的胶原蛋
白原料厂商———法国罗赛洛集
团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力
求让这款风靡欧美女性的产品，
能帮助中国的女性留住青春美
丽。汝之缘胶原蛋白系列产品于
2012年面世以来，成为湖南省首
家具有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胶原蛋白企业。

邀健康相伴 与美丽结缘
———湖南汝之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行业消费首选品牌企业展示

长沙市开福湘绣研究所位于有着“中国湘绣
之乡”美誉的开福区沙坪镇，是2003年由“再红
湘绣绣庄” 依托高工艺品质实力发展起来的，经
过十几年运作和良性发展成为了一家集科、工、
贸及展示、培训于一体的湘绣示范企业。

长沙市开福湘绣研究所

湖南美佳妮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创建于2012
年，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演陂镇经济开发
区，占地面积约11万多平方米，总投资4.8亿元，

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卫生用品企业。
多年来，美佳妮努力践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抗震救灾、乡镇道路建设、

大安乡敬老院建设等公益事业，彰显“企业发展、造福社会”的精神风貌。

湖南美佳妮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安化 ， 因茶而
闻名。安化黑茶，在
西 汉 时 期 已 经 流
通， 历经唐宋的盛
世， 近代的默默无

闻，再在全国茶行业中异军突起，
享誉全国， 成为湘茶方阵中的一
支劲旅。

2011年成立的湖南盛唐黑金
黑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2012
年，第九届国际（上海）博览会上，
盛唐黑金的产品大放异彩， 黑金
立方荣获“中国名茶评比 ”金奖，
冰碛芽尖荣获“中国名茶评比”黑
茶类唯一特别金奖…

赏盛唐风韵 品健康黑茶———
湖南盛唐黑金黑茶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系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湖南省、长沙市重点“菜篮子”工程。

作为一家承载民生梦想的农产品转型公司，
2010年，深圳农产品公司正式提出“海吉星市场———

绿色交易创导者”的转型方向，并全力打造以“海吉星”品牌为代表的第三
代批发市场，将“绿色交易”理念付诸实践。

马王堆农产品市场
———承载民生梦想的“菜篮子”

传承千年工艺 诠释黑茶文化之谜
———安化县清山源茶业有限公司

安化县清山源茶业有限公司坐落在风景秀丽的
资江河畔， 中国黑茶的发源地———湖南省安化县小
淹镇。公司享资水之秀美，纳山川之灵气，拥有野生
茶园5000多亩，茶业基地8000多亩，茶业加工、科研

厂房面积20000多平米，是一家集茶业种植、培育、加工、销售、科研及茶文
化传播于一体的喝茶知名企业。

长沙猎鹰驾校是湖南省内专属的一类驾驶培训学校，总部
位于风景秀丽的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内， 是长沙目前服务最好，
教学水平最高的驾驶培训学校之一。

据了解， 猎鹰驾校始建于1991年，2002年成立法人公
司———长沙猎鹰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法人张剑波。 猎鹰驾校占
地面积270亩，拥有捷达、自动挡宝莱、东风货车、大中型客车等
多种训练用车266台， 教职员工280人， 学校的培训范围包括
A1、A3,B2，C1、C2等类驾证， 并具有营业性机动车道路驾驶
员资格培训资质。

学校的训练设备齐全、服务设施完善，建有专业的汽车场
地与道路训练基地、灯光（夜间）训练场及多种教学模拟设备。学校考场齐全，建有无纸化理论考场、科目二
电子路考仪自助式考场、以及设立自助式约考机的科目三考场，从而加快了我们驾校由单向驾培向交费、
制档、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到制证和自助约考全部在本校完成的综合性驾培学校。学校还投资建设了长
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中型客货驾驶人考试中心，是全长沙仅有的A照B照等综合类考试中心。

猎鹰驾校：让你轻松驾驭未来

“槟榔是个快速消
费品， 需要不断创新和
变换口味来吸引消费者
购买 ”。 皇爷食品着重
品牌形象的打造， 相继
研制、 开发了“皇爷”、
“老口子”、“冰之火、“雄
究究”、“行家之选”等家
喻户晓的槟榔知名品
牌， 深得全国各地消费
者的喜爱。

皇爷食品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本报11月23日讯 为
了对万家丽路外循环道路
进行疏导，11月22日，长
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联合
区城管局、区市政局、区公
安分局、区交警大队、区城
管警察大队等单位， 对马
王堆路和石坝路交通秩
序、 市容秩序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

据了解， 万家丽路快

速化改造工程实施以来，对
万家丽路沿线及周边道路造
成了较大的交通影响， 拥堵
现象十分严重。

尤其在高桥片区， 由于
市场集中，人车密集，更是加
剧了堵的现状。而马王堆路、
石坝路作为万家丽路快改期
间的交通疏导分流道路，道
路两侧是自发形成的物流市
场，货车随意停放，货箱货物

到处堆放， 严重影响了市民
的畅通出行。

目前， 该路段已经通行
147路公交车，之后还会对马
王堆路(长沙大道—石坝路间
路段)增设港湾式公交车站，
预计2015年1月份可以启用。

整治行动将持续到2015
年1月20日，历时50余天。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肖英 实习生 吴思宁

整治马王堆路、石坝路乱停乱摆
疏导长沙万家丽路外循环道路，行动将持续50余天

37市县拉响霾预警 下午5点路灯、车灯全开
今明降雨或将驱散雾霾 提醒

！长沙购物节启动
活动将持续90天

看13位艺术家
如何表达“东方”概念

据长沙市疾控中心疾
病监测数据显示， 近期长
沙市流行性腮腺炎、 水痘
等学生常见传染病发病有
增加趋势，学校、托幼机构
及学生家长要引起重视，
积极采取防病措施。

专家建议， 中小学和
托幼机构要落实晨检、因
病缺课登记及追踪制度。
如发现学生有皮疹、发热、
腮腺肿大等症状， 要及时
督促其去医院就诊， 不可
让其带病上课。 短时间内
出现多名症状相似学生，
学校应按相关处置方案及
时向教育部门、 辖区内疾
控中心报告。 搞好环境卫
生，频繁开窗，保持空气流
通。 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
炼， 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抗
病能力。 近期尽量少举办
室内大型聚集性活动。

同时，流行性腮腺炎、
水痘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有
效预防，家长、托幼机构和
学校可以仔细翻看孩子的
预防接种本， 发现孩子漏
种疫苗及时带孩子接种。

■据新华社

学校严防水痘
流行性腮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