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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名片】
王文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感染

科副主任医师，潜心于发热查因及疑难
感染诊断及治疗。

6月18日，为我们讲述抗疫故事的是
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王文龙
副教授。他说：“新冠防控重点在防，医护
人员的自我防护尤为重要，我把这个观
念传递给了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医护
人员，很值得。”

【故事】
回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援非的往

事总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5 月 19 日，我们考察了津巴布韦中

马绍纳兰省的穆鲁威市医院。医院规模
不大，设有男、女、产科、儿科、新生儿科
病房，每个病房有 6 到 8 张床。院长亲自
带我们参观了医院，并详细介绍了将医
院改造成新冠定点医院的“蓝图”。尽管
还只是“规划”，但院长十分诚恳地征求
我们的建议。

病房里只有病床。当院长指着只有

一台吸痰器的新生儿科病房，说要改造成
“新冠隔离ICU”时，我震惊了！一方面，我
从心底里佩服他们的坚守；另一方面，也
感受到津巴布韦医疗条件薄弱程度。

看着院长信心满满的样子，我陷入
了沉思。我在想：面对物资匮乏、场地简
陋、设备不足、医护人员紧缺的现状，但
是仍然积极防控和坚守的医护人员，还
有善良的津巴布韦人民，我们可以做些
什么呢？

按照科学防控、尊重指南的原则，我们
制定了津巴布韦防控、培训、指导、科普的
十条警句；我们提交了国家层面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国家建议书》，为国家的联防联
控指明方向；建议在病例不多的情况下，集
中收治新冠病人，以解决物资匮乏和医护
人员不足的问题；基于津巴布韦的新冠病
人大多数是输入病例，建议加强边境的防
控和入境人员的排查及隔离等等……

5月22日下午，我们专家组向津巴布
韦卫生部莫约部长递交《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国家建议书》后合影时，莫约部长的
一个举动，让我很感动，对津巴布韦抗疫
信心更足了。当时我们专家组的队员已
在后排分开站好，而莫约部长在前排落
座前，他亲自将前排的椅子挪开，然后告
诉我们需分两排错开站，我一下子明白
了，“这是让我们保持社交距离”。

我猛然想起，莫约部长曾说：津巴布韦
新冠抗疫工作就是防控，防控，再防控！确
实，津巴布韦新冠确诊病例主要是输入性
的，现阶段对于津巴布韦来讲，“封城、封
国”，切断传播途径，是正确的决定！我想，
有了这位精通“中国经验”的卫生部长，津
巴布韦抗疫充满希望！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难，我相信大家
携手，一步一步往前走，路就在脚下，胜
利就在前方。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唐凌志 整理）

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
携手抗疫

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

王文龙：

湘非携手，胜利在前

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
王文龙副教授。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程双双

“亲爱的家长，你们好！最近北

京发现新冠肺炎新确诊病例，目前我
们还处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希望各
位家长不要放松警惕，减少带孩子外
出，特别是跨省出行。”6 月 17 日，安
化县东坪镇阅美乐国际私塾外教
Roma，在学生家长微信群编发了一
条防疫短信。

记者了解到，今年初疫情发生
后，本可以回国的埃及外教 Roma 一
家，选择继续留在偏僻山区安化工作
与生活，为中国抗疫加油鼓劲。

今年33岁的Roma，出生在埃及，
成长在加拿大，2008年大学刚毕业就来
到中国教书。“爸爸、哥哥都在迪拜工作，
我不想让家人帮忙找工作，喜欢一切靠
自己。听说中国发展快，需要英语老师，
就过来试一试。”独立、敢闯的Roma很
快迷上了中国，喜欢这里美丽的风景、厚
重的文化、好客的人们，当然还有美味的
中国菜。“我的小儿子、小女儿都是在中
国出生的，中国给了我‘好运’。我想一直
在这里发展，我老婆也一样。”Roma把
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0 多年间，Roma 先后到江苏、
四川等地教书，去年9月来到安化县
东坪镇。“这里是山区，位置偏远，教
育资源并不丰富，孩子们更需要学好
外语，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乡的
面貌。”Roma 谈及自己放弃高薪，来
安化教书的初衷。

疫情暴发之际，Roma 和同为外
教的妻子 Salma 及 3 个孩子，1 月 28
日接到埃及驻中国大使馆的电话，被
告知有免费专机送他们一家归国，被
夫妻俩委婉谢绝。“我们在这里很安
全，相信中国有能力战胜疫情，也想
留下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Roma这
样答复大使馆的负责人。

留下来的 Roma，每天都看到工
作人员给小区电梯杀毒，进店买东西
也有人测量体温，心里非常踏实。“安
化茶好人更好。疫情防控期间，学校
和家长给我们免费送来口罩和蔬果，
还给孩子们送来玩具，许多家长也通
过电话和微信向我们问好，令全家人
非常感动。”Roma说。

面对汹汹疫情，Roma 每天都会
在班级微信群里发送自制的教学视
频，带领孩子们学数字、认单词、读句
子，确保孩子“停课不停学”。他还在
班级微信群里发布告白长文：“我现
在在中国……我答应你们，我会一直
在这里，帮助孩子们。”妻子Salma每
天通过微信朋友圈为“抗疫战士”加
油，并给自己的3个孩子录制了一段
小视频上传网上，为中国鼓劲。Roma
得知学校正在为安化县人民医院捐
款筹集防疫物资时，又主动献上一份
爱心。记者了解到，2008年汶川地震
时，他也是尽己所能，捐款捐物支援
灾区。

5 月底，阅美乐国际私塾正式复
课，孩子们终于见到阔别多日的“大
胡子老师”Roma，一个个高兴地围着
他、抱着他。“Roma老师，我们想死你
了！”“我也想死你们了，亲爱的孩子
们！”短暂的欢聚后，Roma 给孩子们
上的第一课，就是教他们如何正确洗
手消毒，科学预防病毒。

湖南日报记者 张咪 通讯员 杨原

“我觉得自己最应该做的，是和
所有中国人一样，遵守当地的防疫规
定。”6月17日，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巴基斯坦籍工程师可罕用
熟练的中文说，疫情暴发后，平时去
的餐厅都关门歇业，朋友们也不常见
面，但他始终认为这样严格的防疫措
施非常正确。

“体温正常。”当天下午13时15分
许，记者跟随可罕从装有红外线测温
仪的入口处进入公司。可罕叮嘱说，虽
然是在公司内部，但是这里的道路都
经过规划，不能逆行，并提醒记者走在
他的正后方，尽量不要靠太近。

在可罕所在的城轨事业部质量技
术部电气组，记者见到该组主管张雯。
张雯说，可罕平时是一位非常守规矩的

人，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防疫中。
张雯告诉记者，可罕的妻子和孩

子都在西安。2 月份公司复工的时
候，可罕从西安回株洲后需要隔离
14 天。可罕二话没说，非常配合。张
雯和同事担心他在隔离期吃不好，买
来水果和零食，请楼管为他送去。

记者来到可罕当时隔离的住处，
见到了该公司后勤保障部物业部主
管王景才。王景才介绍，可罕为了不
给楼管添麻烦，没有告诉楼管他不能
吃猪肉和辛辣的食物。后来发现他有
些不适，他才说自己已经一天没有吃

饭。此后，后勤部每顿饭为他单独准
备清真餐。

可罕说，自从那件事发生后，后
勤部工作人员对他格外关怀，还建了
一个隔离人员微信群，有什么困难只
要在群里说一声，立即有人解决。

“每次和家人视频聊天，我都会
教他们如何防疫，叮嘱他们戴好口
罩，勤洗手，不要到处乱跑。”可罕说，
自己的祖国现在疫情形势不太好，有
些担心家人，每次从新闻中看到中国
为巴基斯坦送去防疫物资和医疗援
助时，内心非常感激。

下午16时，记者随可罕来到城轨
制造车间。可罕介绍，每次到车间，都
需要消毒。他还给记者查看每天需要
打卡的疫情防控 APP，并告诉记者，
像他一样从外地回来的员工都做了
核酸检测。

可罕说，为了避免回家途中交叉
感染，他从复工至今已有近4个月没
有回过西安，妻子在电话里抱怨过很
多次，但他依然坚持不到外地去。

采访结束，可罕礼貌地向记者道
谢：“疫情防控期间，就不握手了。”于
是挥了挥手，朝着办公室方向走去。

湖南日报6月 18日讯（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何清隆）6月18日，国家网络
安全产业园区（长沙）揭牌仪式在长沙高
新区举办，这也意味着继北京后国家认
定的第二个网络安全产业专业园区正式
落户长沙高新区。

揭牌仪式现场，进行了首批引进项
目和首批入园企业签约。其中，文思海
辉、麒麟软件、长城科技、中电软件园三
期等为园区首批引进项目；中国长城、景
嘉微、奇安信、天融信、湘江鲲鹏、创智和
宇、金盾信息等30余家重点企业为首批
入驻产业园区企业。

近年来，长沙市高度重视网络安全
产业发展，网信事业和网信产业发展取
得了良好成效。特别是坚持以智能制造
为统领，大力发展“三智一自主”产业，形
成了中国电子“PK 体系”、华为公司“鲲

鹏体系”共融发展的产业生态。
据了解，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长

沙）以高新区为核心区域。目前，核心区
域内已聚集网络安全重点企业184家，其
中规上企业52家，高新企业123家，上市
企业6家。2019年，完成产值超过100亿
元，同比增长45%。逐步形成了以国防科
技大学为技术策源地，以中国电子、华为
等为龙头的网络安全产业链，打造了以

“二机四芯”（鲲鹏整机、长城整机、飞腾
CPU、银河飞腾 DSP、景嘉微 GPU、国科
微SSD芯片）为主导、跻身国内网络安全
行业领先地位的一系列前沿高端产品。

“力争到2022年，产业规模突破500亿
元，带动聚集网络安全上下游企业400家；
到2025年，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并努
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网络安全
产业集聚区。”长沙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在长揭牌
系全国第二个专业园区

湖南日报6月 18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省人大督办组18日赴
省市场监管局督办“加强外卖食品安全
监管”类重点处理建议，推动以最严谨
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抓好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

今年全省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李
丽提出的《关于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的建议》被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
为重点类处理建议。该建议提出，加强外
卖食品安全监管迫在眉睫，须加强专项
整治，严格执法；严格标准，强化监督；结
合实际，加强宣传。

湖南现有餐饮服务经营者 18.9 万
户，小餐饮经营者11.4万户，2019年全省
餐饮业消费零售额1850亿元。省市场监

管局全力推动办好人大代表建议，督促
平台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建立“湖南省网
络食品经营备案系统”。开展网络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网剑行动”，共检查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7.8万家次，下线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 1623 家，取缔无证经营 105
家，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50件。对全
省“美团”“饿了么”平台开展网上监测，
对1622家涉嫌证照不全入网商户进行查
处，加大网络订餐违法违规行为整治。

省人大督办组强调，要在办理单件
代表建议中找出普遍规律，促进市场监
管工作优化提质。把最严格的监管措施
落实到闭环管理中，加强隐患排查、分析
研判、隐患整治、效果确认和监督管理。
引导群众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实现外卖
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

省市场监管局推动办好人大代表建议

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胡玥

1分钟“搓”出50个
小面团；上百个鸡蛋自
动“脱壳”；刚出锅米饭
顷刻间颗粒分明……6
月18日起，从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起飞的旅客，
有可能享受到由“机器
人大厨”制作的餐点。

当天，位于长沙机
场的湖南最大航空食
品生产基地——湖南空
港航空配餐楼二期（以
下简称“新航食楼”）投
入运营。

新航食楼高 5 层，
总建筑面积近1.8万平
方米。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里的全新自动化智能
生产设备“化身”一个个
厨艺熟练的“大厨”，让
旅客对单调的航空配餐
有了更多期盼。

走入西点间，一台
全自动搓圆机正在逐
个“吐”出大小一致的
面团。

“1 分钟可以出 50 个，
等发酵后送入烤箱，餐包就出炉了。”
湖南空港实业航食分公司经理王欢
介绍，此前空港厨师们都需手工切、
搓面团，劳动时间长、效率低。新航食
楼投产后，“机器人大厨”成了航空配
餐的主力。

鸡蛋，是航空配餐的常用食材。
新航食楼为此专设了一间“洗蛋间”。
名为“洗蛋”，其实还负责“打蛋”。

记者看到，“洗蛋间”里只有1名
工作人员和1台造型独特的打蛋机。
工作人员将鸡蛋放入机器的水槽内，
然后启动按钮，便可“袖手旁观”了。
鸡蛋经自动清洗后，被送至转盘上，
挨个“脱壳”掉入桶里。几分钟内，桶
里便装上了数百个打好的鸡蛋。

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极大降
低了人力成本，又保障了食品安全。

湖南空港实业航食分公司航食
生产部经理曾艳红介绍，航食的安全
标准远高于普通食品。在老配餐楼，
只有生产区域有控温。新航食楼则能
打造全封闭冷链车间，让车间温度恒
定控制在15℃，确保航食全流程冷链
生产制作。

热菜如何制作？记者在“热厨房”
里见识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在湖南空港工作了7年的厨师黄
金，正掌勺炒菜。可热腾腾的饭菜一
出锅就被送入了速冻柜，迅速将“体
温”降至5摄氏度以下。

原来，航食需提前准备，因此必
须全程冷链，再经严格检测后装配送
上飞机。而机舱内不允许有明火，只
能使用专用烤箱进行二次加热。

目前，该基地可日产航空配餐
2.5万份，比现有配餐产能翻了一番，
可满足长沙机场最大航班量需求。

埃及外教Roma：

“留下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抗疫记
在湘“老外”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对美好生
活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递
增趋势。离婚原因千万种，离婚损失谁
买单？民法典中新增关于离婚损害赔偿
的兜底条款，为婚姻无过错方撑腰。

婚内出轨是大错，赔偿兜底显正
义。6月17日，记者采访长沙市岳麓区人
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汪样，对此进行解读。

【原文】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
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
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
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
庭关系。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
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案例】
两年前，小梦起诉至岳麓区人民

法院，要求和丈夫小军离婚，“我们婚
后长期分居，没有生育小孩，没有感情
交流。”小军不同意离婚，并要求小梦
支付离婚精神损失赔偿 80 余万元，

“小梦未经合法解除婚姻关系，已与他
人通奸至怀孕，其行为违背了夫妻间

的忠诚义务，违背社会道德。”岳麓区
人民法院认为，小梦怀有他人小孩，且
坚决要求离婚，可以认定双方夫妻感情
确已彻底破裂，应当准予离婚。小军主
张离婚精神损失赔偿，虽然并不符合现
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但考虑到
小梦的行为对其丈夫造成一定的精神
伤害，判决其赔偿10万元。双方不服一
审判决，均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读】

制裁过错方失德行为
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了民法

典的灵魂。‘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
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写入
民法典，充分彰显了法典之魂。”汪样法
官指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
中，已经融入了立法者关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理念的制度设计。民法典新增
离婚损害赔偿兜底条款，既制裁了过错
方的违法失德行为，又为婚姻无过错方
撑腰。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违反夫妻间
忠诚、相互扶持的基本义务，就应该受
到相应的制裁或约束，从而引领社会民
众形成良性的道德伦理规则，进而提升
社会整体风气，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
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
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里以列举的方
式规定了四种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

赔偿的情形，并无兜底条款。”汪样告
诉记者，当时在审理小梦的离婚案件
时，其丈夫主张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
事由，并不符合以上四种法定情形，虽
然小梦与他人产生不正当关系并怀
孕，但无证据证明其与他人形成了同
居关系。法院以公序良俗为基本考量，
大胆尝试才做出这份判决。

汪样指出，民法典中增加了关于离
婚损害赔偿的兜底条款，为司法工作者
在实务中切实保障无过错方合法权益
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婚姻家庭关系出现了新情
况、新问题。婚姻法关于无过错方离婚损
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我国
新形势下调整离婚关系新情况的需要。
比如，前述案例中的婚内与他人生子，又
比如婚外情、嫖娼，还有网络社会中的与
他人虚拟结婚、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美
女主播等等，这些行为无疑都会对无过
错方配偶带来极大的身心伤害。

“关于该兜底条款的适用，法官应
当在充分查清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认
真甄别、解读‘重大过错’。”在汪样看
来，“重大过错”首先应该是以普通大
众的视角来看，一般人所不能容忍或
接受的；其次，该过错是导致双方离婚
的直接原因；第三，给无过错方带来了
较大的物质损害及（或）精神损害。

如何判定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
汪样认为，一是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
女利益优先保护原则必须考虑；二是
各地、各家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不
一，所以不宜确定统一的标准，这就依
靠法官在个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逐
案酌定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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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埃及外教Roma在
给安化县东坪镇阅美乐国际私塾的
孩子上课。 通讯员 摄

巴基斯坦籍工程师可罕：

“我要和他们一样遵守防疫规定”

兜底赔偿
为婚姻无过错方撑腰

打开
民法典

湖南日报主办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办

6月18日，龙山县湾塘水电站开闸泄洪。近日，湖南省龙山县和湖北省宣恩县、来凤县等地普
降大到暴雨，导致酉水河河水暴涨。当天上午10时，接到上级指令，湾塘水电站开闸放水，目前
7个闸孔全开，泄洪流量每秒2700立方米。 曾祥辉 摄

开闸泄洪
保安全

湖南日报6月 18日讯（记者 孟姣
燕）星空木屋、新款房车、轻型飞机、非遗
文创、潇湘美食……备受期待的2020湖
南（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文化和
旅游装备展（简称“旅博会”）将于6月19
日在长沙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启幕。目前，
展馆搭建、嘉宾邀请、主题活动等各项筹
备工作已就绪，一场盛大的年度文化旅
游特惠嘉年华即将上演。

古香古色的十大文旅特色小镇、造
型宛如琴键与折扇结合的山水洲城长
沙展馆，新奇可爱的面包木屋、造型各
异的新款房车……6 月 18 日下午，旅博
会展馆内主要展区已完成布展。据介
绍，本届旅博会展馆面积约 4 万平方
米，共设置了 6 大主题展区，吸引了包
括贵州、江西、广西等省外和省内 386
家展商前来参展，展览面积、展商数量

等均创历史新高。
本届旅博会特设了“超级旅游大卖

场”，湖南国旅、湖南中青旅、宝中国旅等
40多家旅游企业带来近百条特惠旅游线
路，市民游客在体验房车等新业态的同
时，还能购买到优质实惠的旅游路线、景
区门票、酒店房券、伴手礼等产品。

旅博会期间，还将举办文化和旅游
部文化产业项目服务平台文化产业精品
项目对接交流会暨湖南文旅投融资大
会、文旅融合·锦绣潇湘之夜、湖南文旅
扶贫工作交流暨湖南民宿产业发展调研
报告发布会等多项主题活动。

本次展会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
导，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华声在线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组委会温馨提示，来观
展的市民游客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和口
罩，提前准备好健康码。

湖南旅博会今日启幕
逛展记得带好身份证、口罩、健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