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辅导作业崩溃
点燃练习簿扔下楼

12 月 14 日晚，上海一名家长辅
导孩子做作业，孩子屡不听劝，家长
一怒之下点燃孩子的练习本并丢下
楼去，所幸最终只是虚惊一场。据孩
子的父亲说，当时他觉得这本练习簿
几近熄灭，才将它扔到楼下，没想到
户外风力较大，本子发生复燃，惊扰
了楼下居民。民警接报后赶赴现
场，对这名父亲进行了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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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女孩
帮编织品走出大山

湘西女孩谭艳林曾是留守儿
童，15 岁辍学打工，长大后，她毅然
回乡创业。湘西妇女个个擅长编
织，能用毛线织出精美玩偶，谭艳林
帮她们做设计、搭上电商走出深
山。如今，谭艳林在 25 个村设了扶
贫车间，邀请千名留守妇女、200 多
个残障人士做编织，帮孩子们把妈
妈留在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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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餐厅
为外卖骑手做员工餐

长沙一湘菜馆免费给该店送餐
的外卖骑手吃“员工餐”，365天天天
如此。据了解，店主给他们提供免
费的饭菜和休息区域已经有一年半
的时间了，夏天有风扇，冬天有火
炉，从未间断。

对有人质疑老板作秀的说法，
有骑手说，作秀能做一年多？那也
是做得好是不是？

早安
湖南

晨报微博 排行榜

郎平确认带队至东京奥运会结束

据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强透露，中国
女排主教练郎平已完成续约手续，将继续带队至东京奥运会结
束。明年1月中上旬，中国女排的新一期集训将在北京展开。

12月17日 11:42
潇湘晨报

20余只东北虎抱团取暖

近日，黑龙江哈尔滨东北虎园林内，有市民航拍到20余只东
北虎聚集在一起，一个挨一个盘踞在树下，抱团取暖。园方称，
东北虎作为独行动物，如此大规模聚集十分罕见，也只有在冬天
才看得到。网友：最终还是向生活低下了头。

12月17日 21:53
潇湘晨报

@最后的文盲：郎指导，值得尊敬的人。

@哆来咪21：原来胖并不耐冻，是真的。

鸟瞰雅鲁藏布江
这是12月16日在西藏山南市扎囊县拍

摄的雅鲁藏布江景色（无人机照片）。冬日，
雅鲁藏布江缓缓流淌，蜿蜒的河流与蓝天、群
山相互映衬，呈现出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

图/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
胜 17日就美称中方拒绝参加中美海上军
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答记者问。

记者问：据报道，美印太总部 16 日
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参加
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16 日与美印
太总部以视频形式举行的美中海上军
事安全磋商机制有关会议。请问对此
有何评论？

刘文胜答：美方有关言论完全是颠倒
黑白、混淆视听，会议未能如期举行的原
因是美方没有遵守双方共识，责任完全在

美方。
根据中美两国防务部门商定，中美双

方将于年内以视频形式举行中美海上军
事安全磋商机制小组会议和将军级年度
会晤。11月18日，中方向美方提供了关于
此次会议议题和安排的中方建议。但美
方执意强推其单方面议题设想、任意压缩
年度会晤时长、改变年度会晤性质，甚至
在双方尚未就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企
图强压中方参会。美方这些不专业、不友
好和不具建设性的做法，体现了美方一贯
的霸凌作风，违反国际惯例，违反中美两

国防务部门 1998 年签署的关于建立加强
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中有关相
互尊重和协商一致的原则，损害中国海军
与美印太总部之间的信任。

相互尊重和协商一致是中美两军处
理任何问题的原则。中方高度重视中美
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愿继续就会议有
关事项与美方保持沟通。希望美方切实
尊重协定内容，不要合则用、不合则弃，动
辄指责他人，推卸自身责任，真正与中方
相向而行，尽早就有关问题与中方达成一
致，推动会议顺利举行。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家情报总
监称无法按时提交所谓“外国势力”影响
美国大选报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有关中
国影响美国大选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
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称，本应向国会

提交的关于美国大选受外国影响的机密
报告未能按时提交。据称，若报告不能充
分反映中国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拉特
克利夫本人将拒绝签署。外交部对此有
何评论？

汪文斌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前不
久曾经声称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国家安

全威胁”。但是日前有美国媒体指出，这
样的判断缺乏数据和事实支撑，而有关
数据和事实恰恰表明，中美应当合作而
非对抗。

“我愿再次重申，中方一贯奉行不干
涉内政原则。有关中国影响美国大选的
说法纯属无中生有。”他说。

中国影响美国大选？纯属无中生有

海军新闻发言人：美方有关言论完全是颠倒黑白

多措并举应对
南方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偏紧

据新华社电 针对近期湖南、江西等地出现的电力供应偏紧
局面，国家能源局17日表示，将采取四方面措施保障电力供应。

一是督促电网企业优化运行方式，加强输变电设备运维管
理，挖掘跨省跨区联络线送电潜力，充分发挥大电网平台作用，
提高省间资源调配能力。

二是督促发电企业将保供任务责任落实到人，加强机组运
行维护工作，确保机组稳发稳供，避免因重要设备临时停运造成
电力缺口。

三是部署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工作，切实做好今冬明春煤炭
稳定供应。

四是督促各地区电力主管部门落实应急预案，做好防范应
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准备，指导电力企业做好抢修复电应急准
备，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对电力系统运行造成的影响。同时，
密切跟踪电力供需形势，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协调各地、各相关
部门切实做好电力供应保障。

日前，湖南省已成立工作专班，有关部门正在加强煤电油气
运行调度，积极协调山西、陕西等地煤炭铁路运力，确保火电机
组满发稳发，同时做好水电科学调度。

湖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湖南省统调火电机组全额
并网发电，甘肃、三峡等特高压、超高压线路满负荷送电湖南，电
煤库存能基本满足全省14家统调火电企业近段时间用煤需求。

多规合一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

据新华社电 以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管护修
复为目标，我国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
形成。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17日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保
护修复法律制度加快完善，完成森林法、海洋环境
保护法、防沙治沙法、土地管理法等修订；加快推进
矿产、草原、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保护、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空间规划及长江、黄河保护等修法立法；
出台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改革、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划定落实三条
控制线、严格管控围填海和天然林、湿地保护修复
及林长制等文件。

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永无止境
习近平致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祝贺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A02

三项第一
创国际物理奥赛纪录
A04

瑞幸咖啡
付1.8亿美元达成和解
A06

“屋场会”
只讲老百姓能懂的话
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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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身边正能量报料官
近日，益阳安化县乐安镇横市村，新郎肖霖和新娘夏艳坐在插秧机上。当天迎亲的婚车包括一辆插秧机、一台收

割机，还有四台旋耕机。 一年四季，春天用插秧机播种，秋天用收割机收获。新郎说，他想以此寓意有付出就会有收
获，“我们的爱情也是”。 图/受访者提供

田园爱情故事
插秧机收割机旋耕机组车队迎亲

A05

俄罗斯被禁赛两年
不得参加东京奥运会等重大赛事

据人民日报报道 北京时间 17日晚 11时，国际
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认定俄罗斯反兴奋剂机
构违规，并对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RUSADA)处以
为期两年的一系列处罚。2020年12月17日至2022
年 12月 16日的两年间，俄罗斯将不得参加包括东
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及各项目世界锦标赛在内的
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能够证明清白的俄罗斯运动员可以以中立运
动员的身份参赛，但不得穿着、佩戴任何有俄罗斯
字样的服饰，俄罗斯国歌也不得在以上任何比赛场
所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