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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通车

双向六车道，
路面宽33.5米；
首批开放黄金园、
金
洲北、
宁乡北、
泞湖4个收费站；
记者体验25分钟
可跑完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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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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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不忘学习
考取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生日快乐
“90后”
格衫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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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疫情升级
为何遇上医疗界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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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格子衫，你会想起哪些人？工程师？程序员？他们都给人这样的感觉：质朴、踏实、低调、勤奋。
在湖南，
有一位可爱的老人，也是忠实的格子衫爱好者。他就是袁隆平。
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
吃早饭，而是下田；
生日当天，
他聊得最多的也是水稻。
在网友刷屏的视频中，
他是可可爱爱的袁爷爷。在田间地头的工作中，
他是勤勤恳恳的科研者。
8 月 27 日，农历七月初九，
袁老 90 岁生日。跟他说声：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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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博 报 料：@ 潇 湘 晨 报
提供新闻线索奖金 30-1000 元

有奖征集
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启动“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身边的正能
量线索。线索一经采用，报料人可获 100 元至
300 元不等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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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回应美方挑衅施压

商务部：
将出台绿色餐饮相关标准

一是反对，
二是不怕

香港今日起
逐步放宽社交距离限制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 27 日发布，从 8 月
28 日零时零分起，将逐步有序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为期 7 天，直至 9 月 3 日。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新常
态下，大众须接受社区不时会出现零星个案及群
组。特区政府会在疫情受控前提下，按最新疫情发
展及风险评估，系统地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以重启社交及经济活动。
特区政府发言人介绍，首阶段放宽的包括风险
较为可控的室内静态场所，以及涉及较少身体接触
活动的户外运动场所，如餐饮业、电影院、美容院、
户外运动场地等。
特区政府对这些放宽的场所进行了详细规定，
包括餐饮处所内的顾客数量不得超过座位数一半，
每桌不多于 2 人，两张桌子之间至少有 1.5 米距离，
或 设 有 隔 板 ；电 影 院 出 售 戏 票 不 超 过 座 位 数 目
50%，在影院内不得饮食；美容院所有员工须一直佩
戴防护装备；户外运动必须每个小组不超过 2 人，小
组之间的距离至少为 1.5 米等。
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如违反这些规定，相关
处所负责人或有关人士将会被罚款及监禁。

好看

据新华社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7 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
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如果美方执意推
动新一轮售台武器，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予以坚决反制。
有记者问，本月，美台互动频繁。美卫
生部长抵台活动，美军“马斯廷”号驱逐舰
穿航台湾海峡，美军机加大在台海周边活
动的频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
行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清晰明确。
吴谦表示，近期，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
种多方向成体系出动兵力，在台海地区连
续组织实战化演练，针对的就是外部势力
干涉，针对的就是一小撮“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分裂行径。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
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有记者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防部近
日公布的一份总价值为 620 亿美元、为期
10 年的军售订单中，包括可能向台湾出售

的 66 架 F-16V 战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售台
武器。一直以来，美售台武器都是破坏中
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重
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清晰
明 确 。 去 年 美 方 宣 布 向 台 出 售 66 架
F-16V 战机后，中方立即表明了坚决反对
的立场。如果美方执意推动新一轮售台武
器，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
反制。
吴谦说，近期，美方加大对华挑衅施压
力度，对此我们的态度清晰明确：一是反
对，二是不怕。美方一些政客在大选前为
了一己私利，极力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甚至妄图制造意外事件和军事冲突，这种
行径置双方一线官兵生命安危于不顾，置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于不顾，置世界人民和
平诉求于不顾，
是极不得人心的。
吴谦表示，中国军队将坚定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世界和地
区和平稳定。我们奉劝美方一些政客认清
现实，保持理性，停止挑衅，推动两国两军
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

ZAKER潇湘

中印同意
推动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
据新华社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7 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印双
方同意推动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降温。
吴谦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以来，
中印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进行了多轮
沟通。在双方的积极努力下，两国一线部
队脱离接触取得进展。双方同意遵照两国
领导人重要共识和有关协定协议，继续保
持军事和外交渠道对话沟通，推动中印边
境局势进一步缓和降温，妥善处理剩余问
题，
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吴谦表示，中印互为重要邻国，维护
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不仅有利于各自发展，
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希望印
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始终以两国关系大局
为重，始终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
当位置，避免误判，避免分歧上升为争端，
以实际行动推动双边关系回到正确发展
轨道。

晨视频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27 日在商务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透露，商务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制止餐饮
浪费的相关政策措施。
会上有记者问：近期各地掀起了一场杜绝浪费、节约粮食的
热潮，在国家层面下一步将如何完善餐饮节约规范，是否将出台
制止餐饮浪费的措施？
高峰称，近年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餐饮领域开展“厉
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行动、倡导“光盘行动”等，取得一定
成效。
为进一步提倡餐饮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前期调研座
谈的基础上，商务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制止餐饮浪费
的相关政策措施，支持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推动建立制止餐
饮浪费的长效机制。在完善餐饮节约规范方面，商务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出台绿色餐饮相关标准，制修订一批行业标准，目前有
的正在征求行业和公众意见。商务部将根据各方意见建议进行
及时的修改完善，争取尽早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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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男孩用塑料布搭戏台唱戏
近日，来自安徽阜阳的小玉女士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里，
她的 5 岁儿子用塑料布搭了一个简易的戏台，然后在戏台下有板
有眼地唱起了戏曲。据小玉介绍，儿子从小就喜欢唱戏，也没有
人教，看到电视里的戏曲节目，就会跟着比划。没有戏台，就自
己动手用塑料布、木头椅子等物品搭简易的戏台。网友们纷纷
表示：
没有人教还能唱成这样，
是老天赏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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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大海
8 月 23 日，在新加坡姐妹岛的海龟孵化
场，一只新生小海龟游向大海。
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在 2018 年启用设于
姐妹岛的首个海龟孵化场，以便在本地寻
获的海龟蛋免受人类或天敌打扰，在此安
全孵化。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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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乡村走秀气场全开

14岁少年
24天骑行2200公里

忠犬开挂
奋勇阻拦狗熊入室

为找作文素材
全家被困山里一夜

最近，刘冲带着 14 岁的儿子，骑
行 318 国道川藏线。父子俩 24 天骑行
2200 公里，一天最多翻越 4 座 4000 米
高山。
即使最后一天，父子俩也坚持骑
行了 205 公里，从早上 8 点骑到半夜 12
点。刘冲说：
“希望儿子能成为足够坚
毅、勇敢的人。
”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看
少年的远行。

近日，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
始林区乌玛管护站上演了一幕狗与
熊对峙的场面，
管护站工作人员用手
机把当时的场景拍了下来。一头黑
熊想要进屋，
管护站养的黑狗对其吠
叫不止，当黑熊接近时，黑狗冲上前
对着黑熊示威。经过三次较量，
黑熊
有些胆怯，
转身离开管护站。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
看狗狗奋勇阻挡黑熊。

近日，陕西西安的徐师傅带着
妻子和 11 岁的女儿到山里游玩，想
给孩子写作文找些素材和灵感，不
料返回时迷了路。民警和消防根
据定位，从光头山向沟底搜寻，找
了一夜，终于在次日 9 时发现被困
的一家三口。被救时，徐师傅称因
夜里寒冷，三人只能靠草取暖。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官方微信，
看新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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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之南语”发布了自己在山野间走秀的视频，引起
网友们的关注。视频里，身材高挑的之南语气场全开，一举一动
都极具专业气息，再加上极具设计感的飘逸服装，使她宛若山野
间的精灵。据之南语介绍，走秀时身穿的服装都是自己动手设
计制作的，灵感都是来源于自己平时的一些奇思妙想。

潇湘晨报

8月27日 08:37

大爷带一箱丝巾为妻子拍照
近日，江西龙虎山景区，74 岁大爷徐金龙带着一箱丝巾和饰
品为自己 70 岁的妻子拍照。据大爷称，妻子年轻时就爱美，也爱
出去玩，可惜工作忙没时间。如今两人都退休在家，就想多带妻
子出来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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