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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雨）5月15日，
记者从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格尔木市法院为一批失信被执行人
定制的彩铃上线，倒逼“老赖”及时
履行还债义务。其中一名“老赖”
收到这份意外“大礼”后，积极执行
案款41万元。

“格尔木市人民法院提醒您：您
所拨打的机主已被公布为失信被执
行人，请督促其尽快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接听正在进行
中。”格尔木市法院联合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分公司电信运营
商推出惩治失信被执行人的专属定
制——“失信彩铃”。只要有人拨打
失信被执行人的电信号码，就能听
见督促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履行义务
的铃声。

被执行人李某某长期拖欠货款

不还，执行局干警多次劝说其主动
履行还款义务，李某某均以无力偿
还来搪塞，不如期履行还款义务。
执行局干警依法对其定制了“失信
彩铃”，被执行人李某某如坐针毡，
请求执行局干警能否将“失信彩铃”
撤销，干警告知解除“失信彩铃”的
正确方式是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法院才会撤销彩铃。随
后，李某某积极筹备执行案款并于5
月8日履行完41万元货款，此案得
以执结，彩铃撤销后，李某某说道：

“终于摆脱了老赖的恶名了。”
通过对失信被执行人定制“失

信彩铃”，能让失信被执行人产生精
神压力，限制社会交往，从而迫使其
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同时，也起到了提示警醒群众、
倒逼社会诚信的作用。

本报讯 (记者 王琼)5月14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为进一步贯
彻《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生活
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
料安置工作的意
见》精神，日前，
省民政厅与公安
厅商定，依托公安部门新开发的全
国和全省人像比对系统，对寻亲不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免费新增人像
比对查询服务，发挥人脸识别系统
等高科技手段在救助寻亲服务中
的作用，提高寻亲成功率。

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

临时救助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民生兜底的重要
一环。多年来，青海省各级民政、
公安部门高度重视，密切合作，认

真开展流浪乞讨滞留受助人员寻
亲返乡工作，积极探索和不断改
进寻亲手段。一是依托全国救助
管理信息系统及全国救助寻亲网、
公安机关走失人口库和人口信息
管理系统进行快速比对查询；二是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微信、全国

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
网等发布寻亲公告进行查询；三是
通过公安机关免费采集DNA数据
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查

询。此次商定
添加的全国和
全省人像比对

系统，将使越来越多的流浪乞讨人
员成功寻亲返家。

目前，各级救助管理部门和
公安治安警察部门已开始对滞留
我省各级救助管理站内寻亲不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开展人脸识别信
息采集。

高位截瘫青年7年写两部小说
本报讯（记者 芳旭 通讯员 张

青银）近日，兴海县河卡镇吾托盆地
迎来了一对小客人——棕背黑头
鸫，它们时而在树枝上鸣唱、时而在
灌木间觅食、时而在草地上散步、时
而在低空中飞翔，给驻扎在国家电
投集团黄河公司工程建设公司员工
带来了惊喜和乐趣。

在建设工地上班，生活原本枯
燥无味，但近几年来，在这里安家落
户的鸟儿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国家
珍稀鸟类。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赭红
尾鸲、灰斑鸠、大杜鹃、蒙古沙雀、云
雀、大斑啄木鸟、白鹡鸰、金翅雀等
稀有鸟类在树丛间嬉戏，看到喜鹊、
赤麻鸭、斑头雁在空中飞翔的身影。

公司员工丁海生喜欢摄影，被
人称为“丁大师”。风景如画的生活
区，给“丁大师”提供了拍不尽的素
材，“满眼望去，全都是景儿”。这些
景儿，这些鸟儿，是黄河公司工程建
设分公司把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落在
实处的最好见证，也是员工们自觉
遵守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爱鸟护
鱼自觉行动的最好展示。

采取绿化，定时洒水用来防尘；
为强噪声源加装隔声罩、在外围种
植降噪防尘林带用来降噪；发电厂
房采用清水混凝土免装修工艺；在

坝头土质边坡喷播和种植灌木；对
工程开挖、填筑以及弃渣边坡进行
专项设计，防治水土流失；修建鱼类
繁殖增殖放流站，保护流域河段珍
稀鱼种……

一项项具体措施，彰显的是既
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坚定
信念。

生态环境好了，珍稀动物不请
自来。

千只海鸥、鸬鹚、赤马鸭等鸟类
聚集在龙羊峡水电站，一会儿盘旋
高空、一会儿在水中觅食，鸟叫声、
水响声交融在一起，在高山峡谷间
形成一道靓丽景观。

李家峡水电站库区与坎布拉国
家森林公园，丹霞地貌相得益彰，组
成了人工与天然各具特色的生态景
观体系。在水电站下游河道，每天
都有海鸥盘旋，觅食。

“花园式电站”——公伯峡水电
站，不仅囊括了水电建设的所有大
奖，更是被树为全国水电系统安全
文明施工的样板工程，处处可见绿
树碧草，鸟语花香……类似的场景
在黄河公司的水电站中随处可见，
一湖碧水映照蓝天白云，林木花草
葱绿，鸟鸣林荫，与大坝相映衬，形
成了一幅美妙和谐的自然画卷。

生态环境好了 珍稀动物不请自来

人脸识别系统助流浪乞讨者寻亲

高位截瘫的残疾青年都海成来自我市湟中县共和镇河湾村，七年来,他凭着坚强的毅力，怀揣
文学梦想,用萎缩的双手夹着一个铅笔敲打键盘，写出了一本63万字的长篇小说《追梦》和60多万
字的小说《醒》,其中长篇小说《追梦》已出版发行,另一部小说预计今年年底出版。

一场意外致少年高位
截瘫

都海成,湟中县共和镇河湾
村人,1999 年,19 岁的他还在憧
憬美好人生的时候,却因为一场
意外,让所有的青春梦想都在一
刹那间破碎了。在西宁市南山
公园人工湖里,他不幸溺水,由
于同行的小伙伴缺乏急救经验,
在施救的过程中,造成他脊椎骨
折。后来,由于身体一直没有知
觉,都海成才从主治医生的口中
得知,他这种情况属于高位截
瘫,一辈子都只能在床上度过
了。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都海
成崩溃了,他开始消沉,开始自
暴自弃。

在记者采访中，都海成说,
那一段日子,让他觉得天都塌
下来了,活下去都没有勇气了,
他想轻生,想快速结束自己的
生命。然而祸不单行,极度消
沉的都海成不幸又患上了精神
分裂症,好在家人的关怀和爱
让他放弃了轻生的想法,都海
成的妈妈对他说:“只要我和你
爸爸活着,你就活着。”对于这
句话,都海成至今记忆犹新，也
让他选择坚强面对生活。19
年来，他的家人一直照顾着他，
无怨无悔，成为他生命中又一
宝贵的财富。

不识字的妈妈却成就
他博览群书

都海成告诉记者,姑姑送给
他的第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正是因为这本书,点燃
了他内心活下去的火焰。在躺
在床上的日子里,他开始思索人
生,开始重塑梦想,他觉得不能
再浑浑噩噩生活了,每个人的生
命毕竟都只有一次,他想在有限
的生命里做一些不后悔的事
情。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去看
书,去汲取书籍中的营养。都
海成的妈妈不识字,但是为了
帮都海成顺利看书,她就拿着
书帮都海成翻页,一页一页地
翻,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
换左手,就这样,在她的帮助下,
都海成博览群书,并且从《悲惨
世界》和《巴黎圣母院》这些名
著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影子,这
一切促使他想走一条不一样的
人生之路,他想写一本书，想把
自己脑袋里的故事写出来。

七年写两部小说都海
成创造奇迹

他,高位截瘫患者,一根手
指都动不了,连笔都握不住 ,更
别说要写出几十万字的小说
了，然而他却创造出了奇迹。

都海成刚开始用嘴叼着笔
来写,可惜,成果并不理想,于是
他决定还是用手来写,用胳膊夹

着铅笔来写,用了将近三个月的
时间,开始控制住了笔,写出了
小说的大纲。但是用笔写书毕
竟太慢,于是家人挤出钱为他买
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因为
他的手指够不到全部按键,所以
他需要借助一支铅笔,因为铅笔
打滑敲字不容易,所以又在铅笔
的后端裹了一层塑胶防滑垫,都
海成开始了敲字的写作生涯。
他的左臂从头顶举到右侧，两
根手指夹着这支“特殊”铅笔，
艰难地在键盘上敲出一个个汉
字,从最初每天敲50个字，到后
期每天能敲出 1000 个字，就这
样，都海成用三年的时间，创作
出了最初 98 万字的长篇小说

《追梦》,又经过一年的删改,该
小说被压缩成63万字后正式出
版,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随着
小说的出版,高兴之余他似乎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开始写

自己的第二部小说《醒》，这一
写又是三年,目前,该部小说预
计将在今年年底出版。

想走文学路的残疾青年
成楷模

据了解,都海成克服身体
障碍，用铅笔在电脑键盘上敲
出长篇小说,自强不息的精神
让许多知道他故事的人都深受
鼓舞。他的读者从而遍布全国
各地,许多残疾人朋友也以他
作为榜样进行学习,团省委还
授予都海成“青海省向善向上
好青年”荣誉称号。大家提起
都海成,都被他创造的奇迹深
深折服。

都海成说:“没有梦想是可
悲的，像我这样躺在床上的人
没有梦想，就没有生活的意
义。”如今的他,依然在追逐梦想
的路上不停前进着。

本报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记者从
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获悉，为让市
民吃上“放心肉”，近日，市畜禽屠宰
专项整治行动督查小组对全市畜禽
屠宰行业清洁整顿专项行动开展督
导检查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查处
私屠滥宰违法行为两起，查扣牛肉
1823公斤。

据了解，针对目前手工屠宰场
(点)硬件设施简陋，设点过多、污染
严重、企业管理不达标等突出问题，
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深入推进畜禽
屠宰行业清理整顿行动。近日，在
市畜禽屠宰专项整治行动督查小组
对全市畜禽屠宰行业清洁整顿专项
行动开展的督导检查工作中，督查

组深入湟源县城关镇、明月乡、大华
镇，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堡镇、多巴
镇，大通县桥头镇、长宁镇进行督导
检查，共检查定点屠宰场7家、养殖
场23家、奶站5家。截至目前，全市
共查处私屠滥宰违法行为 2 起，查
扣牛肉1823公斤。申报检疫135批
次 1680 吨（约 2.8 万头）冷鲜猪肉，
查处未经备案准入企业进行我市销
售冷鲜肉3起，对300头18000公斤
冷鲜猪肉依法补检，并按相关规定
进行了处罚。

据悉，目前，我市畜禽屠宰行业
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开局良好，有效
打击了私屠乱宰违法行为，保障了
全市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记者5月
14日从湟源交警大队了解到，该大
队近日查获了一起酒后无证驾驶的
违法行为，驾驶人张先某因涉嫌无
证驾驶且酒驾被依法行政拘留。

记者了解到，4月12日，驾驶人
张先某驾驶青A44×××号小型轿
车行驶至县城二中路凯城佳苑入口
时，因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执勤

的湟源交警大队民警当场查获。大
队民警通过网上查询发现该机动车
驾驶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涉嫌
酒后驾驶，民警遂将该驾驶人带至
湟源县人民医院抽取 5ml 血液两
管，后经检测，从驾驶人张先某的血
液 中 检 测 出 乙 醇 ，含 量 为 68ml/
100ml。驾驶人张先某因涉嫌无证
驾驶且酒驾被依法行政拘留。

一男子酒后无证驾驶被拘留

我市查处私屠滥宰违法行为两起

“失信彩铃”专治老赖不还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