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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晚报微信公号上周评论
大熊猫明天来西宁！
大熊猫明天来西宁
！
【新闻回顾】6 月 2 日，记者从西宁文旅公
司获悉，经过多次整改、提升后，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认可西宁野生动物园符合大熊
猫饲养全部条件，并计划 6 月 3 日运送大熊猫
“和兴”、
“双欣”，6 月 5 日运送大熊猫“奇果”、
“圆满”，市民翘首以盼的大熊猫终于要来了！
【微友评论】
清风：熊猫即将来西宁，喜讯迅速传古
城。男女老幼皆企盼，医食住行有保证。四只
动物来青海，点燃高原环保情。更有科普教育
馆，寓教于乐不虚行。
如意：期待大熊猫来西宁，欢迎！欢迎！在
家门口能看到大熊猫心情有点激动。为迎接
大熊猫的到来，工作人员们辛苦了！
辛苦了！
荣宏：大熊猫落户西宁，给人是一种享
受，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自豪。乐在其中的大
熊猫，牵动着市民的情感，小朋友因它而兴
奋，市民因它更激动，为给市民展示熊猫风采
的岗位职员喝彩！
瑞生：一年翘首市民盼，国宝即搬新家
园。西宁人民欢迎你，衣食住行均安全。四宝
住进熊猫馆，各项配套一应全。寓教于乐智能
化，全新方式可体验。
Meiliyushu：
评论真是笑翻人了。满满都
是团子粉丝对团子的爱呀！欢迎你们萌萌哒！
俊熙：终于来了，带孩子看大熊猫不用再
跑去成都了！来到了青藏高原，熊猫的白脸
会不会变成红脸蛋儿，会不会高反？拉面、尕
面片、杂碎、抓面能不能吃习惯，羊肉、焪洋
芋、洋芋酿皮、酸奶、甜醅、青稞酒，这些能不
能吃的惯，要不拉上了先浪山，适应个浪山宰
羊的乐趣！
！
瑾儿：好想和大熊猫拥抱一下。
桃之夭夭：有点小激动呢，
欢迎国宝。
果冻：
市民翘首以盼的大熊猫终于要来了，
终于可以在西宁看到可爱的熊猫了。可爱的大
熊猫
“和兴”
“双欣”
“奇果”
“圆满”
，
你期待不？
藏舞之韵：欢迎可爱的熊猫来西宁安家，
愿你们开心，快乐。
郭素维：西宁人幸福呗！国宝来安家了，
快去看看。
璇宝萌歪歪：
欢迎萌萌的国宝熊猫来到青
海西宁！这里也是你的家，
你会生活得很幸福！
穿靴子的猫：期待已久的大熊猫很快就
要和大家见面啦，心里好激动啊，想看大熊猫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了。
海珍珠：真的很不错啊，在西宁野生动物
园也可以看到国宝大熊猫了。
禾川小白：热烈欢迎国宝“熊猫”来西宁
安家！
仙鹤呐：终于可以看到大熊猫喽。
星星点点：国宝和我们近距离接触了，感
觉很新奇，按捺不住想看这四只熊猫住进西
宁熊猫馆的样子。
快看！
快看
！
青海最美公路建成
【新闻回顾】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最美的路上
有风景。5 月 31 日，
经过建设者 4 年奋战，
全长
50.79 公里的我省六盘山片区重点交通扶贫项
目——扎隆沟至碾伯镇公路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微友评论】
小雀斑：已经走过了，非常漂亮 ，能够看
得出在修路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持了森林的原
貌，给建设者们点赞。秋景也应该相当惊艳！
朱老三：青海最美公路只游览了一半，看
到一路的风光，我为家乡有这样一条公路而
感到自豪。
BBC：很 美 ！ 青 海 还 有 这 么 美 的 地 方
吗？这些地方应该是青海省环境最好的地方
之一吧！
飘落的叶子：一定要和最爱的人，去走一
趟最美的路……
万佳：青海有这样一条美景公路！将是一
个新的传奇！谢谢投资者和建设者们，
辛苦了。
承诺：已经走过了，美，很美，实话美，让
人流连忘返！
荣宏：扎碾公路建成，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边陲地区坚定扶持修路的决心。
这条公路借山
水相依、
地貌佳美、
果树成荫、
新农村建设脚步
再加快的东风，
演绎着各民族互相包容、
学习、
交往的社会新风尚，这将是一部一路风景、一
段讲不尽动人故事的优美通道！
行者无疆：前两天我已经路过了，穿行于
景区，我估计秋天就是童话世界了，美得不行
不行的。现在去，就像置身于天然氧吧，树木
郁郁葱葱，新绿尽绽；玫红色、白色的杜鹃花
悄然开放；马兰花迎风招展……

普洱：太神奇了！多么美丽的仙境公路！
罕见！
瑞生：扎碾公路已建成，最美路上有风
景。六纵六横四纵合，一程山水一程景。满目
青翠铺染层，高原山地渐递进。春夏秋冬景震
憾，
探得青海文俗情。
梅为百花魁：
壮美西部！
五味人生：这么美，车上装个摄像头，跑
一圈直接拍成大片。
清风：最美公路已建成，扎隆沟至乐都
通。翻山越谷盘旋路，穿洞过林锦绣程。四季
风光四季景，一程山水一程情。青山绿水人陶
醉，
停车坐爱观景亭。
浅秋梦怀：不论是乐都的仓家峡风景区
还是互助的北山风景区，都是大自然给大西
北最美的馈赠，欢迎大家来我们最美的公路
欣赏最美的风景。
黑子：名副其实的最美公路。
童心：这条公路的建成为西部脱贫致富
以及民族团结意义重大，找机会一定观赏一
下这条山清水秀的仙景大道。
果果：
很美，
路两边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佳静：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美的路上有
风景！
太美！
太美
！西宁又上央视了
西宁又上央视了！
！
【新闻回顾】6 月 3 日，央视新闻频道《新
闻直播间》栏目以“美丽中国 我的家”为题，
用 1 分 42 秒的篇幅报道了西宁市火烧沟城市
绿道生态环境的发展情况。火烧沟城市绿道
在保持西宁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遇水
搭桥，形成了独立、安全的绿道网络系统，同
时，城市绿道连接公园、风景名胜区、历史古
迹和城乡居住区等，与河道、湿地、广场、园林
融为一体，
465 公里的绿道串起城市
“绿芯”
。
【微友评论】
宝俊：我出生在青海柴达木，四岁时随父
母来到西宁，后父亲去青海贵德任职又在贵
德生活了三年，7 岁上小学时又回到西宁！25
岁时离开西宁，也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青海
人。这几年西宁的发展变化很大。一个绿水
青山、高原生态城市正在形成。我为家乡点
赞，
在西宁生活感觉很幸福。
冯廷文：树影婆娑众鸟鸣，湖光山色水连
天。碧波倒映高楼影，如诗如画如梦幻。栈
道亭榭水潺潺，心旷神怡游人醉。夏都景观
美名扬，央视直播火烧沟。
小样爱：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里是我
的第二故乡！大美青海欢迎您。
林夕：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清澈的水静静
流淌，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青海，蓝天白云空
气清澈，让人心旷神怡，心情舒畅，大美青海
欢迎你的到来。
岁月静好：家门口的风景带，带孩子不是
玩沙子就是看火烧沟的小鱼，
火烧沟的变化都
是有目共睹的，
真的很庆幸住在这么优美又干
净的地方，周围居民整体素质比较高，人与自
然、人与人都是一片和谐的景象，属于城市中
独一份安静所在，
让人向往不舍离开。
海那边的山：大美青海、魅力西宁，祝福
你我的家乡！
荣宏：惊艳西宁上央视的消息，人们奔走
相告，遍地飘香的花海，公园小瀑布、楼阁、小
木桥、游乐场，还有奇石假山、小溪流水等，尽
现市民眼前，一幅幅美画，诠释了西宁已在众
人的关注下，
变得格外气派！
紫涵：火烧沟一个华丽的转身，现在成了
大家瞩目的景区，很自豪能上央视。
飞雪云殇：
镜头下的火烧沟美丽动人，
城市
绿道连接公园、
风景名胜区、
历史古迹和城乡居
住区等，
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火烧沟，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清风：夏都环境大改观，垃圾沟成美丽
园。鸟语花香芳草地，湖光山色岸芷兰。三
川六岸游人嬉，一年四季景斑斓。条条绿道
连民意，幸福西宁美名传。
海燕：西宁现在发展越来越快了，生活在
这里真是幸福满满。
温暖：火烧沟，这座西宁昔日的垃圾荒
山，逐步变成了绿树成荫。春有花、夏有游、秋
有果、冬有玩的绿色自然旅游风景区。
瑞生：火烧沟上直播间，央视新闻特宣
传。昔日荒山建绿道，一改旧貌换新颜。穷山
僻壤建公园，环境优美市民赞。打造绿色样扳
城，
文明幸福齐发展。
星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美青海
欢迎您！
九月菊：我爱我的家乡，我为我的家乡点

赞，
大美青海、
大美西宁我爱你。
Leah：西 宁 越 来 越 美 ，幸 福 感 油 然 而
生。
Dwyane ：越来越好！异地读书的我们，
每一次回来都有很大的变化，
大美青海真好！
枯燥：为大美青海疯狂打 call。
瑛子：真不是说的，夏天的西宁干净、绿
意盎然……
中央扫黑除恶第 18 督导组督导青海省
工作动员会在西宁召开
【新闻回顾】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
院决策部署精神，
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近
日进驻青海省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作。6 月 1
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督导青海省工作
动员会在西宁召开，
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
组长吴新雄、
副组长杜万华就做好督导工作分
别作了讲话，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
军作了动员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刘宁主持。
【微友评论】
空：扫黑除恶，人人有责，希望大家都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将扫黑除恶坚持到底。
空瓶子：积极行动起来，坚决与“黑恶势
力”
作斗争！
美人鱼：安全稳定、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我们要以更高的政治
自觉、更强的责任担当、更实的工作举措，坚
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以优
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紫涵：扫黑除恶，扫除的是黑恶势力，营
造的是社会风尚，净化的是政治生态，赢得的
是党心民心，夯实的是执政根基，我们誓将扫
黑除恶进行到底。
穿靴子的猫：全民动员，打赢一场扫黑除
恶的人民战争。
忍耐：赞成政府的决定，应该加大力度管
一管了，
扫黑除恶大快人心 。
桃之夭夭：
支持政府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高原雄鹰：
有黑扫黑，
有恶除恶，
无恶治乱。
Lylee：
扫黑除恶利在当下，
功在千秋！
安乐果：
乘督导之势、
立扫黑之威、
扬除恶之
剑，
以最坚决的态度、
最有力的举措、
最严明的纪
律、
最扎实的作风，
夺取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
二郎神：
有黑除黑，有恶除恶！
刚刚发布！
刚刚发布
！今年环湖赛有大变化
今年环湖赛有大变化！
！
【新闻回顾】6 月 4 日，第十八届环青海湖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记
者了解到，
本届赛事将于 7 月 14 至 7 月 29 日在
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举行，届时将有 22 支车
队参赛，
本届赛事在赛事规则和赛段路线方面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届赛事开幕仪式在海
东河湟新区举行，
闭幕式在银川市举行。
【微友评论】
Quake：2016/2017 年有幸参与环湖赛的
赛事组工作，体验大美青海，绚丽甘肃，和谐
宁夏。前后一个月从筹备到开始比赛，最辛
苦的莫过于幕后的我们，但再辛苦也没有运
动健儿辛苦，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环湖
赛为世界展现了我们美丽的大西北。
徐峰：环湖赛十八年来为青海人民带来
了巨大财富，成为名扬世界宣传青海的金名
片，是青海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友谊桥梁，是
青海人的盛大节日，青海各族人民热忱欢迎
世界五大洲的朋友们，预祝第十八届环青海
湖国际自行车赛圆满成功！
荣宏：全球瞩目的环湖赛，让西北青海、
甘肃、宁夏三省区，都能亲自尝试、观赏到骑
车的乐趣，它不仅能锤炼意志、锻炼体魄，还
可增进友谊，
并折射出骑车低碳环保的优势！
佳静：环湖赛让青海走向世界，让世界了
解青海！
！
星月标识：
感谢初创者，
吃水不忘挖井人。
坚强：
环湖赛己经成为青海的城市名片了。
安乐果：青海省体育局把第十八届环湖
赛办成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打造成促进
国内外全方位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老实胡：预祝天佑德杯 2019 第十八届环
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成功！
荷苞牡丹情结：70 大庆举国欢，高原环湖
赛盛节。高原人民盛夏的节日来了。体育健儿
们加油！
东方梅竹：大美青海，美丽西宁！欢迎国
内外运动员涌跃参赛！顺路欣赏大美青海美
丽风光。
郭素维：
环湖赛一路景色宜人！
桃之夭夭：环湖赛都 18 岁了，峥嵘岁月
稠，
风华正茂，
继续大放异彩！
忍者：环湖赛由青海省主办，是青海走向

世界的体育赛事。
Mr.Star：环湖赛，顾名思义就是环绕青
海湖（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而开展的体育
运动赛事。希望赛事能够成功举办，抓住重
点、
抓住机遇，
一届比一届好！
沐阳：环湖赛，高反与耐力的挑战，是速
度与激情的喷射！
西宁首批爱老幸福食堂开始运营了，
西宁首批爱老幸福食堂开始运营了
，看
看都在哪？
看都在哪
？
【新闻回顾】6 月 6 日，我市首批爱老幸福
食堂在城西区正式运营，开始为西宁老年人
提供配餐助餐送餐服务了，新开张的爱老幸
福食堂到底怎么样呢？
【微友评论】
万能钥匙：首先我在山东为青海省西宁
市的有关领导们点赞。感谢领导们为西宁市
的孤寡老人们着想，解决了一些老人生活中
的吃饭问题。为老百姓着想的领导才是真正
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我在山东为你们点赞！
天天奶奶：
首批幸福食堂开始运营了，
老人
们各个喜笑颜开，
真正开始了老有所养、
老有所
依的幸福生活。今后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了，
儿女们也安心了。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实现
了，
这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泉水无声：老龄化社会，政府出手解决老
年人民生问题，说明我们人民福利越来越好，
老年人老有所依，祝愿幸福食堂越办越好，越
来越多的社区都有爱老幸福食堂。
四月天：国家的进步惠及到老百姓尤其
是老年人，真心为党的政策感动，希望国家一
直这样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越有保障。
勇往直前：
好暖心啊！真的值得点赞。
白雪：这给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方便就餐
的地方，子女们也不用担心父母吃不上饭，给
老年人和子女们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支持。
室雅蘭香：感谢党和改府对老年人的关
怀和照顾！当今的老年人真幸福！
雪域之子：很好！为老人们办了个大好
事。已经办起来的贵在坚持，不断摸索、不断
总结、不断完善、不断推广经验，办一个成功
一个。
乐昆仑：人民报答社会、社会服务人民，
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艰苦的环境中
为祖国做贡献，现在大都就一个孩子，老人难
处很多。幸福食堂为老百姓办了件好事！下一
步政府部门把办好养老院，应该当一件大事
来抓，形式可以多样化，政府部门监督检查管
理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
向日葵：太好了，有这样的食堂是大多数
高龄老人的愿望，我希望每一个小区都有这
样的食堂。
湖：
想百姓所想，
为百姓解难，
为政府点赞。
道听途说：点赞，真正的惠民政策，希望
发扬扩大下去，惠及更多老人。
无云的天空：
西宁市政府为老人服务很到
位！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是如今社会很棘手的
问题！儿女工作忙没时间照顾老人，
政府这样
的暖心工程让在上班的儿女可以放心地工作！
为这个工程点赞！
Zhaohui：为民办实事，
真心点赞。
瑞生：幸福食堂已运营，西宁城西打头
阵。其他四区快效仿，惠及更多老年人。老
年社会爱老人，老有所依有责任。居家养老
新举措，
爱老幸福见西宁。
荣宏：老年幸福食堂，宽敞明亮的环境，
热气腾腾的饭菜，阳光般的温馨服务等，让老
年人有回到家的感觉，这些体贴入微的举措，
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工作平台，
让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撞 针 ：这 才 是 政 府 为 老 百 姓 办 的 大 实
事！为想着老百姓的政府点赞。
Jason wang：真好！希望一直办下去，
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