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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网红全国十大网红！！西宁这下又火了西宁这下又火了

【新闻回顾】最近《2018年城市旅游度假
指数报告》在百度百科数说发布会上进行了
发布，西宁成为游客数量增长最快的十大“网
红城市”！

【微友评论】
李文兰：美丽的西宁！我的第二故乡，我

在杭州想念你。
菩提本无树：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如此美

丽，为我可爱的家乡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
祝愿西宁越来越好！

浅：西宁已经不是我记忆中那个西宁了，
走向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行列，我在上海想念
你！

静花水月：大美青海翻天覆地，日新月异
的变化，令人刮目相看！

清风：十大网红有西宁，实至名归非虚
荣。且看地标高颜值，绿色家园享文明。

一米阳光：美丽的家乡西宁，有山有水如
少女般清秀丽人，我爱西宁。

海阔天空：北川河湿地公园现在应该叫
西宁·北川河生态河道景区！

萍水相逢：西宁这座城市确实让去过的
人流连忘返。

瑞生：十大网红当无愧，地标建筑城中
会。美景美食满古城，家乡西宁居住美。安
全指数二居位，文明卫生众望归。人民城市
人民管，绿色城市谁不醉？

康师傅：时尚西宁，我在远方为你骄傲！
美丽西宁，我在远方自豪！

荣宏：重点标志性的网红项目，打造了西
宁风味独特的景色，幸福西宁在预料期待中，
用光芒四射的人文景观，一步步推进了一优
两高，西宁真美！

忍者：网红西宁当之无愧，因为城市发展
超前，山绿水清天蓝，景色壮丽优美，还有特
色美食。

今天今天，，370370辆蓝色出租车驶上西宁辆蓝色出租车驶上西宁
街头街头

【新闻回顾】2018 年 1 月 19 日，30 辆纯
电动出租车首次在我市上线运营、今年 1
月 4 日，我市又再更新 370 台纯电动出租
车，这使得我市的纯电动出租车数量达到
400 辆。

【微友评论】
天天奶奶：新的一年新气象，大美青海

又变样。蓝天白云蓝色车，价位不变好榜
样。坐在车里暖阳阳，党的关怀不能忘，建
设祖国出力量。现在政策这样好，人人素
质要加强。大美青海实话好，欢迎大家来
做客。

碧水蓝天：零污染的电动车让西宁的天
空更蓝，给子孙后代造福。

默：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西宁越来
越美，你美我快乐！

瑞生：蓝白相间青一色，电动出租驶街
头。蓝天白云深寓意，美丽西宁高一筹。绿
色发展心中留，党政军民齐步走。新年新事
新气象，西宁发展增势头。

荣宏：蓝色纯电动出租车在西宁的上
线，缓解了公交车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它
从中填补了其差，价格还同原出租车一
致。城市在发展，生活水平在提升，便捷
的交通，为幸福西宁是件锦上添花的好
事！

温暖：电动出租车操控灵活、车体空间
大、乘坐舒适，方便百姓出行。

清风：出租车用新能源，蓝天白云街道
间。美观舒适又干净，夏都再添风景线。

零下零下3030℃℃，，数百辆车被堵青藏线数百辆车被堵青藏线，，
路段临时交通管制路段临时交通管制

【新闻回顾】记者1月5日从西藏交警驻
格尔木支队了解到，青藏线（G109）风火山路
段因降雪结冰，导致该路段双向堵车严重，经
西藏交警驻格尔木支队全体努力，目前下行
线基本畅通（西藏至格尔木方向），上行线因
大货车损坏车辆较多，还有 200 多辆车积压
在路上。

【微友评论】
MISS。 CHU：堵车的时候一定要堵车

不堵心，否则更容易出交通事故。
忍者：因大雪封路，数百辆车被堵青藏

线，零下30度交警忙疏导，交警同志辛苦了，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温暖：突降大雪，交警在零下 30 摄氏度

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了疏通青藏线，你们辛苦
了！

大王：为这些奋战在第一线的交警点赞，
你们辛苦了。

紫涵：但愿能早点疏通，在零下 30 度的
路上堵车，没吃的没热水，真的是很难熬的。

心若向阳：零下 30 度太冷了，为站在第
一线的交警敬礼，你们辛苦了！

难忘：我准备明天从甘肃到拉萨，看这情
况不能走了吧。

荣宏：109国道缺氧路段，积雪覆盖，结冰
路滑，影响车辆通行，受堵车辆剧增，两省区
交警，冒着严寒给予疏导，为司乘人员解决了
车辆通行问题，虽还有车辆出现故障滞留，但
我们相信，在双方交警的辛勤努力下，各种困
难都会迎刃而解！

风雨人生：为青藏线的交警敬礼，也
祝司机朋友们遵守交通规则，创造一个良
好的通道，早日到达目的地，家人在家盼
望大家的归来，顺祝奋斗在路上的朋友们
安康。

垦乡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有人替我
们负重前行。不管是货车司机还是交警，在
无人区海拔五千多米零下三十多度！他们都
是在拿命工作。

千山万水：快点通吧，我们就堵着，向警
察致敬。

没锁家门没锁家门，，没穿外套没穿外套，，西宁西宁1212岁女岁女
孩无故失踪孩无故失踪33天……天……

【新闻回顾】12岁女生娟娟，1月1日，从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鲍家寨东村八队
家中无故失踪，至今杳无音信……

【微友评论】
蓝色海洋：不知去哪里了，希望丫头平安

无事，早日回家！
随艺：揪心呢，真不敢看这样的消息，但

愿小朋友平安无事。
无名：急死了，这么几天了还没消息，希

望丫头平安无事，赶快回家。
舒心：没穿外套说明走得不远，在邻居家

好好找找，不行让民警挨家挨户搜，应该就在
附近。

云之舞：好可怕的事情，揪心的疼，祈祷
孩子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金宝融国人科技：快手，抖音，微博已转
发，希望小姑娘早日和家人团聚！

东山顶上：太揪心了……我家离这里不
远，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时，遇到过人贩子，
差一点点被拐走……这种事情给孩子的印象
太深刻了，都十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做噩
梦，梦到坏人追我……小孩子太柔弱了，尤其
是女孩子。希望国家的法制建设快快健全起
来，希望能将坏人绳之以法，祝福每一个孩子
都能健康快乐长大。

打拼：希望小姑娘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你的母亲很想你，希望你平安无事。

花之风韵陈花：没穿衣服，没锁门，这可
能就是他们村的，而且是熟悉家里没大人，估
计是骗出去的，抓紧调监控寻找。

接力大救助接力大救助！！青海五道梁外地小夫青海五道梁外地小夫
妻意外死亡妻意外死亡，，小孩子才一岁……小孩子才一岁……

【新闻回顾】最近，一对邢台夫妇开货车
进藏配货途中不幸缺氧离世的事件引发网友
关注。这对夫妻是首次进藏配货。离世的男
子倪万辉平时喜欢直播，网名“开卡车的小辉
辉”。

【微友评论】
薛强：为夫妻家属默哀，像甘 D49518 致

敬。
过客：愿小夫妻一路走好，愿两个小朋友

好好成长。
笨笨马晓跳：惋惜，生命就这样没了！感

叹，我们为了生而活！
瑞生：进藏沿途都缺氧，高原气候很无

常。职能部门要提醒，停车睡觉不应当。事
发海西五道梁，看到报道心悲伤。提高警觉
记教训，避免类似把人伤。

紫涵：看得我都哭了，前两天在抖音上才
见到他俩，没想到这么年轻孩子还那么小，愿
你们一路走好。

少良：沉痛悼念不幸遇难小夫妻。初
到青藏高原的人一定要注意高原反应。
通常把高海拔分为低中高三档，海拔 3000

米以上为低高海拔，4000 米以上为中高海
拔，5000 米以上为高高海拔。部分人 3000
米以上就会有头痛现象，甚至有人在西宁
海拔 2300 以下都会有高反。遇难的五道
梁近 5000 米外地人初上高原过夜风险极
大。在高海拔地区如有乏力瞌睡及感冒
症状就要警惕高反了。笔者经验：最快的
方法是吸氧能较快恢复，如非上不可一定
准备至少是枕头式氧气袋，如症状不减赶
紧回到内地，有朋友小孩在西宁严重高反
住院，在返杭州中转西安时症状明显减
轻。痛惜逝者，希望说的话有助于上高原
的人。

镜花水月：高原反应了不能睡觉不然永
远醒不了，以前当过大卡司机总是提醒高海
拔不要睡觉。

随缘：大爱无疆。
贾红：心痛，生命何其脆弱，且行且珍惜。
瑞生：邢台夫妇遇难哀，家留遗孤需关

怀。大爱无疆牵人心，国家民政施关爱。
茶与水的缘：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救

助，感谢爱心组织的无私援助。发扬中华
美德。

平生真赏：世上常有不测在，更有大爱暖
人间。为高原缺氧遇难司机惋惜，为关心孩
子的人们点赞！

秋殇别恋：兄弟一路走好，愿你在天堂没
有烦恼！

山东人：人生虽无常，但人间有大爱！为
向遇难者家人伸出援手的组织及个人点赞。
你们的大爱，能帮家属度过难关，能给他们以
心灵的慰藉！

禁区：为年轻夫妇感到惋惜，一路走
好！感触很深的就是外地人路过青海都这
么危险，更何况居住在青海的人们了，简直
太了不起了，常年累月生活在那么艰苦的地
方，曾经听说在青海不工作只是居住都是一
种奉献。

西宁最近为什么这么冷西宁最近为什么这么冷，，原因找到了原因找到了

【新闻回顾】今天是二九的第一天，回首
刚刚走过的一九，冷得确实很深刻。这里也
有数据展示，西宁市一九的平均气温为零下
8.4℃，比多年平均零下6.3℃，低了2.1℃。

【微友评论】
海燕：冬天不冷什么时候冷啊？大家注

意保暖。
刘小民：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

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瑞生：2019迎新年，西宁天气仍冷寒。天

寒地冻过数九，大家心暖天地宽。2018不简
单，总结改革四十年。忆往昔日大成就，展望
未来更灿烂。

佳静：太冷了感觉冻骨头！
忍者：该热时热，该冷时冷，这才正常。

冷了穿暖和点。
王俪臻：反正现在我是秋裤棉裤一起穿。
桃之夭夭：今年冬天的味道特别浓，但愿

来年夏天能热起来！

青海青海4949名群众名群众、、2727辆车辆车，，被困海拔被困海拔
46774677米阿尼玛卿雪山米阿尼玛卿雪山

【新闻回顾】2018年12月30日晚间，49名
群众、27台车辆被困在海拔4677米花（石峡）
达（日）公路阿尼玛卿雪山垭口。深夜的205
省道公路上积雪已高达20厘米，气温低至零
下30摄氏度，风雪交加更是寒气逼人。

【微友评论】
顺其自然：人民警察及当地其他参与救援

工作人员辛苦了！你们是人民群众的安全守护
神！高原雄鹰！为你们点赞，为你们骄傲！

七色阳光：交通警察辛苦了！向他们致
敬！

小刀：在我们欢度新年到来之际，总有一
批人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瑞生：阿尼雪山高海拔，常年积雪终不
化。车辆游人遭封困，危难时刻有警察。青
藏高原美如遐，世界屋脊名天下。旅游观光
须慎行，户外装备要到家。

樱花如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谢谢冬
寒冰冷的天气里营救被困群众的交警同志
们，你们辛苦了！

学会放下：你们是我最敬佩的人，哪里有
困难，哪里有你们的身影。

荣宏：天有不测风云。当遇到烦心事时，
总是人民警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同群众
一起克服难题，人民群众总是心里暖洋洋的！

海燕：有什么困难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
人。

清风：大雪无情人有情，关键时刻看交
警。寒天铲雪又除冰，解救群众保畅通。

奥迪司机被判奥迪司机被判66年半年半，，西宁柴达木西宁柴达木
路上路上33人被撞身亡人被撞身亡

【新闻回顾】长期以来，我省交警严查严
打酒后驾驶等违法驾驶行为，但有些司机抱
着碰运气的态度，目无法纪，碰触法律，危害
社会安全。1月1日，记者从省交警总队了解
到一起发生在去年的较大安全事故，事故因
驾驶人酒后驾驶引起，事故导致3人死亡4人
受伤5车相撞。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6年零6个月。

【微友评论】
街头，巷尾：一条人命两年两个月，对于

被害人家庭太不公平了。这样的人就应该从
重处罚。

刘小民：酒驾就该重罪，抓住不管出没出
事情就该判五年，出事情直接无期，严重就死
刑才有震慑力。

王小博：远离酒驾！
紫涵：死不悔改，看样子对酒驾惩罚还是

轻的。
蝈蝈姥：酒后驾驶害人害己，司机朋友们

一定要牢牢记住交通法规，安全文明行车，杜
绝酒驾。

常来：酒驾违法，酒驾肇事更是错上加
错。判得太轻了，应从重处罚，让酒驾者付出
应有代价。

美人鱼：酒驾害人害己，甚至危害社会，
司机师傅们一定要避免酒驾，对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安全负责。

西宁新开通西宁新开通4646路公交车路公交车，，3434路线路线
路优化调整路优化调整

【新闻回顾】2018 年，按照市委、市政府
“坚持服务民生”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公交
集团公司坚持问题导向，为方便市民出行，加
大公交线路覆盖面，从而初步形成布局合理、
乘车方便、运转高效、环城便捷的公交线网服
务体系，已先后调整、新开多条公交线路，进
一步提高了公交服务能力。

【微友评论】
悲与喜：开通一趟从生物园经二路到朝

阳西到小商品的公交线路就好了。
沙漠之舟：西关大街广电局到海湖路道路

己修通，何时有公交直通过去？应该通车了。
雅凝：迫切希望 40 路能到万家佳博园，

并增加车次，早上能和别的车一样早点发车。
帅的稀里哗啦：把 34 路一分为二，我觉

得还不如原来方便，去城南还得倒车，84路也
取消了，真不方便，应该在东西南北四个区互
通一路公交车，免得还要换乘。

海燕：新开通 46 路公交车，34 路线路优
化调整，好好看看，不要走冤枉路。

李晖：强烈建议将18路车由目前市教育
考试院延伸到通海桥。

冰雪快乐：开通46路车真是太好了。
刘小民：刚好在我家门口，太好了！
青柏：南北直达车取消了，反而不方便还

得倒车。
香水百合：从生物园区到海湖新区很不方

便，开一路从生物园区到省委小区的公交吧。
安乐果：市政府和公交职能部门加大公

交线路覆盖面，从而初步形成布局合理、乘车
方便、运转高效、环城便捷的公交线网服务体
系，已先后调整、新开多条公交线路，进一步
提高了公交服务能力。

随风：应该开通海湖新区-通海桥-柴达
木路-祁连路方向，类似这样真正盲区的新
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