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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灯指南：哪里的花灯最美丽
最近，许多市民关心市区花灯的布点情况，都打算去看看
节日里美丽的花灯。为此，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为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喜庆、祥和、欢乐的节日氛围，
今年四区结合实际，进行了花灯的精心布置，充分满足各城区
群众的节庆生活需求。今日，
本报为读者带来一份观灯指南。
●城东区观灯指南
地点：建国南路、中发源城市广场、新千国际广场、建国
路、湟光天桥、火车站广场。
时间：到 2 月 19 日（农历腊月二十六至正月十五）。
元素：建国南路的《龙跃新春》龙门、中发源城市广场的
《吉祥平安》灯组、新千国际广场《和谐东区》灯组，广场依次向
南由《童趣世界》
《年年有余》灯组组成，广场以西有《生态发
展》灯组、建国南路 100 朵向日葵造型灯组。湟光天桥和火车
站广场进行亮化等。
●城中区观灯指南：
地点：大十字、中心广场、丁香园对面小广场、南北大街、
西大街、南关街、七一路、长江路、北辰门、香水泉等。
时间：到 2 月 19 日（腊月二十八至正月十五）。
元素：大十字《中华龙韵》灯组、中心广场《花团锦簇》
《百
鸟朝凤》
《春暖花开》灯组、丁香园对面小广场《光辉》灯组。南
北大街、西大街、南关街、七一路、长江路、北辰门、香水泉等城
区主干道及历史古迹悬挂大红灯笼。
●城北区观灯指南
地点：小桥十字路口、泰和广场、朝阳公园、朝阳广场、小
桥大街、天津路、北川河西路等。
时间：到 2 月 19 日（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
元素：小桥十字路口设置“喜迎新春”龙门、泰和广场设置
“盛世北区”灯组、朝阳公园设置“吉祥福禄”灯组、朝阳广场设
置“花团锦簇”灯组。小桥大街、天津路、北川河西路等多条道
路沿线设置照明树箍 9800 套、小桥大街设置“小桥明珠”灯箱
198 个、天津路设置“中国结”灯箱 98 个、北川河西路设置“诗书
画卷，生态北区”灯箱 34 套及其他街道亮化等。
●城西区观灯指南
地点：五岔路口、新宁广场美术馆门口、北城七区广场等。
时间：到 2 月 19 日（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
元素：五岔路口《幸福西区》龙门、新宁广场美术馆门口
《福猪迎春》灯组、北城七区广场《锦绣西区》灯组及其他亮化
等。
（记者 宁亚琴）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人分享最新、最有
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微信关注西
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快
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评
论功能，这里有 10 多万粉丝正在与您交
朋友，一起畅评新闻事件，今日的热点
是：最全！今年西宁哪的花灯最漂亮？

青海玉树抗击雪灾见闻
新华社西宁 2 月 9 日电（记者 李
琳海）看到政府给牛羊送来的饲料，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地
青村村民公巴白玛紧锁的眉头舒展开
来，
“ 对于我们牧民来说，大雪是一场
灾难，很多年龄小的牛很难挨过没有
饲草料的日子，政府已经为我们送来
了干饲料，牛羊这几天不用担心口粮
了。”他说。
近日，青海省玉树州境内多次发
生大范围降雪天气，局部地区积雪厚
度高达 45 厘米，全州 1 市 5 县均遭受不
同程度的雪灾，杂多县和曲麻莱县属
于受灾最严重的县域。春节期间，各
界力量汇集玉树，共同抗击雪灾，大爱
再次聚集到三江源。
“今年我的春节是在雪中度过的，
每天我们都是雪里来风里去，但看到
受灾的牛羊得到救助，受灾的民众有
了药物，感觉一切辛苦都值了。”玉树
州杂多县结多乡中心卫生院院长扎巴
松说。
连日来，扎巴松和结多乡乡政府、
卫生院的相关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开车
前往该乡占尕村、达俄村、巴麻村等地

巡诊、送药，
并送去干饲料等。
目前，杂多县积雪面积占行政区
域面积的比例超过 60%。扎巴松和同
事们去的村庄平均海拔接近 5000 米，
受大雪影响，100 多公里的路程开车需
要近 8 小时。
任凭大雪纷飞扬，干群齐心抗灾
忙。灾情发生后，青海省委、省政府迅
速就应对灾害做出安排部署，青海省
农业农村厅也安排专人赴玉树受灾地
区指导抗灾救灾工作。
春节期间，玉树州副州长何勃一
直奔波在抗灾一线。他说：
“我们强化
组织领导，下好抗雪救灾的‘先手棋’，
各部门时刻保持备战状态，绷紧‘安全
弦’，守好‘自家门’，确保责任分工严
明合理，组织力量充足到位，措施落实
科学迅速。”
截至 8 日 17 时，玉树州已调运抗
雪救灾饲草料 4653.7 吨，完成计划任
务的 78%。何勃说，青海省农业农村
厅已安排救灾资金 1000 万元用于调贮
饲草料，省内饲草料加工企业纷纷伸
出援手，目前社会爱心企业已累计捐
赠饲草料 780 吨。

杂多县委书记才旦周说，为缓解
饲草料不足带来的压力，政府以“减畜
就是救灾，出栏就是降损”的理念，积
极引导受灾牧户转变“惜售”观念，鼓
励牧户抓住政府支持政策出售自家牲
畜，回笼资金，最大程度减轻受灾期间
的供养负担。
玉树州杂多县位于澜沧江源头，
目
前划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
区。该县境内野生动物资源丰富，
连日
的降雪使杂多等地的白唇鹿、
岩羊等近
百只野生动物死亡。三江源国家公园
管理局已拨出 10 万元专款用于园区内
野生动物救助，
政府工作人员和生态管
护员等也成立了 10 多人的救助队，在
野生动物相对集中的地区投放饲料。
玉树州抗灾救灾工作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才扎说，下一步救援工
作中，玉树州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密切关注气象，争时间、抢进度、保畅
通，做好防灾保畜工作，争取让牧民损
失降到最低。
“灾难面前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充
分激发民众力量，希望共同应对好这
场雪灾。”玉树州委书记吴德军说。

湟水流域西宁段水质达近年最好

不一样！

市民体验过年新方式
本报讯（记者 芳旭）看贺岁片、到外面看风景、去农村赏民
俗……今年的春节年味特别足。对西宁市民来说，少了刺耳
的爆竹声，看电影、旅行度假等新年俗正在悄然改变着西宁人
的生活方式。大家越来越觉得过节的内涵更加丰富了，过年
的方式多种多样、越来越新奇好玩了。
出门旅游也是一种过节
2 月 4 日是大年三十，肖俊一家已经在朋友圈更新了信息
动态，照片上，他和妻子以及 7 岁的女儿，已经飞到了泰国，在
芭提雅的海滩上尽情享受着日光浴，别提有多开心了。按照
计划，在春节 7 天时间里，他将要带着一家人在泰国尽情游
玩。肖俊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在春节期间外出旅
游，出行计划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着手，看攻略、订机票，意料之
中的顺利。
“带家人出来体验下不一样的风情，感觉非常新鲜，
明年春节我们还要出来过年。”
借着春节假日，市民华先生带着父母到西安自驾旅游。
“一直想带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利用春
节的时机，带他们出来走走，感受不一样的春节气氛，只要一
家人在一起，到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看到父母脸上满意的
笑容，华先生觉得这次的选择非常值得。
记者从国家旅游局 2019 年春节假日旅游指南上获悉，
2019 年春节假日期间，全国假日国内旅游市场达 5 亿人次，游
客选择排名前十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三亚、哈尔滨、杭
州、厦门、张家界、上海、昆明、成都和重庆。
看场电影给自己放个假
这个春节，聚到一起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少，结伴看电影的
越来越多。2 月 5 日下午，万达影城、耀莱影城、奥斯卡影城等
各大影院人满为患，记者来到青剧影院，这里早已人头攒动，
在自动取票机前，前来取票的观众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流浪
地球》
《疯狂外星人》
《飞驰人生》等贺岁影片火爆上映，和小伙
伴们利用春节假期观看贺岁片，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太火爆了，
几乎每一场电影都是爆满，
迟一点只能买到观影
效果不佳的位置。
”
记者从市区几家影院了解到，
从大年初一开
始，
影院几乎每天爆满，
部分市民到电影院现场买票时发现，
不论
是团购APP还是购票口，
临近时间段的电影票几乎全部售罄。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2018 年全
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83.4%，饮用水水
源水质优良率 100%，湟水流域（西宁
段）水质为近年最好水质……记者从
市环保局获悉，去年以来，我市全力以
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市环境质
量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环保获得
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先后对全
市 222 家建筑工地、38 家拆迁工地、27
家商砼企业采取定期、不定期巡查检
查，确保“十个百分之百”治理标准有
效落实。强化“八小时之外”检查力
度，检查工地 5000 余处，发现问题 440
处，现场整改 330 处，停工整改 23 家。
查 处 违 规 工 地 48 家 ，违 规 运 输 车 辆
169 台（次）。对 3 个地区和 4 个单位、6

家企业进行约谈。实施 10 个企业大气
污染治理项目及钢铁、水泥等重点行
业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淘
汰老旧车 1820 辆，新增 10 个主要路口
冒黑烟车辆抓拍遥感识别系统。抽调
市级单位 70 多人组建 8 个专项工作
组，开展为期 60 天的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强化督查专项行动。
【积极推进河湖清建设行动】在湟
水干流入市区上游的湟中多巴片区、
西钢桥上游城北片区、北川河支流等
确定 6 个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督促
完成市第六污水处理厂、4 个工业园区
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以及提标改造、
中水回用工程等，建成湟源县污水处
理厂原位提标改造新技术示范工程。
开展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排查整治，

对 26 处轻度黑臭水体采取“截、整、维”
等措施进行分类治理，建成区黑臭水
体全面消除。实施农村重点城镇分布
式污水处理试点，进一步提高和改善
湟水河水质。强化饮用水水源地问题
整改，经过不懈努力，饮用水水源水质
优良率 100%，一般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 90%，8 个国省控断面 I 至Ⅲ类优良
水质比例达到 87.5%，湟水流域（西宁
段）水质为近年最好水质。
【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对全市
116 个村庄配发垃圾桶 1575 个、摆臂
式垃圾斗 499 个、保洁工具 580 套、摆
臂式垃圾车 15 辆、四轮自卸车 116 辆、
公共卫生厕所 125 座。积极开展环保
进农村宣传活动，提高农村群众的环
保意识。

警车开道 90 公里护送中毒男童
本报讯（记者 施翔）2 月 9 日，一男
童因中毒由玉树州治多县送往玉树州
医院，途中遭遇冰雪路面，生命危在旦
夕。当地交警、路政等部门协力开辟
安全护送通道，及时将男童送往医院
救治，目前，该男童已经脱离生命危
险。这是记者 2 月 10 日从省公安厅宣
传处获悉的消息。

据 了 解 ，2 月 9 日 16 时 许 ，玉 树
州一名 5 岁男童一氧化碳中毒，需紧
急送往医院救治。在海拔 4797 米哈
秀山垭口，车辆因强降雪积冰被困，
当 地 交 警 迅 速 开 道 送 医 ，沿 路 设 置
警力保障，送医路程约 90 公里，多处
路段积雪 10 多厘米，车队约 40 分钟
到达医院，男童被送进急诊室抢救，

目 前 已 脱 离 生 命 危 险 ，尚 住 院 观 察
治疗。
据警方介绍，2 月 8 日，该男童与
母亲在家中中毒，其母亲在送往医院
途中已无生命体征，男童送达医院后，
经初步会诊，确定为煤气中毒，目前，
已脱离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联系孩子
的父亲和其他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