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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晚报微信公号上周微评
南绕城高速 24 日零点通车
【新闻回顾】11 处互通立交、6 座隧道、
52 座桥梁，连接机场和海东、穿越多个园
区，将西宁环绕其中，形成内成网外成环交
通格局，历时 4 年 7 个月建设、备受社会各界
关注的西宁南绕城高速公路于 12 月 24 日零
点通车了。这条省内首条双向六车道的建
成通车，将从根本上提升青海东进西出的
交通运输保障能力，极大缓解西宁市区交
通拥堵现象，实现各区之间交通物流和客
货交通便捷转换，对促进西宁及我省东部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微友评论】
青河：终于等到南绕城高速通车了，给
政府和参与施工的单位说声谢谢。这次(西
宁晚报)关于通车的线路，收费站点报道非
常细致，
图文并茂。点赞一个。
丁丁妈佛滋阿搭：
痛则不通，
通则不痛；
城市发展，
交通先行；
政府给力，
百姓甚幸。
九报：这个消息我已经听了 9 次了，但
确认后还是那样兴奋！周末必须带我家 9 口
人转 9 趟，一定要充分享受政府的好心。
昆仑三江源：期待已久的一项畅通工
程终于实现了,政府的惠民政策得以体现。
为西宁市不断发展的城市建设感到高兴。
忍者：这条消息好，政府的举措越人性
化，方便了有车的群众，也方便了市民的出
行。
茶蘼_Daissmention：太好了，惠民政
府，老百姓真正福利，大家可以节约钱了。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启动
【新闻回顾】12 月 22 日，全省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安排启动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工作。副省长程丽华出席会议
并讲话。
【微友评论】
昆仑三江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标志着养老金“双轨制”的破冰，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和企业职工一样缴纳
养老金。曾经被许多人羡慕的“铁饭碗”被
打破，与我们企业人员终于并轨,让社会分
配更加公平,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决
心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绿色阳光：感谢党中央一碗水端平的
好政策，希望这样的好事每年都有，惠民政
策连年不断。
热火之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现社
会公平。
雪粒子：碗破了，保险箱没了，财政饭
吃不了了，一碗水也就端平了！

我市中小学放寒假时间确定
【新闻回顾】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2016
年我市中小学放寒假时间已经确定，其中
小学放假时间为：2016 年 1 月 13 日—2 月 29
日；中学放假时间为：2016 年 1 月 20 日—2
月 29 日。孩子该如何度过这个寒假呢？家
长们请看过来，本报推出学生假期详细攻
略，让您和孩子一起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
寒假。
【微友评论】
九报：我可怜的孙子可以睡到 10 点了。
黑子：快放假吧，家长轻松些，交通也
畅通了。
热火之都：孩子放假了，家长的心却不
能放下：首先是孩子的安全要放在心上；其
次是孩子的学习也不能放松。愿孩子们有
一个快乐的假期。
李佳静：放假真好！带孩子出去玩玩，
不要错过孩子的童年啊！
探路者…：孩子放假了，大人的责任随
之 来 了 ，报 补 习 班 呢 ？还 是 在 家 待 着“ 安
全”
？有同感的家长举手。

轿车撞上高速隔离带酿悲剧
【新闻回顾】12 月 20 日下午，宁大高速

15KM+108M 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西宁牌照的轿车撞上高速公路中央隔离
带，事故导致车上驾驶员死亡，1 名乘客受
伤。
【微友评论】
昆仑三江源：事故猛于虎,安全记心中！
面对生命，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杜绝任何侥
幸。平安是福、是财富，拥有了平安就拥有
了一切！
吴明：聪明的人，会吸取别人血的教
训，
愚蠢的人，
以自己的血来教训别人！
苦咖啡：天冷了路上有时会结冰，开车
的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车速不要太快
了，
珍爱自己的生命。
你若安好，我便是晴天：情景看着如此
心酸，太可怕了，我都不敢开车了，不管有
多忙都要开慢点，宁愿让三分也不愿抢一
秒！
飘落的叶子：拥有平安就拥有幸福，开
什么样的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平安回
家就好！愿每一位司机师傅为了爱你的人
和你爱的人:请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高原之兰：当你驾车行驶在路上时，一
定想想自己的家人，他们在盼望你平安回
家，因此，一定要谨慎驾驶，不要让悲剧再
次发生！

降低居民天然气集中供暖价
格听证会将召开
【新闻回顾】为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民
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根据《价格法》、国
家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有关
规定，经请示市政府同意，西宁市发改委决
定召开“西宁市降低城市居民天然气集中
供暖价格听证会”。
【微友评论】
昆仑三江源：非居民用气价格都已做
了下调,对于居民用气价格的调整是广大市
民期盼已久的好措施,让我们广大市民在这
个冬天感觉更加温暖,也让政府关注民生的
精神更好地落实到位！
平安：值得点赞，降低居民燃气费，减
小居民家庭负担，这是政府惠民利民的又
一举措，大得人心！
伊青：为“降价听证会”
点一百个赞！

看保费咋算：
看保费咋算
：青海实施新车险
【新闻回顾】12 月 26 日零时起，新商业
车险条款费率正式在我省启用。自此，市
民投保车险，将按照新的条款和费率执行，
新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改革前后有何区别？
改革后对车主有何影响？省保监局财产保
险监管处处长董丽娟为市民做出了详细解
读。
【微友评论】
昆仑三江源：车险费率的“奖优罚劣”
作用，将促使驾驶人员提高安全驾驶意识，
降低出险频率，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从而
使出行更加安全,也让守规矩的驾驶人员有
所回报,让不守规矩的人得到惩罚！
瓅瓅：这样执行有奖有罚，将可让一些
不文明驾驶、乱停乱放、违章现象较多的司
机改改恶习，
人人做到文明驾驶。
一路有你：这个办法不错，可以约束驾
驶员少一些违章行为，从而可以使驾驶员
安全、文明驾驶。
高原：车险改革，区别对待，有奖有罚，
鼓励安全，
合情合理。
孤独剑：这项改革！对于乱停车！不遵
守交规的司机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热火之都：这就是告诉有车一族，要想
降低保费必须安全驾驶。

六旬老人超市内晕倒后身亡
【新闻回顾】12 月 21 日 15 时左右，我市
大十字百货商店大众店二楼食品部里，一
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突然晕倒在地，虽然现
场超市工作人员和随后赶到的 120 救护人
员对老人进行了抢救，但不幸的是老人在
晕倒约 50 分钟后身亡。
【微友评论】
祝好人一生平安：人老了、岁数大了出
门一定要注意（包括我的父母亲）；希望有

父母亲的一定放下眼前不管多忙的活儿，
每时每刻想着回家看看父母是否安康。
黑子：上了岁数的人出门要多加注意，
身体不好的老人随身带药、带个人信息证
件，
这位老人太不幸了。
太阳雨：我认为大百超市做到了以人
为本！为他们点赞！为好心人点赞，拒绝冷
漠！老人出门建议一定带手机，第一时间联
系到家人，了解病情也好对急救进行辅助！
生命脆弱！
珍惜身边人！
李佳静：照顾好老人，出门最好有人陪
同！很多年以前姥爷也是在外突发疾病被
路人送进医院的！
世上还是好人多！

花儿一样的饺子你见过吗？
花儿一样的饺子你见过吗
？
【新闻回顾】冬至这一天，青海地区不
少家庭都有吃饺子的习惯，一些心灵手巧
的妇女更喜欢将饺子吃出“花样儿”来，她
们将煮好的水饺放入熬好的肉汤里做成烩
饺，使饺子的滋味更加鲜美，营养也更加丰
富。
【微友评论】
忍者：晚报话冬至美食，真好，给人们
聊了聊一些冬至的知识。
梦成真：古老的传统习俗体现出中国
民俗文化,应该传承和发扬,赞一个!
黑子：青海人包的饺子毛说头，好吃死
俩。
我就是我：我们这儿的饺子花样多，就
是好吃，
尤其娘做的饺子最好吃！

记忆中青海冬天的样子
【新闻回顾】小时候冬天是河水结冰的
样子，是和伙伴打雪仗的日子，是穿上妈妈
纳的棉鞋的样子……如今，走进“暖冬”时
代，除了干枯的树叶、寥寥几场雪，似乎找
不到以往冬天的那种兴奋和愉悦了。在你
的记忆中，
青海的冬天是个什么样子呢？
【微友评论】
等待：
回想起农村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
真让人无法忘怀！
这些图片就是我的生活！
丁丁妈佛滋阿搭：在牧区工作时，每逢
风雪天，用牛粪烧红半截烟筒，炖一大锅羊
肉，
持酒以待。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
爱的^ω^血历史：真的好怀念童年，虽
然很苦，但总是觉得快乐。那时候总喜欢拿
着洋芋去外面吃。
陈芝桂：写的真是切合实际，每一样都
是小时候亲身经历过的。
感触颇深！
一笑而过：既温暖又回味，留恋的童年
冬天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孩子根本
无法体会父辈们的冬天原来是这样过来
的。
平生真赏：记忆中的青海冬天树木很
少，无叶飘零。冬雪不多，但很寒冷。蓝天白
云，河道结冰。大衣皮袄，棉帽围巾。一到傍
晚，
街上无人。
不看不听不闻：小时候家里生炉子，随
便往烤箱扔个洋芋，一会儿就香飘满屋，可
惜，
再也回不去小时候了。
「疯」韩：堆雪人，打雪仗；滑雪板，雪地
抓麻雀；儿时一去不返；时间就像白驹过隙
一样，一眨眼工夫，两鬓变白，时间对你的
所需不能稍等片刻！

痛心：
痛心
：面包车翻下 400 米山沟
【新闻回顾】12 月 23 日 8 时，一辆行驶
在史高公路（县道，从乐都县城通往乐都区
北山地区和甘肃的公路）的面包车突然从
道路上翻滚而下，5 个小时后，乐都区交警
大队才接到群众报警，而后该大队 8 名民警
和协警员以及乐都区消防官兵立即赶往现
场救援，但遗憾的是驾驶员和一名乘客均
不幸身亡。
【微友评论】
九报：人生有那么多的意外，那么多的
悲惨，那么多的残酷，好好生活工作，热爱
每一天吧。
杯中水：雪不留情，人留情，在朋友消
防护卫的帮助下，让他俩人在天堂里安全
驾驶，祝两个人一路走好。也提醒大家雪
天、夜晚注意安全驾驶，山大人小，车不贵

人可无价。
祝所有驾车的朋友安全行驶。
雪峰之松：只有感到惋惜了，再一次向
广大司机朋友敲响警钟！为我们可爱的消
防战士敬礼！
李善新：天气冷了，冰雪路面行走的几
率越来越多，亲爱的驾驶员朋友，请您多一
份细心，多一份眼神，实在走不了的路请您
等一等再走，慢慢走多废了点时间，但多了
一份安全，雪天路滑，熟悉路况再走，祝各
位司机一路平安！
「疯」韩：向冰天雪地抢救伤员的消防
官兵致敬！
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大货车压扁小轿车 4 人遇难
【新闻回顾】12 月 24 日 19 时 30 分左右，
我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境内的格茫公路（省道
303 线格尔木至茫崖行委）发生了一起严重
交通事故，
事故中一辆重型货车将一辆轿车
压扁，
事故发生后货车内的司机花了 30 分钟
时间才从驾驶室爬出来拨打电话报警。接
到报警后，
格尔木市交警支队立即安排 11 名
民警和协警员赶到现场，
遗憾的是这次交通
事故导致小轿车内4人全部遇难。
【微友评论】
等待：快过年了，请文明驾驶，不要超
速，不要疲劳驾驶，为自己的家人孩子想
想，
祝愿司机师傅们平平安安。
福哥：看到这个惨状，真心祝愿开车的
司机一路一定要小心，遵守交通规则，生命
只有一次，
真爱生命！
青韵【韵儿】：又一次血的教训。不要超
速，不要酒驾，不要超载，还要注意对车的
保养，慢慢开车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死了啥
都没了，
生命无价！

废都冷湖：
废都冷湖
：死者的墓碑都朝向东方
死者的墓碑都朝向东方！
！
【新闻回顾】最早登陆月球的是美国
人？柴达木石油人笑了。——他们 1954 年
来到冷湖，这里跟月球地表一样一样的。
在这个地球上跟月球一样的地方，在这个
干部和工人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女人和男
人一样的地方，他们在地下找出了石油，他
们在戈壁建立了城镇，他们在这里安营扎
寨，在这里生儿育女，他们在这里活着，他
们在这里死去……
【微友评论】
狼毒花：这是一篇非常值得阅读与回
忆的历史，甚至可以列入学习教材，一起缅
怀过去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前辈。
九报：我去过，冷湖真是个神奇的地
方，
必须读，
必须去！
土坷垃：那是一个热情似火、人定胜天
的年代。
墓碑向东……泪涌。
我就是我：向青海为石油作出贡献的
英雄们致敬！
如歌：作为 90 后，如果不看这篇报道根
本不知道，我们青海还有这样有故事的地
方，
长知识了。
狼：好想去感受，人的力量大，但大自
然决定了一切，荒凉之美如一个人的孤独。
A 小文哥：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耳旁
就听到了无数次的“冷湖”。因为在冷湖有
我的伯伯！每次他休假回来时，给我讲那些
油田里的事儿时，感觉特新奇，很好玩！这
几年，开始跑旅游，每每到冷湖，心里很难
受！冷湖已没有伯伯说的兴盛，而伯伯也因
癌症去世！
热火之都：向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流血
流汗的柴达木石油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