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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芳旭）碧波荡漾的青海湖，
一直是人们心中最美丽的湖泊。10 月 8 日
上午，网友在微信上发布了一段“青海湖现
龙吸水”视频，烟波浩渺的青海湖上空连续
出现了几条白色水柱直插湖心，令人震撼的
画面征服了不少网友的心，在短短一天之
内，该视频点击量竟达到数万人次。

数万网民观看数万网民观看““龙吸水龙吸水””视频视频

10月8日8点半左右，人们在青海湖二
郎剑景区水域看到，在浩瀚的青海湖湖面
上，湖中间出现一条白色水柱，远远望去，就
像一阵龙卷风，过了一会儿，这条水柱周围
卷起层层白色的浪花，画面十分壮观，形成
了传说中的“龙吸水”。该景象持续了半个
小时之久。此视频一经发布，不到一天时
间，点击量就达到数万人次。很多网友纷纷

留言说，在大美青海能见到如此壮观的“龙
吸水”景象实在是太震撼了。

强对流天气形成强对流天气形成““龙吸水龙吸水””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关注“龙吸水”？它
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现象？青海湖景区管理
局负责人介绍，早在 2014 年 10 月 20 日 9 时
50分，青海湖海心山北侧曾出现“龙吸水”现
象。目击者是该管理局游轮公司经理恒秀
才，他回忆那天海心山上空先后有九条“龙
吸水”水柱从天空直戳湖面，持续时间达到
40分钟左右。

气象专家表示，只有当短时内强对流天
气出现时，“龙吸水”才可能出现。其实“龙
吸水”的现象并不难理解，它的原理说起来
也挺简单：这就是水面上的龙卷风。龙卷风
在水面上就是“龙吸水”、在陆地上就是普通

的龙卷风。我们之所以看得到“龙吸水”，是
因为龙卷风中心气压底，有吸引力，如果龙
卷风移动经过水面，龙卷风中心就像注射器
一样把水吸上天。

不说两句吗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人

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微信
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快
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评论功能，
这里有10多万
粉丝正在与您
交朋友，一起
畅 评 新 闻 事
件，今日的热
点是：昨天，青
海湖惊现“龙
吸水”。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一件件精美的陶艺
作品，一个个生动的创作故事令在场参观者
无不拍手称赞。近日，由西宁市劳动路小学
申请获批的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柳湾彩陶进校园”学生陶艺作品展
在城北区友谊学校进行巡展。

柳湾彩陶是青海古老文化的展现，是人
类史前文明在高原的印证。此次巡展共展
出作品300余件，有装饰鸟、彩陶纹样陶瓶、
仿古陶靴、百变蛙纹、釉烧仿古陶瓶、彩陶纹
样陶盘、彩绘陶瓶七大类。而这些精美的陶
艺作品均出自西宁市劳动路小学的师生手
中。“柳湾彩陶进校园”活动从今年5月开始
至11月结束，此次巡展是学校第六次巡展，
接下来10月底学校将赴海南州博物馆进行
巡展。

据了解，西宁市劳动路小学继承和发扬
中华文化瑰宝，广泛学习，深入研究，大力发
展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情趣高尚的教育，学校
于 2011 年开设了泥塑课程，又于 2016 年开
设了陶艺课程。同时通过建立学生陶艺社
团、设立校外陶艺教育基地等方式开展社团
活动助力陶艺传承，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让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在全体学生心中扎下根。学校将继续
以陶艺传承创作为特色，以丰富的德育教育
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熏陶中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施翔）10 月 11 日，记
者从省公安厅宣传处获悉，10月10日，
公安部 B 级在逃人员桑果到青海省海
南州共和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2005年9月至2006年9月，犯罪嫌
疑人桑果利用担任海南州共和县倒淌
河信用社主任职务之便，以办理联保贷
款为名，采取编用假名、虚假联保、勾结
联保组长等手段骗取贷款，给国家造成
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案发后，桑果携才
某某潜逃，同年，桑果被公安部列为全
国B级通缉犯，2015年被列为青海省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重点犯罪嫌疑人
及“猎狐2015”重点缉捕对象。

12年来，省、州、县三级公安机关多
警种协作，锲而不舍，全力追逃。在强
大的攻势下，迫于压力，犯罪嫌疑人桑
果与才某某于2018年10月10日向警方
投案自首。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之中。

本报讯（记者 施翔）男子上网时遭遇4
名犯罪嫌疑人抢劫，警方顺藤摸瓜破获系
列抢劫盗窃案。10月9日，城东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成功破获系列抢劫盗窃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4名。

9月28日凌晨，受害人李某报案称其
在城东区八一路一网吧上网时，被人殴打
后，抢走1200元现金。 接到报警后，城东
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迅速组织民警开展侦查
工作，围绕嫌疑人身份确定、证据收集和抓
捕行动开展了一系列视频侦查、分析研判、
人员排查等相关工作。经过连续奋战，成

功锁定 4 名犯罪嫌疑人，并确定落脚点。
10月9日9时许，刑侦大队民警果断出击，
在大众商城某宾馆的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
落网。

经审讯查明，该团伙 4 名犯罪嫌疑人
自 2017 年以来，先后在西宁市城东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和海东市循化县等地实施
抢劫、砸车窗盗窃、盗窃商铺等多起案
件。

目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本报讯（记者 王琼）10 月 11 日，西
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四大队按照暂扣
车辆相关管理办法规定，对111台依法
查扣的违法车辆进行集中解体销毁，这
些违法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且公示期
已满。

据了解，此次车辆报废，西宁市
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制大队、车辆管理
所等部门民警全程监督。监销过程
中，民警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对报废
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码逐一进行
认真核对，确认报废车辆未系非法拼
装、改装、倒卖车辆，并如实填写机
动车查验记录表。对报废车辆的发动
机、方向机、变速器等逐一监督解体
报废，确保报废汽车的零配件不会再
用于拼装汽车。

本报讯（记者 王紫）近期因气温下降，
西宁地区街头献血人数减少，加上临床用血
量增加，西宁地区的血液库存量紧张。其
中，A 型血液、B 型血液、O 型血液最为紧
缺。为保证西宁地区临床用血的供给安全，
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省血液中心向社会发
出呼吁，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
动，为挽救病人的生命奉献一份爱心。同时
呼吁企事业单位、学校等积极组织开展团体
无偿献血活动。

省血液中心温馨提示广大无偿献血者：
参加无偿献血，请清淡饮食，携带有效身份
证件到无偿献血点进行实名献血。西宁地
区无偿献血点分布如下：省血液中心（南山
路建新巷 8 号）；中心广场北侧百姓大舞台
旁流动献血车；西宁市城北区惠客家超市过
街天桥下流动献血车；南大街苏宁电器广场
爱心献血屋；东大街莫家街口爱心献血屋；
海湖新区万达广场一号门旁爱心献血屋；大
通县二号桥文化广场旁流动献血车（每周
六、周日）。团体无偿献血可与省血液中心
取得联系，该中心献血车将会到指定地点为
无偿献血者提供采血服务。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近日，城西区人
民法院召开执行案款兑现大会，为外地
来宁打工的27名农民工发放拖欠工资
118.15万元，最大限度保护了涉民生案
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董某等 27 人均是来自安
徽、甘肃等地的农民工。2016年4月，董
某等27人受孙某雇用到西宁市城西区
深圳某有限公司承包的工地提供劳务，
后孙某仅给付部分劳务工资后，剩余工
资再未支付。案件后经西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判决孙某支付董某等27人
工资报酬118.15万元，承担连带给付责
任。由于孙某及深圳某有限公司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
人董某等 27 人于 2018 年 8 月 8 日向城
西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城西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执行案
件后，及时向被执行人孙某、深圳
某有限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及纳
入失信人告知书，责令其尽快履行
义务并申报财产。为了确保申请执
行人尽快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执
行干警告知被执行人如不履行义务
将采取纳入失信人名单进行信用惩
戒等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督促被执
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同时执行干警
查询了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
索。随后，执行干警在对被执行人
深圳某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进行扣
划时，被执行人深圳某有限公司迫
于压力主动将案款 118.15 万元转至
城西区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内，该
院也及时将这笔执行款发放到了董
某等 27 名申请执行人手中，赢得了
在场农民工的热情赞誉与一致好评。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蕊）为了提升生
态管护员的福利，进一步推进三江源生态
保护，10月10日，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三江源生态
保护基金会、太平洋保险（集团）为三江
源国家公园17211名生态管护人员捐赠保
费163.20万元，用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为生态管护人员提供了“贴心”的安全保
障。

三江源是青海的名片，是中国的名片，
也是世界的名片，更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世界第三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
地区，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方案，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也是一种全新体制的探索。三江源
国家公园体制自试点以来，坚持遵循依法、

绿色、全民、智慧、和谐、科学、文化、质量建
园的理念，推进三江源地区山水林草湖一
体化管理，全面实现了园区生态管护公益
岗位“一户一岗”，17211名生态管护员持证
上岗，使牧民逐步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
态管护者，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
出了一条集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民族团结
进步为一体的探索创新之路。

据悉，为推进绿色发展和增进民生福
祉，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三江源生态
保护基金会联手太平洋保险（集团）为公
园管护人员提供保险保障，捐赠保费
163.20万元用于园区17211名管护人员投
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费 96 元/
人，意外伤害保额30万元/人，意外伤害
医疗2万/人，风险保障总额54.40亿元。

青海湖“龙吸水”惊艳数万名网友

公安部B级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法院帮27名农民工

讨回血汗钱

111台报废违法车

被集中解体销毁 本报讯（通讯员 严进芳）2010年，国家电
网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的
意见》，要求大力推进智能电网建设，提出紧
密跟踪电动汽车发展趋势，加快充电设施建
设。去年7月，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建造投运了
三个充电场站，为我市288辆新能源公交车提
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源。据测算，充电站建
成后，已经连续15个月实现公交车燃气电能
替代16万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18吨。

近日，在互助路小寨充电站内，工作人员开
始为一辆混动公交车充电，40分钟后这辆车便
能充满电重新开始运营。公交司机孔师傅感慨
的说：“我们以前加气的话还排队，现在充电方
便多了来了直接就充，40分钟就充好了，充上电
以后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车速也提起来了，而
且车特别的稳，最关键特别环保，也干净得很。”

该充电站共设32个80到100千瓦交直流
充电桩，同时可满足60多辆电动公交车充电。
截至目前，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已建成小寨公交

停车场、共和路公交集团、城南政法干校三个充
电场站，新建海湖新区规划停车场及原乐家湾
充电站改建工程也正在加紧施工中。建设总数
为38台80kW直流快充桩的建设任务，这些充
电桩的建设能够基本满足公交公司充电需求。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西宁电动汽车服务
分公司经理徐瑞君介绍：“公司积极响应市委
市政府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号召，在公
交场站里头配建了充电站，公交纯电动车和
混动车都在我们这个站进行充电。一般都是
在晚上11点以后开始充电，到早上5点。”

电动公交车的良好运营，对西宁绿色发
展、低碳交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
进了低碳产业，加快新能源产业不断壮大，带
动能源产业格局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将继续践行生态、清洁、高
效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西宁市高效率智能
电网系统，加快充电站、优质服务等基础建
设，不断助力西宁新能源消费趋势与需求。

连续15个月我市公交车减少碳排放161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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