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晚报微信公号上周评论
西宁消防员收到神秘外卖西宁消防员收到神秘外卖！！看到留言看到留言，，只只

想落泪……想落泪……

【新闻回顾】4月3日晚8点07分，一位外
卖小哥来到了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门口，把四
箱牛奶放在哨楼后匆匆离开。他说是一名不
愿意留下姓名的市民送的，这位市民让小哥带
话说，最近有太多消防员牺牲，为了老百姓，你
们辛苦了。

【微友评论】
上善若水：没有人生而伟大只是有人做出

了伟大的牺牲！满满正能量，感人至极！大美
青海，人更美！

安之若素：可爱的消防官兵。向你们致
敬！愿你们每次出警平安归来。谢谢你们的
守护！

Gentleman-Yue.L：希望你们一身本领，
永无用武之地！

伴液biubiu：送什么都不如提高防火意
识，人人都提高了防火意识，那么火灾就真正
少了。

大漠风尘：清明到了，我们祭奠先人献上
鲜花，不烧纸不燃放鞭炮，就是对消防官兵最
好的关心和支持。

焰火：我也曾经是一名消防战士！永远忘
不了新兵连长对我们说过的话：“消防兵是上
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是养兵千
日！用兵千日！火场逆行是我们的使命！是
我们的责任！也是人民授予我们无上荣光的
特殊权利！”战友兄弟们多保重！还有下一次
火场逆行！

随缘：每次的出警不止是去完成工作任
务，更是为大家而舍自我，愿人民心中的英雄，
平安归来。

英子：人间处处有真情，我最坚强而勇敢
的消防战士们，你们是神圣的，希望以后的出
警请保护好自己，胜利凯旋，致敬！

云深不知处：哭着看完这篇文章的，控制
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美好，只
不过是有人在负重前行，替你抵挡了危难，向
英雄致敬！

樱花如雨：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人民
群众对生活的要求也提高了，“我不希望你们
满身荣誉，只愿你们平安归来！”这句话说的真
感人，自己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对
英勇献身的英雄们说一句感恩的话和给正在
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献上一份爱心！为热心
的朋友们点赞！

燕子：真是满满的正能量！满满的感动！
愿少一些天灾人祸，愿你们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沧海一粟：再贵重的财产也不如生命重
要，愿所有出警的人都平安归来！

许海峰：我也是一名退伍老兵，凉山大火
吞噬30条鲜活的生命，让人痛心，在感谢消防
战士守护的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从自身做
起，提高消防意识，这就是对广大消防队员最
大的关爱。

清风：清明时节泪花多，卅位英雄斗恶
魔。冷岭耸碑书壮举，寒江呜咽唱悲歌。津门
曾恸逆行影，木里又殇消防哥。水火无情人有
爱，青春热血筑云河。

瑞生：全民感动泣鬼神，消防英雄鼓国
人。关键时刻抛生命，义无反顾尽职能。西宁
市民有真情，各种方式表诚心。消防官兵多保
重，祝福出归平安行。

倾城：突然，很感动，热泪盈眶。真的很希
望你们都平平安安的，健康快乐的。感谢有你
们守在我们身边……

皇马小姚：时代需要英雄，时代敬重英
雄。愿人间少些苦难，多些平安，我不要你们出
生入死，我希望你们执勤平安归来！祖国，需要
你们，人民需要你们！致此，敬礼！

喜讯喜讯！！从首都北京传来……从首都北京传来……

【新闻回顾】传承工匠精神 缔造美好校
园——青海师范大学新校区项目创建鲁班奖
纪实。

【微友评论】
旧事甚歉：在老校区待了两年，在新校区

也待了两年，每一处都有我们的身影，也见证了
我们的成长！

青海美天地：恭贺新师大工程喜提鲁班
奖，座座高楼平地起，栋栋出自工匠手，滴滴汗
水铸精品，时时难忘建设军。

黄土高塬：好消息啊，青海师范大学厉害了。
89号帆船：2014届毕业生向母校致敬，希

望师大越来越好，我爱你！

荣宏：鲁班奖获得者，他们以工匠建设者
的责任和担当，开拓性地奋进，示范性地领先，
筑梦路上不歇脚的风度，创造了人间奇迹，为建
筑史做出了奉献，好振奋人心啊！

瑞生：师大建校六十年，风雨同舟勇往
前。千万学子育成才，师范教育之摇篮。浙江
建工不简单，精心设计新校园。河湟文化为线
索，校园犹如大花园。虎台历史杏坛现，教育圣
地师范天。独具匠心巧设计，质朴典雅在眼
前。四个扎实引领前，一优两高具体现。建筑
行业奥斯卡，鲁班金人光闪闪。青海师大新校
园，华丽转身靓影见。高原古城新地标，几代师
大人梦现。重中之重建校园，单项投资规模
前。高等教育上台阶，开启师大新纪元。

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西宁曾经是这样的西宁曾经是这样的，，看着看看着看
着就哭了……着就哭了……

【新闻回顾】你在西宁生活几年了？窗外
风景变幻，一年又一年，很多故事在这里上演，
又在岁月的风中渐行渐远。

【微友评论】
愚夫：小学在昆仑路小学，初中在十二中

上的初一，然后就离开了西宁，到今天已经过去
三十多年了。

银河风清：以前去过多次西门口的饺子馆
吃饺子。多年以后带着家人去找水井巷对面的
那个饺子馆却不在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变化真
大呀！西宁，你好！

饮尽风尘不谈过往：看到了西宁宾馆，听
妈妈说我不记事的时候就住过，一晃在这里工
作已经25年了，忽然一夜之间……

天地之间：西宁过去是三棵大树一条街，三
个警察一台车，记忆最深的是互助巷的市场、西
大街的大树、北大街的锅贴、火车站和大十字。

黄土高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
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Baoxu：酸奶儿……酸奶……瓦甜醅……瓦
甜醅……磨剪子来……磨菜刀……把儿煤……
把儿煤……奶子啊……奶子……换钢筋锅……
换脸（nian)盆……

瑞生：千年古城情满怀，祖辈居住十七代。
岁月沧桑不停步，辈辈见证面貌改。高原明珠在
青海，美丽西宁春常在。改革开放促发展，现代
都市取旧代。欣喜我辈尚健在，目睹家乡快步
迈。新旧对比鲜明照，强省惠民福祉来。

独侠：看这些过去西宁的老照片，感慨万千，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变化万千。随岁月长
河，慢慢流逝远方。我们已双鬓斑白，老了。

中国铁建重工：叫卖声中，西宁最经典的叫
卖应该是：卖大煤、收家具、卖酸奶、收头发。

悬泉置：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看哭了！怀
念过去，憧憬未来。“消失”的那部分，终有一天，
会长出新的希望。

柠檬树：70后的童年，就像昨天还在巷子里
跳绳，打弹珠，玩捉迷藏，现在高楼大厦都不认识
对门的邻居。

忍者：那时候西宁老街瓦房土巷道，过得温
馨平淡又和睦。时代在发展，今天的西宁高楼大
厦，宽阔的街道，绿色遍布全城，鲜花满街道，却
再也看不到过去灿烂的笑容。

清风：雪域高原我的家，吃穿住行变化大。
旧容旧貌随风逝，新景新城游客夸。追忆当年生
活艰，喜看今日满街花。日新月异人称赞，幸福
西宁大步跨。

麦末瑞：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而没有吸引
力的城市是招不来人的，所以西宁要使自身更有
魅力，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
城市，愿意来这里发展，这样才会发展得更快。

西宁水井巷将闭市西宁水井巷将闭市，，44月月3030日前全部搬离日前全部搬离！！

【【新闻回顾新闻回顾】】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关于
水井巷综合市场闭市的通告。

【微友评论】
坐看云起时：没想到寒假那次去水井巷是

与它最后的邂逅。
Benson：我的豆腐脑、肉夹馍去哪呢？
不想空运长颈鹿了：烤面筋是真的好吃，

还有肉夹馍、豆腐脑。
嘿～兄得：从小生活在水井巷，在那里住

了接近7年，现在要拆了，有些舍不得，怀念小
时候的日子。

蓝汐：真的希望把水井巷打造成我们西宁
市真正的小吃一条街就像西安的回民街一样。

五哥：虽然水井巷承载着西宁人的美好回忆，
但确实与发展中的西宁格格不入，如何保留水井
巷而又能融进现代化的都市是非常不容易的。

荣宏：有着悠久历史的水井巷，承载着一
代人的记忆，这里大变化，成为市民街头巷尾
关心的话题。繁华闹市，优美环境，购物的黄
金地段，以什么样的模样展现在市民面前，期
待的人会越来越多！

淡淡的微笑：短暂的离别，是为了以后更
好的相聚。

紫涵：重建也是好事，管理设施都会有更
高一步的提升，对西宁的旅游也有了高质量的
保证。

瑞生：千年水眼史中藏，百年淘就水井巷。
见证西宁兴衰史，古城发展她寄望。世纪苍茫
水井巷，远近闻名大市场。繁荣经济做贡献，西
宁城中享名望。市场安全应常想，防火警惕永
路上。闭市改造长远计，再换新貌生意旺。

忍者：4月30前水井巷市场全部搬离，关
门闭市，转发出去，广而告之。2019年水井巷
市场升级改造，消除安全隐患，凤凰涅槃，我们
期盼着它的新生。

麦子：安全第一，支持整改。今天看到四
川官兵在森林大火捐躯，太可惜了。

空旷的苍穹：水井巷承载着小时候来西宁的
太多记忆，期待升级改造后，凤凰涅槃，重现繁荣！

青海省政府公布好消息青海省政府公布好消息！！快转给身边的快转给身边的
女性……女性……

【【新闻回顾新闻回顾】】《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
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已经2019年2月14日
省人民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微友评论微友评论】】
水中划火柴：希望所有的单位都可以执行。
飞雪云殇：希望能尽快实施，这一新规定

也是对女性职工权益的一种关怀。
果果：好福利。希望单位能落实。
忍者：新规章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光辉，极

大地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和身体健康。
瑛子：第一条就很好。
爱华军：对女性越来越好了，关注女性事业

发展，大家行动！

重重磅磅！！青海省青海省20192019年面向社会公开考录年面向社会公开考录
公务员工作定于下半年开展公务员工作定于下半年开展！！

【【新闻回顾新闻回顾】】 青海省 2019 年面向社会公
开考录公务员工作定于下半年开展。请各位
考生认真备考，随时关注青海省人事考试信
息网，了解今年我省考录工作相关信息动态。

【【微友评论微友评论】】
时光、没到达：我一定要考上，不管啥地

方！
ZJ：2019成功上岸！
荣宏：公务员职业光荣，使命特殊，为人

民服务是第一要务，有这方面意向的人员，做好
考前准备，早点成为人民的公务员！

喜夏：时间越长竞争压力越大。
璇宝萌歪歪：请考生们看过来，及时关注

具体事宜。为考试早做准备。
穿靴子的猫：报考的考生们提前做准备工

作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一蓑烟雨任平生：等的花儿已谢，日思夜

想的省考，多少人在焦急盼望，你却姗姗来
迟……咽下这口老血，让我再缓缓！

隐藏的人生：哈哈，千呼万唤才出来啊，
下半年考试，备考的人有希望了，时间更长。

3939年前年前，，他们长眠在青海高原他们长眠在青海高原

【【新闻回顾新闻回顾】】“那里有如狼似虎的风沙，
夜里冷得要死，冻得想哭，但我们还是得挺
住，可以说青藏线是用战士的汗水甚至生命
铺架出来的。”这是铁道老兵对当年修建青藏
铁路时最深刻的印象。

【【微友评论微友评论】】
机器猫小旗：想起魏巍先生的文章《谁是

最可爱的人》向他们致敬！
踏雪访友：我是一名老铁道兵，当年就驻

守在乌兰县。该文的报道和图片，真实地反映
了当年铁道兵不畏艰险，顽强奋战在青藏高原
的昔日场景，看后不禁潸然泪下……向战友们
致敬！为牺牲的战友默哀！人民不会忘记我们
的！

老龙王：我也是一名铁道兵，76年入伍，
在部队干了8年，直至铁道兵解散，哈尔盖至
格尔木都有所了解，往事不敢回忆，回忆起来
很心酸，实在太艰苦了，刚入伍时一月6元
钱，涨到21元就封顶了，都不知道8年兵是咋
熬过来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残酷的冷，吃风
沙，再就是被漫天飞舞的蚊子咬，本人现在还

在格尔木，现在有飞机打药，绿化也搞好了，
一切都好了。

徒步海娃：向烈士们致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这就是青藏铁路线精
神！

黄土高塬：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康的生活
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的烈士流血牺牲换来
的，所以一定要珍惜，多为社会发展做点贡
献。

荣宏：亲眼目睹的青藏铁路修建，是一
部奉献青春，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光辉奋斗
史章；是一场卓著、有勇有谋的艰巨硬仗；是
一页记录着同天斗同地斗，不惜牺牲的动人故
事。缺氧高原，高强度的劳动，练就了他们硬
朗的体魄，练就了他们的风格，他们获得的是
青藏铁路全线贯通，涌现出了一批永远长眠在
青藏高原，成了永远怀念、铭刻在人民心中的
英雄，愿他们在高原安息！

忍者：天路情，十万大军艰苦奋战，克服艰
难困苦和技术难关，把铁路修到拉萨，有的已长
眠在青海高原，天路精神将永放光芒，向英勇的
铁道兵致敬。

Yg.：致敬！在那个年代那种艰苦条件
下，完成了这么艰难的工作，真的是为子孙后
代留下了最珍贵的福祉和不可磨灭的精神！

青海一男子嫌楼上孩子太吵青海一男子嫌楼上孩子太吵，，竟持刀上门竟持刀上门
理论理论，，结果……结果……

【【新闻回顾新闻回顾】】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生活当
中如何处理邻里关系是一个难题,楼上楼下，
只因孩子吵闹，邻里争吵进而演变成拳脚相
向，男子一怒之下持刀行凶，最终酿成悲剧！
事后，凶手主动投案自首，可这起案件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

【【微友评论微友评论】】
自由自在：虽然太极端，但熊孩子很多时候

确实是让人抓狂，恨不得狠刨一顿！所以，要从
小管好自己生的“宝贝”，不要给他人制造麻烦，
让他人让社会来“教育”！

青阳：不管邻里何种吵闹，相互说明情况，
相互包容谦让，只要有小孩的地方必然就有吵闹
嘈杂声，理不清就要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不要
出手，甚至带上凶器，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
家，带上凶器你就已经有了犯罪动机。也许冷
静理解，谦让一下，邻居会成为更好的朋友。就
不会有如此的结果了。我们全社会都应该为创
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蓝汐：最讨厌楼上的人不顾及楼下的人。
晚上洗衣服最烦人洗衣机咣啷咣啷的声音可
大了。我家楼上的就是这样的人。

快乐开始：还是农村好，自己的院子，也吵
不到别人。

阿玲：有些人实在让人受不了，每天晚上
都吵到一两点！

风轻云淡：虽然说远亲不如近邻，但遇上
这样的邻居，会把人逼疯！每个人都应自律！

穿靴子的猫：冲动是魔鬼，这位小哥太冲
动太过激了，可惜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在大
墙内好好反省吧。

一切随缘：可能是不讲理的两家刺儿头遇
到一起了，双方都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与代
价，不为对方考虑就为一点小事不值得！

忍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因为现代
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邻里之间缺乏沟通，
有点矛盾，暴力相向，如果这位男子理智一些，
上楼沟通一下，也许不会发生如此悲剧的事，
本身是小事，结果因不理智，把自己打进去了，
得不偿失，邻里邻居一定吸取教训，遇事多沟
通，互帮互助，和平共处。

芝麻：这位民警说得很对，楼上的吵了人
家，解释一下，道个歉，再注意点，不就没事了
吗，如果蛮横霸道欺人，就是找事，虽然对方负
法律责任，可自己也挨刀受伤了啊！划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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