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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亿元投资让老人乐享晚年
——晚报聚焦西宁尊老爱老敬老护老系列报道之六
“今天都大年初二了，你们赶紧把我送
到 托 老 所 去 ，老 伙 伴 们 都 到 齐 了 ，就 等 我
呢！”过年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今年大年
初二，家住古城台文翔大厦的彭皋文老太太
火急火燎地催着儿女把她送到常住的城西
温馨阳光托老所（王府花园点）。提起原因，
彭皋文老人说：
“ 在这里，我和同龄人在一
起，有吃有聊有玩有乐，
日子过得很舒心。”
而彭皋文老人所在的城西温馨阳光托
老所（王府花园点），是我市推进居家养老事
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将夯
实服务设施作为突破点，积极打造“1+7+N”
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先后共投资 12.68 亿元，
实施了 678 个项目，全市目前养老设施达到
679 个，床位增加到 11000 张……健全完善的
养老服务体系和设施，让西宁老人乐享晚
年。

庆祝青海解放 70 周年文艺晚会加紧彩排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9 月 4 日，
在青海
大剧院，
我省《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庆祝青海解放 70 周年文艺晚会》进行最后
一次彩排，彩排中，演员们精益求精、认真
排练，力争在次日的正式演出中将最精彩
的节目呈现给广大观众。
记者在彩排现场看到，当天一早，
来自
省演艺集团和西宁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准时来
到彩排现场。距离正式演出只有1天时间，
现
场排练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
但演员们保持
着高昂的精神状态，
无论是表情、
动作，
还是
道具的衔接，
在导演的精心指导下，
都认真排

练、调整，将需要改进的小细节全部落实到
位。除此之外，
晚会舞台主体建筑已搭建完
毕，
工作人员正对舞台灯光、
音响等设备进行
磨合调试。
“此次晚会围绕
‘回望新中国 70 年
辉煌历程；
展现青海新时代辉煌成就；
展望中
国梦美好未来’
为主题，
演出总时长 70 分钟，
共有 12 个节目，
演员 700 多人。节目编排主
要体现了人美、
水美、
山美的大美青海。
”
晚会
创意策划史红刚说，
此次舞台效果展现，
相
较于往年更加独具匠心、
大气灵动，
更具地
域特色，
凸显了大美青海主题元素，
除了像
常规晚会有的升降台、
现场大屏幕等外，
增

外省观摩团来西宁取
“养老经”

本月群众喜看

投资 3.1 亿元建成 134 个城市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和 250 个农村老年之家，建成“中
央厨房”12 个，
“爱老幸福食堂”40 个.....这些
实实在在的数据，不仅表明了我市老年人享
受到的养老服务，更是吸引了一些外省观摩
团来西宁汲取
“养老经”
。
前不久，安徽省蚌埠市观摩团考察了西
宁市老年活动中心等地后说道：
“ 真是百闻
不如一见，就西宁市老年活动中心来说，建
设得是真好，上下三层，囊括了康复室、文化
活动室、康养室、评估室、舞蹈室等 9 大功能
区，全面满足了老年人的日常需求，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好的借鉴。”

20 场惠民演出

西宁有了养老服务全国
“金字招牌”
“老徐啊，你们回来和我一起在西宁养
老吧，西宁现在有了养老服务的全国‘金字
招牌’。”住在新宁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田
老汉口中的“金字招牌”其实是“全国第二批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优秀示范城
市”，这是民政部、财政部在 2018 年 12 月 12
日针对我市民政工作作出的表彰。家住古
城台文翔大厦的彭皋文老太太说：
“ 我在城
西温馨阳光托老所（王府花园点）养老已经
有 3 年了，在这里，住得舒心，吃得开心。我
时常对我的外地老伙伴们说，来西宁养老
吧，这里真的很不错。”
养老设施齐全受老年人欢迎
一个小花园、一个露台、七八间房……
这个小天地就是彭家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共 10 余个床位，现入住了 7 位老人。
“住在这
里心里感觉敞亮放心，除了一日三餐食堂有
热饭吃，护理员每天还检查身体状况，稍有
不舒服，按个呼叫器就来人，还能和老伙计
们一起下棋，拉二胡呢！”住在彭家寨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的陈大爷说，在西宁养老真舒
心。而在香格里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这里又投资 50 余万元购置了水疗仪、肠
动力、熏蒸机、理疗仪等医疗康复器械，为辖
区内的老年人进行理疗和康复训练。特别
是水疗仪，备受睡眠差的老年人欢迎，每天
都排队进行治疗。
“量身定制”
老年人关爱项目
“感谢政府为我们困难老人花钱买服
务，由民政部门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
办的关爱老人项目，专门给我们这些行动不
变的老人‘量身定制’了智能拐杖，这个拐杖
不 仅 可 以 照 明 、收 听 广 播 ，而 且 能 及 时 报
警。”家住德令哈社区年近八旬的赵奶奶拄
着给她配备的智能拐杖激动地说。除了配
备智能拐杖这样贴心的服务外，越来越多的
西宁老年人，正在享受政府购买的养老服务
项目，社工们会为他们提供理发、保洁、助
餐、助浴等服务，专业养老贴心更放心。而
多年承接政府养老项目的仆帮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的徐志勇表示，现在西宁的很多养老
项目都会让社工组织参与进来，一来补充完
善了养老服务体系，二来社工利用自己一套
较完整的专业理论体系专长参与养老的需
求评估、对志愿者资源等社区资源进行链
接，让老人能够在自己熟悉的家和社区获得
专业的照料和服务。
（记者 宁亚琴）

设了立体舞台、
可移动舞台、
3D效果等，
使得
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
让观众宛如置身于青
海各色美景和各帧幸福情景之中。
省演艺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演
出演员约有 700 人，晚会从 4 月初开始筹
备，在彩排中，演员们平均每天彩排时长超
10 个小时，大家都希望尽自己所能，向观众
呈现最完美的演出。

西宁人民公园人行过街通道工程是我市缓堵保畅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过街设
施项目，也是今年西宁一个重点民生实事项目。9 月 3 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
到，4 条人行过街通道已基本建成，周围正在加装自动扶梯和无障碍直升电梯，其余
的 5 个出入口正在加紧施工。据了解，人行过街通道建设完成后，将极大改善公园
道路拥堵的交通现状，
实现人车分流、方便市民出行。
王娜 摄

“共享芬芳 共铸小康”

公益巡演展览走进青海
本报讯（记者 王琼 闫鸿）9 月 4 日，记
者从 2019 年“共享芬芳 共铸小康”中西部
地区百县百场公益巡演展览（青海）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
“ 共享芬芳 共铸小康”公
益巡演展览走进青海，一批享誉海内外的
艺术家和艺术精品，将专程在青海进行巡
演展览，残疾人艺术家们将用精彩绝伦的
特殊艺术和作品，将“芬芳”和“仁美”洒向
青海大地，让青海人民共享一流水平的精
神文化大餐。
据了解，
“共享芬芳 共铸小康”百县
百场公益巡演展览由中国残联指导，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
促进会主办，中国残疾人特殊艺术中心、
地方残联及巡演展览的市（州）人民政府
承办。此次“共享芬芳 共铸小康”巡演展
览活动得到青海省残联及巡演展览的西
宁市、海东市、海西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
持。此次到青海开展巡演展览，将举办演
出 4 场、展览 2 场，青海观众可以欣赏到音
乐舞蹈诗《我的梦》，这是中国残疾人艺术
团秉承“真、善、美”的人文情怀与“特、雅、

精”的艺术追求所创作的综合性表演艺术
作品，在精心安排的 16 个节目中，整体风
格经典性与时代性并行不悖，既有手语诗
《我的梦》、舞蹈《千手观音》等经典之作，
又有《白色的鸟》
《彼岸》
《永不停跳的舞
步》等最新创编的舞蹈节目，还有《牧民新
歌》
《你是我的眼》等脍炙人口、直抵人心
的歌曲乐曲。同时，为庆祝青海解放 70
周年，专门还增加了青海当地选送的残疾
人艺术节目；巡演展览期间，还将举办残
疾人艺术家交流活动，组织残疾人艺术家
与青海当地残疾人文艺爱好者进行业务
交流，与青海当地社会各界进行互动；向
每个承办巡演展览的市（州）残疾人机构
或公共图书馆各捐赠图书 300 册，这些图
书都是华夏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近期
出版的新书，既有文学类作品、人文社会
科学类作品，也有医疗康复方面的书籍，
其中还有很多优秀残疾人作家的作品。

加强市场监管 规范市场秩序
本报讯 自 2019 年 8 月 30 日西宁市实
施猪肉羊肉直补限价政策以来，全市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严格落实市场监管责任，从
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保障、
健全监管体
系、
坚持问题导向、
规范经营行为、
保持高压
态势等方面入手，
对辖区内生猪屠宰企业、

羊肉平价销售点、猪肉平价销售点的平价
销售、明码标价、亮证经营、横幅悬挂等经
营行为定人、定责、定位、不间断地进行全
覆盖巡查监管，
有效防范囤积居奇、
倒买倒
卖、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全面保障猪肉、
羊肉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秩序井然。

本报讯（记者 王紫）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70 周年，活
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近日，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文化馆承办的
第七届优秀节目“五进”
（进军营、进校园、
进社区、进工地、进农村）惠民演出活动在
我市新宁广场拉开帷幕。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雄浑豪放、气势
高亢的威风锣鼓响彻新宁广场，来自群星
文艺轻骑兵艺术团的鼓手们，在铿锵有力
的节拍下，热情豪放的敲响传递着喜悦、幸
福之情的动人鼓点。表演者们个个激情飞
扬、活力四射，舞蹈《最美中国梦》、吉他弹
唱《我们的时光》、服饰表演《汉裳》、古典舞
《太乙游龙韵》等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示出文
明和谐、团结向上的美好景象，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第七届优秀节目“五进”活动于今
年 6 月底开始策划，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民
族舞蹈、民乐、管弦乐、合唱、皮影、地方曲
艺、青海花儿等节目脱颖而出。金秋九月，
群星文艺轻骑兵艺术团将以专场演出、综
合类文艺演出的形式，将 20 场接地气、惠民
心的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千家万户、送到田
间地头、送到群众心中，以实际行动践行新
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勇当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建设的好参谋
本报讯（通讯员 张彦俊）9 月 2 日上午，
市委绿色发展研究院召开党员干部专题学
习会，迅速学习传达全市绿色发展样板城
市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认为，全市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
设工作会议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和省委“一
优两高”战略的又一次重要会议，既是我市
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的一次总结会，更
是下一步工作的动员部署会。王晓书记的
讲话政治站位高、思想内涵丰富、视野宽
广、针对性强，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
提供了实践指南。张晓容市长的讲话指向
明确、部署清晰、可操作性强。
会议要求，全院上下迅速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上来，确
保会议精神在该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下一步该院将按照王晓书记提出的“要加
强与省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突出重
点、多出成果”的工作要求，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秉承红色引
领、打造新型智库、服务决策咨询、致力绿
色发展”的工作目标，开展重点研究和工作
谋划，不断提升研究水平，重点解决全市在
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中遇到的体制性、
结构性等瓶颈约束，总结全市绿色发展样
板城市建设中具有西宁特色的经验做法，
发挥好智力平台和参谋助手作用，勇当全
市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的好参谋，为青
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西宁书
写市委绿色发展研究院担当实干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