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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旭峰会展承办的“第十七届中国·西宁
生活用品交易会”于9月5日-21日(9:00-17:
00)在城南会展中心（C馆）举办，展会的举办
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集购物、休闲、美食、
娱乐一站式的购物场所。

据悉，本届展会有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家
企业参展，展出商品涵盖：秋季服装、休闲服
饰、家纺床品、家居用品、农副特产等各类商
品近万种。一位正在逛展的市民高兴的告诉
记者：“展销会上的展品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必需品，展会的举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购物
的好去处，真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需求！”。
从现场了解到，本届展会人流涌动、销售火
爆、受到市民的喜爱，仅开幕当天就吸引了近
万人前来观展购物。

从组委会获悉，展会现场举办了丰富多
彩的惠民活动。展会期间市民朋友凭本人身

份证及手机号码免费注册旭峰VIP会员，即可
免费领取20元代金券；老会员凭本人会员卡
可积分并兑换代金券…… 为方便大家参观展
会，组委会还开通了免费直通车，从西钢（招
待所对面）发车，沿途经过小桥（新华书店）、
西门（原省农行对面）、湟光华联站（花园南街
站）、康乐（21路、25路终点站）到达城南会展
中心，市民朋友可在以上站点免费乘坐。现
场还设有顾客免费茶歇区，小件寄存处，复秤
台、展会咨询服务处等多项服务，承办本届展
会的旭峰会展公司向所有消费者承诺：所购
买的商品不满意可退换！让您开心逛会，放
心购物！

据了解，本届展会的承办单位旭峰会展
公司，是全国知名的大型会展企业之一，是中
国展览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商务部指定的

“商贸流通业典型统计调查企业”。

旭峰会展第十七届中国·西宁生活用品交易会在城南会展中心开幕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秋风徐徐，吹皱大
通北川河，河滩边几只活泼可爱的“小精灵”
在水里、草丛间嬉戏打闹。它们时而一头扎
进水里觅食，时而随波飘荡。它们三两成群，
自由自在的身影，为波光粼粼的河面增添了
不少生气，也吸引了很多过往人驻足观看，大
家都说：“北川河的这些鸭子们不怕人，游来
游去的可真萌！”

8月底，记者在大通北川河小公园沿河看
到，三四只野鸭子在河里觅食。它们有的随
着河流自由地向下滑行，有的则逆流而上在
河面划出一道道波澜。有时它们还会走上河
中的堰塞河区域，在草丛间梳理毛发，栖息打
闹。这里的草丛、河水成了它们生活的居所，
哪里有食、哪里草深、哪里水浅都掌握的十分
清楚。沿着北川河岸是大大小小的公园，每
天在这里锻炼、玩耍、休息的居民不少，绿草
地、杨柳树、清水河……优美安逸的环境吸引
了居民，也吸引鸭子成了这里不可缺少的“角
儿”。河岸边居民们在悠闲地享受着美好的
生活，河水里成群的鸭子在觅食玩耍，好一派
和谐的自然图画。

第一次路过北川河的居民看到这些野鸭
子时，都会惊喜地立刻拿出手机拍下它们的
身影，而常住附近居民却已经习惯身边的这
些野生“小伙伴”的陪伴。附近小区居民张义
告诉记者，这几年，北川河治理得很好，河里
几乎没有垃圾漂浮，岸边更没有排放污水的
管道，生态好了动物们也自然更喜欢这里的
环境。他说：“每年从3月份左右，北川河的
野生鸭子就慢慢多了起来，一直到冬天野鸭
子游来游去的景象也时时能看到。而这景象
几年前可是看不到的，野生动物光临说明我
们的生态确实越来越好了。”

为此，记者采访了大通县水利局河道管
理中心，据中心主任杨益民介绍，2016年起，
大通县桥头镇的二号桥至三号桥之间的北川
河里，经常能看到三三两两的野生鸭子。从
外观上看，这些野鸭子都是脖子发白，全身灰
黑色的羽毛，个头还都不小。经过工作人员

的长期观察，这些野鸭子是四季住在北川河
里，河中的堰塞河就是它们的窝。随着连续
几年河长制制度的落实，北川河河水水质更
清澈、更干净，再加上河里小鱼数量增多，安
家在北川河的野鸭子也就越来越多了。“为了
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我们封堵了北川河的排

泄口，加大巡查力度，再加上沿岸居民自觉保
护，没有发生过追捕现象，所以这些野鸭子成
了北川河一道亮丽的风景。”杨益民说道。记
者从西宁市观鸟协会获悉，栖息在大通北川
河的野鸭子学名叫斑嘴鸭，雌雄同色，西宁周
边地区也有繁殖。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君不见走
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戈壁
荒漠虽有诗句中无比壮美之势，但现实中，
带给油田人更多的还是荒凉和风沙。连日
来，“守初心、担使命”青海油田主题采访一
行震撼于戈壁石油人坚若磐石的意志力和
无私奉献精神，在这里，除了有七尺男儿顶
天立地之外，更有一群“戈壁之花”，她们用
女子的柔情和不输须眉的气魄，驻守在野外
岗位第一线，她们和这片戈壁狂沙一样，成
为油区里独特的风景。

花土沟的“采油花”
汽车一路颠簸，驶入花土沟作业区，荒

凉的戈壁上零星出现的低矮植被，被昏黄的
沙尘所覆盖，只有远处一个个高耸入云的井
架和抽油机才显得生机勃勃。海拔3000米
以上，长年无雨、风沙漫天，艰苦的环境中不
乏绽放着驻守在这里的“戈壁之花”。初见
孙静，她正在罐顶看液位、抄数据、扳阀门
……一圈下来，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一身红
装下的她笑靥如花，“这其实没什么，就是正
常的工作。”90后的孙静已在这里工作了四
年，由于父母都曾奋战在石油岗位上，从小
就耳濡目染父辈工作的艰辛，因此对石油有
种特殊的情怀，大学毕业后她毅然放弃了在
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了戈壁荒漠。外表
柔弱的她干起活来丝毫不输男性。

“刚来的时候真快崩溃了，大脑一片空
白，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会做，好在有师
傅带。”加上自己勤奋好学，如今孙静已成长
为一名出色的采油工。取样、量灌、擦油井
口……女汉子的她件件干得利落，拉闸开
闸，她总是抢着干，早已不是刚刚参加工作
连抽油机跟前都不敢去的小姑娘了。

扎哈泉的“小不点”
在花土沟附近的扎哈泉采油作业区，平

均年龄28岁的女子拉油班组成了戈壁上一
抹“靓丽”的风景。“别看我们都是姑娘，每天
在 5 米高的油罐上爬上爬下可是我们最拿
手的。”姑娘们被安全帽和围巾裹得严严实
实，因为她们也怕蚊虫叮、也怕风沙吹、也怕
日头晒。采油二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周会清
感慨地说：“扎哈泉采油作业区刚成立时，因
工作任务量繁重、管辖区域广阔、岗位人员
紧缺而远近出名，原油拉运工作更是让大家

‘望而却步’，因为集输流程不健全，需要拉
运全区160多口单井罐，全凭借罐车一车车
的运输来完成原油生产任务。女子拉运班
是戈壁中最美的。”李雪峰是拉运班中年龄
最小的，因为“小巧玲珑”，被大家亲切地唤
为“小不点”。

一次晚上 11 点，在装最后一车油的路
上，天偏偏下起了雨，出门的她没有带雨衣，
昆仑山脚下的夜晚在这场雨里显得越发的
阴冷，她只能硬着头皮，搓搓手脚在罐上继
续装油，身上的衣服早已经湿了大半边，风
雨交加下，这个“小不点”愣是坚持完成了最
后一车任务……如今的她总是不示弱地说：

“你们别小看我个头小，我这个胳膊现在可
有力量了，搬得动闸门，干得动重活，是最强
壮的‘男友臂’。”

春去秋来，寒暑交替。“戈壁之花”们就
是这样冒着狂风、顶着沙尘，在最艰难的环
境里，度过属于她们的岁月。她们用石油人
特有的坚韧，让这贫瘠而又富饶的采油之地
有了勃勃生机。她们那一张张执着而坚毅
并存的脸上写满坚强，让戈壁深处格外明亮
醒目。 （记者 小蕊）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积极构建“党建
引领，绿色共治”工作格局，城东区各街道
党工委注重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
群众优势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引领
绿色发展的“主引擎”，以绿色发展宣传月
为载体，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
的宣传活动，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和谐东区步伐。

据介绍，八一路街道党工委在青铁阳
光小区广场组织文艺演出、趣味知识问答、

“垃圾分类你来投”等宣传活动，提升居民
绿色环保意识，培养居民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林家崖街道党工委“生态利民”党建联
盟成员单位开展了“践行绿色发展、建设和
谐东区”绿色发展宣传月活动，引导辖区广
大居民不断加入到节能减排行列中；清真
巷街道党工委组织社区工作人员、辖区群
众和青少年30余人，前往北山美丽园开展
主题为“倡导绿色出行 增强环保意识”徒
步行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东关大
街街道党工委组织开展了“争当绿色小卫
士 文明城市我先行”主题宣传活动，发动
小志愿者们为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贡献
自己小小的力量；周家泉街道党工委举办
了一堂以“争做环保使者、共创绿色社区”
为主题的微党课；火车站街道党工委宣传
月期间组织辖区居民学习《西宁市民绿色
生活公约》并观看微视频《绿色发展、走向
世界》《垃圾分类知识视频》等公益视频；大
众街街道党工委邀请园山小学老师、辖区
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在“绿色小屋”一起体
验低碳生活，现场演示垃圾分类，推动辖区
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在生活方式上加快向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转变，形成崇
尚节约、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

下一步，城东区各街道党工委将充分
整合驻区单位党组织党员志愿服务力量，
持续加强绿色发展宣传力度，开展河道治
理、卫生环境整治等活动，培育绿色文化,
推动绿色环保理念，为辖区居民群众创造
高品质生活。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打造“委员驿
站”新阵地、实施“双联”新机制、推行“三
个”新措施……今年以来，城西区政协紧
紧围绕中心工作，统筹谋划、创新举措、同
向发力，不断推进全区新时代基层政协工
作创新发展。

年初，依托城西区万方城(兆维)楼宇
党建共同体，建立了市、区两级政协委员
驿站，开辟了市、区政协工作的新途径，搭
建了委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新平台。自委
员驿站建立以来，城西区政协坚持党建引
领，开展“党员委员履职建言点评会”“委
员微课堂”等活动，进一步健全落实党对
政协工作领导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举
办“听民意、察民情”座谈会、政策询答会
等活动，使得事关民生问题的反映、解决
途径更为广泛，政协组织的基层影响力得
到进一步提高；开展“请你来协商”“民生
协商论坛”等活动，提出“辖区缺少购物方
便的大型农贸市场”等10余条意见建议，
拓宽了协商渠道，发挥了为政府科学决策
助推器的作用。

为了提高委员的政治站位，推行政协
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党员委员联系党
外委员工作机制（简称“双联”），明确党组
成员分工和落实任务期限，定期组织开展
活动，加强对委员的联系。同时，推行政
协主席＋联络组、委员驿站＋联络组、会
议活动＋联络组、委员考核＋联络组，不
断增强政协工作生机与活力，形成了政协
党组领导、镇（街道）党委重视、政府支持、
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的联络组
工作新格局。为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主
体作用，区政协还坚持“动口建言”与“动
手办事”相结合，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
结合，制定实施了在委员中开展“7个1”活
动措施，激发委员队伍的活力。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记者从相关部门
了解到，新学期开学，湟源各学校全部按标
准班额招生，全县小学、初中大班额全部消
除，并将在着手消除高中阶段大班额的基础
上，进一步科学规划学校布局。

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城关三小新增
三年级、六年级各一个班级，分流学生 98
人。湟源一中新增初三班级1个，分流学生
54人，顺利实现2019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
段大班额全部消除。为切实解决湟源县各
学校学位短缺问题，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大班额，湟源县委县政府及教育部门通
过盘活一批、新建一批、配套一批、提质一
批等模式，合理规划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
局建设，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保障适龄
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通过采取
定期交流，校际帮扶、送教下乡、送培上门、
对口支援等多种办法，重点加大城镇学校
向乡村学校、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中心学
校向村小教学点的交流轮岗力度，持续引
导优质师资向农村、薄弱学校有序流动，不
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逐步化解因“择师”

“择校”引发的大班额问题，进一步推进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

下一步，湟源县在着手消除高中阶段大
班额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规划学校布局，
利用职业技术学校异地重建项目，将原湟源
职业技术学校老校区改建为1所城镇小学，
增设小学教学班24个，分流城关三小河拉台
片区和城关一小北大路片区部分学生；计划
2020年将大华镇池汉学校改为一所城镇学
校，扩招池汉及莫布拉新村等片区的学生，
不断扩大离城关地区较近学校的学位供给；
在教育投入、学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骨干
教师流动、教师职称评聘等方面，进一步向
乡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切实改善农村学
校教师办公和生活条件，适当调整县城中小
学职称结构比例，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和校
际之间的差距，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

大通北川河里游来一群野鸭子

湟源义务教育阶段
大班额全部消除

东区开展绿色发展宣传月活动

西区推进基层政协创新发展

绽放在戈壁荒漠中的绽放在戈壁荒漠中的““铿锵玫瑰铿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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