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晚报微信公号上周评论
今天起今天起，，青海要再创世界纪录了青海要再创世界纪录了！！

【新闻回顾】大新闻！！今天起，青海要再
创世界纪录了！到底怎么回事？6月20日零时
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
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所有用电均来自水、太阳
能以及风力发电产生的清洁能源，此举将继
去年的“绿电7日”之后再创世界纪录。

【微友评论】
荣宏：清洁能源彰显了青海自然资源的

丰厚一面，三江之水滚滚而来，它孕育了中华
民族新能量正在起航。我国历来就像爱护自
己眼睛一样，重视和关心生态环境，青海人民
也不负众望地时刻关心水资源，让清洁能源
更好地服务生活，服务人民，勤奋的工作者你
们辛苦啦！

一壶老酒：青海明天会更美好，为大美青
海点赞，青海加油。

Miss白的女婿：我给青海的清洁能源供
电能力点赞。

童心：青海地大物博，清洁能源资源雄
厚。我为青海富有资源而欢呼喝彩，为青海
的明天更加美丽富饶而歌唱。

才：第一时间祝贺青海再创辉煌！保护
好三江源头，是青海人民对中国乃至世界做
出的最大贡献，是对子孙后代最好的造福。

巴戎散仙：好，绿色能源，造福青海人民。
谁不知道啊：大写的赞与大写的服！
默默地祝福：彰显青海魅丽。
尹丽华：厉害了我的美丽的故乡……青海。

1111小时出血小时出血1000010000CCCC！！西宁女老师产后西宁女老师产后
大出血大出血，，全城献血救人全城献血救人

【新闻回顾】6月22日上午，一条消息短
时间内刷屏西宁人的朋友圈：我市某中学一
位老师产后大出血急需O型血，而且特别标
明是RH阳性血。据了解，这位老师于22日1
时14分开始分娩，分娩后开始大出血，血液
极度短缺，就在这时，我市各行各业的市民纷
纷加入爱心传递活动，很多人跑到西宁市第
一医疗集团总院和市内的采血点献血接力爱
心行动。

【微友评论】
鸿雁传书：全民关注！爱心接力！母子

平安！辛苦啦白衣天使！西宁最有幸福感的
城市！

青蚨复来：所有孩子都是母亲拿命换来
的，请务必好好爱护你的母亲。

气质沫儿：这才是我们最爱的家乡，“西
宁”该有的善良和美丽！

紫涵：太好了，祝这位妈妈能尽快恢复健
康，人间处处有真情啊!

暖春：希望这位伟大的母亲早日康复，孩
子健康成长就是对妈妈和这些好心人最好的
回报！

推谭朴远：孩子的化学老师，希望老师转
危为安，早日康复！

风筝小滋：2016年12月16日，我也是在
互助巷生二孩，也是一个星期五，也是子宫收
缩乏力，也是大出血，也是10000cc的出血量，
也在重症插满了各种管子。终于在48小时
后挺过来了。没有人知道家人都经历了怎样
的心情，怎么熬过那度秒如年的五天。所以，
爱并珍惜身边的人吧！也愿她和我一样，只
是经历，平安归来！

西西：感动全城，希望产妇转危为安！
简单的自己：伟大的妈妈，辛苦的医护人

员，爱心同胞人士们，大家的努力感动了所有
人，愿好人一生平安！

春天的樱花：我真心祝福这位妈妈还有
这么多献爱心的人们，祝福它们好人永远一
生平安！

冰冰凉：愿母子平安，辛苦了医护工作者
白衣天使们，愿参与救人的每一位好人一生
平安！

多走一里路：西宁处处有真情！这是爱
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美好明天：我大美青海人民还是攒劲，就
是这么给力。

你的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是一
家。

桃之夭夭：真感人……一个生命被爱心
和责任感挽救了……

西宁市公安局等西宁市公安局等66部门加强犬只管理部门加强犬只管理、、
规范养犬行为规范养犬行为

【新闻回顾】6月5日至6月10日，西宁市

公安局联合各区县分局养犬管理办公室开展
养犬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共出动警力
589人次，警车159台次，在滨河路沿线、中心
广场、麒麟湾、朝阳等地区及主要街道等公共
场所训诫劝导不文明养犬、违规遛犬等行为
428次，下发文明养犬宣传资料2390余份，登
记犬只173只，收容犬只4只，湟中县局击毙
流浪犬1只。

【微友评论】
飞驰：太好了，支持。相信有关部门常抓

不懈，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出门不怕脚下有
“雷”。

只爱满月：理性对待，不要因为个人不喜
欢狗而排斥狗，狗没有错，错的是狗主人还没
有完善自己的意识。

Miss白的女婿：狗狗是人类的朋友，请
善待它们！西宁是我们美丽的家园，请呵护
这座城市！

小火柴：文明养犬，遛犬不拴绳，不及时
清理犬只粪便的，严厉处罚。

老贾：力挺市公安局等六部门这一造福
市民的执法行为。加强犬只管理工作量大，
难度也大，只要持之以恒，加大宣传和增加执
行力度，一定会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Sky：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是外国人，他养
了两只犬，每次出门遛狗时自带一次性手套，
狗狗拉了大便他就戴手套清理掉，咱们也可
以效仿。

童心：公安部门加强犬只规范管理，有效
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
础。

阳光：坚决支持政府部门举措，狗屎粑粑
随处可见，不文明更不卫生！加强犬只管理，
西宁是我家卫生靠大家！

妖精别跑：真的很讨厌那种遛狗不拴绳
子的，有人劝阻还要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家的
狗不咬人。

刘志峰：这个好，是该好好管管了，孩子
每天上学的路上有好多大型犬，有些没有绳
子，吓得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为政府的这个
行为点赞 ！

一书一世界：换位思考，相互理解，文明
养犬。

超赞超赞！！西宁正建的这西宁正建的这33个公园你一定喜个公园你一定喜
欢……欢……

【新闻回顾】超赞！开着车就能见到，西宁
正建的这3个公园你一定喜欢……位于高架
桥或立交桥下，曾经水泥化，破碎化的地块，
正变成一处处活力十足的公共游园！

【微友评论】
荣宏：园树游园，我市未来的动力区域，

优越的空间资源，可疏散的广阔场地，缤纷四
射的花草树木，光照人间。建设中的特色风
景，市民可体验到五层立交，被绿色屏障包
装，浓厚的城市气息，运动，休闲，娱乐，乐活
玩耍，尽情彰显城市的魅力，打造出一块，很
有个性、独有风格的特色公园，给西宁公园树
立了光辉样板！

勇往直前：很喜欢了，公园越多越好！
童心：期待三个公园早日建成，让西宁人

民在空中感受到天上观人间的美丽景色。
两个西柚：建个公园都是爱你的形状 。
恬淡岁月：如果你能去看看，一定会为之

惊艳！
桃之夭夭：哈哈，西宁到处是公园！真赞！
黑子：环境美了，心情舒畅了！
羽毛蛇：园树公园就在我们家附近，这下

又有好地方去玩了！太好了。
海阔天空：未来的西宁处处是美丽的公

园。
忍者：公园又增加 3 个，休闲娱乐不用

愁，西宁人民未来更幸福。
奔跑的鱼：节假日又有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了。

青海首个景区玻璃栈道青海首个景区玻璃栈道77月建成月建成，，全长全长
200200米米！！

【新闻回顾】西宁市湟源县宗家沟旅游景
区玻璃栈道即将建成，7月将开放试营业，这
将是青海省首个景区里的玻璃栈道。宗家沟
景区观光栈道依山而建，由石木栈道、玻璃栈
道和滑道组成。其中，玻璃栈道全长200米，
离地约100米，凌空而建，视野开阔，走上栈
道一幅幽静秀美的山水画尽收眼底。

【微友评论】
小辣椒：好，真的填补了我们大美的青

海，也展示我们美丽壮观的青海！
幸运四叶草：十四年没回老家了，刚好明

年带女儿回去看个够！
郁倩：这个真的是可以有，期待！
明月当空照：好啊，静等开放时间，西宁

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蝈蝈姥：我大美青海只有想不到的，没有

做不到的，我们都在期待中等待着！
鸿雁七梦：青海人自己的玻璃栈道，大美

青海，大大的赞！
冰峰雪菊：真好有我们自己的玻璃栈道

了，非常期待开放。
小十四：以后不用去外省了，咱青海就有

自己的玻璃栈道了。

青海下半年好事连连青海下半年好事连连！！1818件大事将发件大事将发
生生，，每一件都与你息息相关每一件都与你息息相关！！

【新闻回顾】不知不觉 2018 下半年即将
开启，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青海下半年，有哪
些令人期待的大事件吧！

【微友评论】
薇可儿：好事连连！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西

宁啦！
诗情画意：我的家乡变化越来越大，越来

越美，越来越和世界接轨了，感谢祖国的建设
者，感谢勤劳的人民，愿大美青海更美好！

http:shop：期望青海越来越好，身体好、
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行的方便、环境好、
空气好、水质好、青山绿水伴大家……总之，
人文地理、自然景观、生态系统……越来越
好。

轻轻：青海在飞速发展、腾飞！
君：党和国家越来越关注民生，而且我们

的地方党委和政府越来越用实际行动做好这
方面的工作并实施中。点赞！

绿叶：公路越修越多，出行方便。
忍者：好消息不断，下半年青海更好，人

民更有获得感。
LvHH：旅游旺季到来了，这是要开挂的

节奏呀！
夏小沫：看着西宁的发展越来越好 ，真

的特别开心。nice ！
西凤独秀：国家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美丽

的青海也会越来越好。

最高的人工湖就在青海最高的人工湖就在青海！！知道在哪吗知道在哪吗？？

【新闻回顾】海拔最高人工湖就在青海，
哇！好厉害，先想到的是……是不是人民公园
的人工湖？这个人工湖非常特殊，库容量位居
全国第二，也是我国最大的人工水库。但是知
道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你知道是哪里
吗？

【微友评论】
羽毛蛇：龙羊峡的水好，黄河上游无污

染。水库里的鱼好（小银鱼、三文、虹鳟、高白
鲑、黄河鲤），风景好。

无事忙：龙羊峡见证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是我的第二故乡！看到这些视频和图片，真的
感觉亲切！

童心：世界屋脊建湖泊让大美青海增添
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而美名远扬，也为推动
旅游产业暨青海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经纬网：龙羊峡水库（高原人工湖）是大
美青海的一张名片，是水电四局人的骄傲；是
我们青春记忆的写照。今日独特的美丽风景
凝聚昔日的艰苦卓绝。

绿叶：想去龙羊峡观景的朋友们一定要
选个好天气哦！

青海湖：天上人工湖，最美龙羊峡 。
桃之夭夭：我还没去过呢，真想身临其境

感受他的磅礴恢弘！
忍者：了不起，大气磅礴，中国最高的人

工湖就在青海，不朽的丰碑。
春天的樱花：蓝蓝的湖水！漂亮啊！美 ！

青海人浪山见到的青海人浪山见到的，，你都能认得出来吗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新闻回顾】青海人好浪山已经是众所周
知，但漫山遍野的花，但却不知道叫什么，今
天小编汇总了青海76种野花的学名，给大家
涨涨知识。

【微友评论】
童心：大美青海温暖的夏季到处山花烂

漫，就让八方宾客前来观赏它的真容记住它
芳香典雅的美名吧。

晴空：大自然之花太美了。
丁丁妈佛滋阿搭：儿时在刚察草原撒欢，

最难忘马蔺和狼毒。
小十四：之前都没见过，以后浪山一定要

注意一下。
忍者：认识路上的野花，是人生路上的点

缀，感谢小编。
曙光：尕狗儿养颜花、扯扯莲、马莲、麻山

丹、麻刺盖、姑姑菜、扁麻、琵琶……民和西沟
林场多的是。

舒心：见过很多，都叫不上名字，收藏起
这条信息待日后一一对照，谢谢小编！

蝈蝈姥：这些叫不上名字的鲜花，就是大
自然赋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谢谢晚报小编
把这美好鲜花一一展现给大家分享！

西西：最喜欢花了！这么小的小花花为了
生存也拼命地怒放，喜欢的同时还特别感动呢！

如此简单：天呢！我喜欢了几十年的小山
花竟然叫…… 刹那间有种知道了自己暗恋
隔壁班女生名字的感觉！土生土长的青海人，
几十年上山下乡竟然只识得区区几种！今天
小编让我们涨知识了，谢谢！

毒药：小时候最爱玩的藏藏狗，居然才知
道叫甘青铁线莲。

竣工竣工，，可以坐飞机去祁连看美景了可以坐飞机去祁连看美景了，，开通开通
三条航线三条航线

【新闻回顾】6月15日，祁连机场工程顺
利通过了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西北设计院、
青海空管分局等多部门的联合竣工验收。它
的竣工验收也为下一步通航奠定了基础，这
也意味着乘坐飞机去祁连的梦想得以成真。

【微友评论】
没有配乐：不用开一天的车去了，不过沿

途风景不错！
猫咪没有了魚，：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

展，短短几年祁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祁
连欢迎你们来旅游观光。

童心：真好，可以坐飞机在空中俯看大美
青海的“瑞士美景”。

美丽二乡：高不过蓝天宽不过海，美不过
祁连的景色。坐上个飞机祁连来，祁连人热情
款待。

专业清洗暖气：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
展，短短几年祁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祁
连欢迎你们来旅游观光。

夕阳下的藏族女孩：祁连有“天境祁
连”、“东方瑞士”等美誉，这里有中国最美丽
的六大草原之一——祁连山草原，“中国百大
避暑名山”——牛心山等著名景点，是“大美
青海”的缩影。祁连人民顶起来。

刚刚发布刚刚发布！！青藏铁路的大消息青藏铁路的大消息！！

【新闻回顾】就在最近！！！青藏铁路发生
了个大消息！近日，国产高原机车正式承担格
拉线每日往返12对客运列车的牵引任务，极
大缓解青藏铁路格拉线机车动力紧张局面，此
前拉格线牵引任务均由美国进口机车完成。

【微友评论】
魏兆基：1965 年9 月山东八城市的八千

知青分四批路经西宁赴格尔木参加青海生产
建设兵团。当时我们下榻在西宁最好的“西宁
大厦”。在西宁休整四天，我们游览了市区。和
今天没法相比啊！祝福我们的第二故乡明天
更好！

荣宏 ：青藏铁路线海拔高，更换牵引火
车头，加快车速的前进，把有限的游玩时间交
给客人，这一从客户利益出发的果断决策，使
青海、西藏境内，旅游景点更加活跃，更有人
气，使倍受青睐的山水、湖泊，盐湖，红色基
地，可互相交织在一起，焦点突出，目标明确，
抓住重点，尽情欣赏、观摩、品尝，使青海、西
藏人们心中的奥秘，尽情彰显在客人面前！

小十四：有机会一定要坐一次青藏铁路。
忍者：青藏铁路机车头牵引国产化，这是

个不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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