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广告热线

编报室主办

8244111

8248965

责编 / 荣丽君 版面 / 雨桐 校对 / 祝迎

微评

A 05
2017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一

西宁晚报微信公号上周评论
大家积极提供线索，
严惩打劝导员的凶手。
越哥：知错就改，希望本人见报后赶快投
案自首。
【新闻回顾】环境卫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
桃之夭夭：这个人真让人生气，大家转起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窗口， 来，文明城市是大家维护的结果，绝不能让这
是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幸福西宁的重 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要让文明失范的人受到
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市广大环卫职工，辛勤 处罚，让文明成为习惯！
付出、甘于奉献，为城市市容环境、清洁文明做
美人鱼：这个人太可恶了，呼吁广大市民
出了积极贡献。
朋友积极提供线索，
依法惩处涉事人员。
【微友评论】
狠德男：太气人了！大家都为创建文明城
荣宏：为这个城市创造奇迹的环卫工人， 市而努力！付出了多少辛苦、多少精力、多少
是清除城市脏乱差的美容师，他们起早贪黑， 物力、多少财力！这人真可恨！
不顾严寒，不怕酷暑，无论天气怎样突变、如何
忍者：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过马路是社会
恶劣，他们始终坚守工作一线，给他们提高待 共识，出现如此不和谐的音符，要接受道德谴
遇，提升工资，增添补贴，有利于调动他们的工 责和相应的处罚，还社会一个公道。
作积极性。为政府点赞！
赵瑛：众目睽睽之下在市中心闹市口为非
夜空繁星：政府对他们的认可也是对劳动 作歹，行凶伤人，人肉搜索，查出元凶！
人民的认可，环卫工人确实辛苦！应有所得。
黑子：文明劝导反遭殴打，如此素质令人
诚心向前：这是政府的关怀，是环卫工人 不齿，捉住了严惩！
的福音，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美化了这座古城，
答应我，
答应我
，千万别来青海上大学
千万别来青海上大学，
，
我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
希望政府给予更多关怀，更大福利待遇！
枫叶：严寒酷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留下
【新闻回顾】每年夏天，都是非常紧张而
了他们的身影，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给政府 重要的季节，因为，又有一大批小伙伴，要考大
赞，能够想到这些最底层的低收入劳动者。
学，填报志愿你们该咋填咋填，小编只想告诉
夏天的浪花：亲爱的城市美容师，你们辛 大家，千万别来青海读大学！
苦啦！ 给你们涨点工资，我们也高兴。
【微友评论】
龙龙：关注环卫工人的生活，提高环卫工
荣宏：青海各所大学，是莘莘学子们的梦
人的待遇，会使他们更加热爱本职工作，热爱 想天堂，这里气候令人心醉，鸟语花香，蓝天白
这座城市。
云，读大学心安理得，闲暇时间逛美景，三五成
天堂鸟：体贴！关怀！暖心！实情，实景， 群吃烧烤，
美好生活美绝了！
实境！辛苦了，勤劳的环卫工人，
向您致敬！
姗姗宝贝：快来吧，西宁的美景美食让你
飘落的叶子：最累的职业，最美的城市美 根本不想离开，
来青海吧，
不会让你失望。
容师，她（他）们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的确是
蝈蝈姥：
美丽的青海，
青青的山，
蓝蓝的天空，
好消息！赞一个。
白白的云朵儿青海湖畔鸟语花香，
诱惑的美食让
善若水：
社会的良性运转，
离不开对劳动者 人流连忘返，
优美的环境干净整洁的街道……学
的尊重和给予。
累并快乐着！
希望在，
梦就在。
子们快来青海上大学吧，
青海人民热情欢迎你！
无知：城市美容师，环境维护工，有了他们
忍者：青海的大学环境美，设备齐全。青
的辛勤汗水，才换来整洁靓丽的夏都。应该涨 海的美景美食够你忙的了，你会乐不思家，不
薪，赞一个。
过，
青海的交通发达，
分分钟钟让你买票回家。
阿司匹林：宁可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环
紫涵：来青海吧，这里美得让你不忍离去，
卫工人是最可爱的人。
宜人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总之你会很快
海浪：为环卫工人涨工资是必须的，他们 爱上这里的。
是默默付出最辛苦的人，感谢你们的付出才有
高原之兰：美丽的风景，便利的交通，环境
了我们干净美丽的城市。
优美的大学，看着直流口水的美食，作为一名
领跑：环卫工人用自己的脏累换来了我们 青海人我自豪！大美青海我爱你！还等什么
城市的洁净，应该这样！
快来青海。
海燕：千万别来青海，因为时间久了，你
西宁这种独有的美你见过吗？
西宁这种独有的美你见过吗
？最喜欢哪里
最喜欢哪里？
？
就会爱上杂碎、抓面、烤羊肉，你会改说一口流
【新闻回顾】珍惜绿色、对绿色家园的热 利的青海话，你会爱上这里的人，你会慢慢离
爱之情，已经融入每一位西宁人的骨髓里！拿 不开她，不信你来挑战！
起手机，为街头赏心悦目的“袖珍版”公园美
大通两名14
大通两名
14岁女生离家未归
岁女生离家未归，
，
家人急死了……
景、精细盆景投上您宝贵一票。
【微友评论】
【新闻回顾】大通县 14 岁女生娜娜，7 月 8
真水无香：处处花海处处美，年年发展年 日上午 11 点离后至今未归，与此同时，与娜娜
年新，文明西宁文明人，
人人参与人人建。
交好的珍珍也失去联系。两家人四处寻找无
翱翔：西宁越来越漂亮啦！建设美丽家园 果，
希望通过晚报尽快找到孩子。
离不开我们每一个市民的参与！让我们的家
【微友评论】
园更美好！更和谐！加油！
普天同庆：太任性了，现在的孩子给大人
王子公主：
西宁的绿化建设很好！
但大家一 一点忙都帮不了，尽给大人惹麻烦，真正不了
定要好好爱自己的家园！
西宁的哪里我都喜欢！ 解父母的寒苦，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禾子：绿色西宁舒适环境，美哉夏都西
星月相伴：现在的孩子怎么了，哎！这样
宁，我的家乡越来越美。
会让大人急疯的，没办法，希望两个孩子平安
墨夜：高原明珠，生态西宁！如今已是实 回来。
至名归！
文章：现在的孩子一点都不体谅父母的艰
恬淡岁月：西宁人追求绿色的脚步从未停 辛和感受。起码打个招呼也好，至少不让家人
止过，因为我们珍惜绿色，
渴望绿色。
提心吊胆。家才是你温馨的港湾，快回家吧！
星星点点：
西宁的美让人心醉，
各种花街打 别让期待你的家人失魂落魄，发疯似的满世界
造出不同的风格，
各种景观墙充满了童趣、
希望， 找你！你的存在才是父母的骄傲和自豪！
让我们领略了西宁的独特，
西宁的盎然绿意。
一揽芳华：为什么都是指责孩子的，万一
蝈蝈姥：西宁城区的每个景区都非常漂 孩子真的遇到什么危险呢，这种情况下不应该
亮，太美了太醉人了，真是美不胜收，绿色西宁 先是报警吗？不管怎么样希望孩子们都平安，
花的海洋，我衷心祝福我的西宁越来越好、越 能够平安回到家里。
来越美丽。
紫萱：孩子不论发生了什么，父母永远是
回家吧。
忍者：西宁各个休闲广场都很美，尤其中 爱你们的，
白天不懂夜的黑：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
心广场地处市中心，鲜花绿植布景的很好，是
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快回家吧，你们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家人盼你
平安归来，
父母亲依然爱你！
全城都在找你！
全城都在找你
！
这个西宁人赶快投案……
西宁周边花海的花全开了……
【新闻回顾】男子违反规则横穿马路，在
【新闻回顾】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
遭遇文明劝导员制止后，男子竟对文明劝导员
实施殴打，7 月 10 日，记者从城中公安分局获 夏天的脚步近了。西宁周边的花海已经含苞
悉，目前，城中公安分局人民街派出所已经介 待放，等待着您的到来。在青海最美的季节，
入此案调查，并敦促涉案当事人尽快到公安机 徜徉于花海之中是何等美妙。
【微友评论】
关投案，同时呼吁广大市民朋友积极提供线
西藏阿英：青海西宁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索，依法惩处涉事人员。
看到这么多年家乡的变化太高兴了。
【微友评论】
离梦想最近的地方：给西宁人抹黑，希望
老青稞王：
昔日的
“荒山野滩”
如今的美丽江
西宁全市环卫职工待遇再提升，
西宁全市环卫职工待遇再提升，
每人每月增加 400 元

山，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人民走向富足的象征！
刘海文：看了这么多花海我个人觉得还是
景阳最美啊，
有山，
有水，
也有孩子们玩耍的迷宫
乐园，
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是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蔷薇花开：好漂亮的花海，真的很迷人，美
丽的花海让人陶醉。
风儿 ：最美的季节，和最爱的人去看最美
的风景。
雲：想去看看鲁冰花和薰衣草！门源的万
亩花海几乎年年都去看，
真是百看不厌！
熊猫：大美青海，朴实善良智慧的青海人
真真打造出了鬼斧神工的美景，恰似搬来了上
天的七色版，
美不胜收！
金老太：美丽的风景。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曾经拥有，曾经奉献，就在这个神奇的土
地上，我们孕育了、培养了三个女儿，高山黄土
给予他们淳朴，三江源头赋予他们智慧，五湖
四海的建设者，教育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大环境的优良作风，她们理应德才兼备，为了
大美青海，
为了故乡，
奉献精神永驻！
望月怀远：青海的海，青海的天，青海的花
海真的名不虚传。美丽的青海，我的第二故
乡！好想你啊！
小草微笑：青海，我的故乡，二十年你的变
化太大了，
如果有时间我就回去看看。
沁水百合：
我们青海西宁的景色太美了，
哪
天约姐妹们浪个去，
把这些美丽景色全拍下来！
马亦瑶奶奶：在这些万紫千红的花海中，
门源的油菜花又香又美！
柏柏：互助县还有个葱花香花海，景色宜
人，
还有 300 年的古窑洞，
也很漂亮。
回忆：来吧，朋友，青海的海，青海的天，清
海的花海真的名不虚传，
来上百次从不厌烦。
夏都人：蓝天白云加花海，世界最美的风
景。为大美青海靓丽光彩而骄傲。
桃之夭夭：从单一的油菜花海到千姿百
态、五彩缤纷的高大上花儿在各地开放，青海
在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的路上践行习总书记的
叮咛。愿青海在各种花儿的装扮下越来越美。

来西宁就是一个星际城市啊，
期待得一塌糊涂。
看看西宁第几？
看看西宁第几
？
2017 中国最佳避暑城市榜单出炉
中国最佳避暑城市榜单出炉！
！
【新闻回顾】看来是时候，找块地避避暑
热了。恰好 2017 中国避暑旅游产业峰会，前
几天刚刚公布了“中国最佳避暑旅游城市”，以
及“中国最具潜力避暑旅游城市”、
“避暑旅游
城市观测点”
。
【微友评论】
新天：西宁就是一台自然空调城市，应该
排第一。
没有配乐：有夏都之称的西宁夏天真的
太舒服了，排第一也不为过。
桃之夭夭：办公室的同事老家有急事，他
哭哭啼啼不想走，因为这个季节，再没有比西
宁更爽的地方了！
黑子：不管避暑第几，反正入围最佳！朋
友们，西宁张开双臂迎接你！
海燕：我们西宁可是避暑的理想选择地，
夏天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在这里静静地享受夏
日清凉！
冰水：西宁两河水清清，西宁两山绿茵茵，
西宁头顶天蓝蓝，
西宁夏天真爽快。
投资 38 亿，
西宁昆仑西路将延伸至扎麻隆，
西宁昆仑西路将延伸至扎麻隆
，
宽达 60 米……

【新闻回顾】总投资 38 亿元的国道 109 线
昆仑西路改线段工程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该项目建成后使昆仑西路延伸至扎麻隆，成为
多巴新区东西向的主要大动脉，充分发挥国道
干线功能，加快拓展西宁城市发展空间，促进
中心城区与市区西部及多巴新区一体化发展。
【微友评论】
老顽童：为越来越好的西宁点赞，为建设
者的辛勤劳动点赞。
忍者：
西宁昆仑西路将延伸至扎麻隆，
宽达
60米，
促进了西宁和多巴新城更好的交流和发展。
黑子：交通带动经济大发展！
张传友：惊喜！一个又一个惊喜！西宁我
西宁要热到爆炸，
西宁要热到爆炸
，
然而更惊人的是……
为你点赞！为你骄傲！
He_hong：祝愿我们大多巴越来越好，西
【新闻回顾】亲爱的小伙伴们，
站稳了啊，
小
编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那就是本周，
西宁的气温 宁也越来越好！
夏都人：昆仑西路延伸又是西宁的一大惊
直达32℃，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击入夏！
喜，交通四通八达，出行方便快捷，使我们的生
【微友评论】
相依靠：来玉树，感受巴塘草原的清凉及 活越来越美好。
古镇：有路行天下，无路寸步难。多修一
温暑……
華仔：西宁明天开始入三伏天，真正的夏 里路，方便百方人，多修一条路，千万人之便。
荣宏：随着车辆快速增长，为满足车辆出
天已经来了，比内地城市还是凉爽，夏都西宁，
行的需求，政府拓宽、建设昆仑西路延伸至扎
欢迎大家都来我们夏都避暑。
喵小惠：还好我在青海那些年没经历过夏 麻隆这一路段，对缓解交通压力，改善拥堵交
通局面，促进多巴镇这个城市副中心城市的发
天，
直接入冬了。
领跑 ：谁说西宁只有冬季和大约在冬季 展，具有重要作用！
无知：条条大路都宽畅，绿树成荫花似锦，
两个季节！让你热得像火炉上的茶壶一样，即
不恋江南眷西宁。
使屁股烧得通红、却依然快乐地吐着鼻泡泡的 山清水秀称夏都，
季节来啦！
一封来自西宁的邀请函
真水无香：该热当热，才有夏天的味道，如
果三九不冷三伏不热，
恐怕不是好现象。
【新闻回顾】您好，我是西宁，感谢您打开
美人鱼：期盼已久的夏天终于来了，可以 这份来自夏都西宁的邀请函。相信这封信会
穿短袖短裤了，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了，可以约 让你爱上西宁。
上家人一起出去游玩了！
【微友评论】
盒子：青海是一个美丽神奇又神圣的地
明天，
明天
，
惊喜在等待每一位西宁人
方，蓝天白云，山清水秀，金灿灿的油菜花，各
【新闻回顾】明天，2017 中国生态环保大 种美食小吃，中国夏都西宁欢迎外地的朋友来
会暨西宁城市发展投资洽谈会将盛大开幕。 西宁做客。
2017 城洽会将如何展示幸福西宁绿色发展的
自由飞翔：大美青海，美丽西宁是一座避
新成就？
暑之城，你想度过愉快的假日，
快来西宁吧。
【微友评论】
平生真赏：西宁的建设者们努力奋斗吧，
一枝独秀：太震撼了，大美青海，大美湟 未来的西宁一定要比现在的图片，更加美好！
中，
我们多巴人有福了！
6*66888 ：壮哉，我大美青海！美哉，我家
古镇：一个伟大的规划，一曲向往的发展 乡西宁！赤日炎炎似火烧，还有比我西宁更凉
曲，一项雄起的奋斗目标，一个西宁人的梦终 爽的地儿吗？清凉世界，当属西宁！
归如实。为这一天市民们挺进吧！
！
静悄悄：西宁正像一位刚出嫁的新娘，漂
兰馨：看完之后有这么多的惊喜，好期待 亮而喜庆。她不再是“深闺无人识″，而是以
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越来越多的人认
大南川的变化。
兔子：我家就在南川，真的好期待哦！非 识她、了解她、走近她并舍不得离开她。
常感谢每一位为西宁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紫嫣兰花 ：西宁大南川可利用、可建性
大，
美丽南川如待嫁少女。
无知：离乡数月如隔年，家乡面貌又巨变，
条条道路花似锦，满目景色展眼前。又逢城洽
会、环湖赛，游客交织忘连返。衷心祝愿创城
成，
高原明珠更璀璨。
蝈蝈姥：从图像上看，西宁的各地区景象
就像是上海广州一样实话太美了，就是一个大
都市，我们在这期待着。
刘小民：
看这个效果图我就兴奋得不行，
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