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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这里开始下雪了青海这里开始下雪了！！白茫茫一片白茫茫一片
【新闻回顾】9月13日中秋节当天，一场降

雪降临我省果洛州玛多县，给三江源腹地披上
了洁白的冬装。记者从果洛气象部门了解到，
本次降雪较往年要早一些，当日的积雪深度达
到0.4厘米。

【微友评论】
花开的声音：青海八月既飞雪，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飞雪云殇：才九月中旬就能在青海看到这

么大的雪，如今已进入雨雪高峰期，司机师傅
们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佳静：本以为只是没有夏天，其实秋天也
溜了！来来来试试我大美青海的任性。

紫涵：果洛的气候真的是太差了，基本上
一年四季都在下雪，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确
实很辛苦。

星星点点：四季都过成了冬季，雪天路滑，
大家千万要小心。

张全领：青海八月雪花飘，眼前茫茫一片
白。独特气候令人醉，雪花片片漫天舞。

荣宏：茫茫的雪海望不到边，抢先来到降
雪的果洛，让人沉醉在了雪源玛多的境地，它
犹如一块仙境，使人泛起了一丝对雪的留恋！

穿靴子的猫：好美呀，我大美青海下雪啦，
好美的景色给草原房屋街道披上了洁白的冬
衣，外地的小伙伴们快去大美青海看看美丽的
雪景噢！

忍者：初雪降玛多，白雪遍原野，看银装素
裹，分外妖娆美。路容易结冰，司机小心滑。

美人鱼：青海的天气就这么任性，说雨雨
就来，说雪雪就飘，给草原、街道、房屋披上了
洁白的冬衣，降雪后道路易结冰、积雪，请司机
师傅们注意安全，稳驾慢行。

花：可怜的警察们冻坏了，你们辛苦了。
西宁民主街西宁民主街49704970户将进行棚户区改造户将进行棚户区改造
【新闻回顾】棚户区改造是为改造城镇危

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
项民心工程。

【微友评论】
紫涵：我觉得应该整个拆除是对的，房屋

年限已久，民主街和人民街以及水井巷这一片
早应该改建成商务区了。

星星点点：借助此次棚户区改造项目将还
路于民，对原本搭建在道路东侧的商用彩板房
进行全面拆除，这样就不用人车抢路了。

知音：造福与民，期待新容颜。
桃之夭夭：路边的房子老旧很厉害，设施

也不全，应该拆了重建啊。
温暖：民主街棚户区改造，除了安装保温

层外，还将对楼体的外立面以及楼内面进行粉
刷，同时将更换老旧窗户对屋顶重新进行防水
处理。

飞雪云殇：民主街棚户区的改造不仅能提
高居民的生活环境，而且还将还路于民，让民
主街焕然一新！

蓝韵广告传媒：政府的民生工程，最好顺
便把民主街市场拆掉或升级改造一下。

荣宏：棚户区改造为的是让居民享受政府
阳光般的政策。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住上舒适、
宽畅明亮的房子，环境改善了，阴暗潮湿房子
拆迁了，居民得到了保障，心情好舒畅！

美人鱼：棚户区改造是一项民心工程，改
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兼顾完善城市功能、改善
城市环境。

追梦雨兮：非常高兴，民主街进行棚户区
改造。希望留给我们美好记忆的民主街。改造
后能旧貌换新颜。也期待本人所在的商业巷小
区能尽快进行穿衣戴帽工程。希望西宁市人民
的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对幸福生活的满意度
越来越高。

禾川小白：其实应该拆了重建，那些房子
太有年头了！

佳静：棚户区改造，为民造福！赞！
黄河亮了黄河亮了，，第一个就是青海西宁第一个就是青海西宁

【新闻回顾】“黄河亮了！”9月16日晚，一
场以“向祖国表白”为主题的城市联合灯光秀
在黄河沿岸城市上演。第一个就是青海西宁。

【微友评论】
海燕：点亮人民红，网聚中国心！
张全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灵魂。为

黄河亮了点赞！
禾川小白：“黄河”中国的母亲河！
王俪臻：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

盛。
紫涵：黄河亮了，第一个点亮的就是我的家

乡青海西宁，让我们向祖国表白——我爱我的祖
国。

荣宏：在祖国母亲怀抱中成长起来的炎黄子
孙，默默地、深情地祝福祖国母亲，感谢您的关心
和呵护，我们愿祖国更加强大，更加繁荣昌盛！

飞雪云殇：25处美丽的地标建筑，照亮黄河
之滨。以此来向我们的祖国表白，祖国我爱您！

珠珠：黄河是母亲河，我爱我的家乡母亲
河，我自豪我是中国人，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星星点点：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
山西、河南、山东等省区沿黄河的9个城市在25
处地标建筑“点亮人民红，网聚中国心”，照亮黄
河之滨。

九月菊：点亮黄河，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
爱你我的祖国，为我们强大的祖国祝福、点赞。

瑞生：九个城市点亮灯，二十五处人民红。
网聚赤诚千万民，共同照亮黄河滨。青海西宁第
一灯，青藏高原祝福心。广场灯辉夜通明，谨向祖
国表真情。

璇宝萌歪歪：太美了！点亮人民红，网聚中
国心。让我们一起向祖国表白——我爱你中国。

央视又赞大美青海央视又赞大美青海！！
【新闻回顾】9月17日晚，大美青海再一次

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在近5分钟的时间内集
中展现了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主体的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以山水林田湖草为生命共同
体的美丽画卷正在书写。“这一次，青海再一次
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生态这张青海名片。”

【微友评论】
云云：祝福我的家乡大美青海越来越好，也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张全领：大美青海，魅力西宁。神秘的青海

通过央视再次展现全国，走向世界！
紫涵：大美青海，美在生态！这是绿色中国

走向世界的“形象大使”这也是青海实现从经济
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的必由之路！

荣宏：央视以《筑牢生态线，坚持绿色发
展》的新闻，对青海坚持生态文明，保护生态
环境作了报道，报道是对青海人民的最大支
持和鼓励。守护、呵护绿色屏障，坚守绿色发展，
建设绿色生态，同时不忘习总书记寄语，是青海
人民头等大事，为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央视的播报
点赞！

心静如水：青海最近几年生态环境真的改
善了。

海阔天空：青海是祖国的后花园，山美水美
天也美，好名字，大美青海。

浓情小火车：大美青海不仅仅大在气吞山
河的连绵高山；不仅仅大在包罗万象的草原、雪
山、湖泊及森林；不仅仅大在像只巨大玉兔的疆
域辽阔，更大在全方位多举措的为保护生态从
而牺牲经济发展的大格局！

石头：大美青海在生态，尤其是这两年树也
多了，公园也多了，水质更清澈了，尤其是三江
源地区被命名为国家公园，这充分彰显了国家
对保护生态的重视，大美青海明天天更蓝，水更
清，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青海看一看。

飞雪云殇：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
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为了美丽的
青海，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好青海的绿水蓝天，
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和贡献！

没有配乐：如果没有摄影爱好者的视频，在
青海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去过这么美的地方，简
直太遗憾了。

好心情：故乡青海真美，大美青海，青藏高
原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瑞生：央视又赞美青海，集中展现在生态。
国家公园为主题，青海名片展开来。山水林田湖
草爱，价值潜力在生态。生态责任不闪失，形象大
使走世界。

秋水无痕：欢迎来大青海，近几年青海的发
展尤其是环境的变化太大了，公园很多，绿化很
多，城市很干净，人文素质也提升了不少，身为青
海人，很有幸福感！

嘉禾：美丽青海，正在揭开神秘面纱，等待
人们去发现她的美丽。世界屋脊，地球之肺，为人
类提供无尽的资源。

美人鱼：“大美青海，美在生态！”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青海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Misaki：昨天晚上赶论文的时候听到新闻里
播送大美青海，赶紧停下跑过去看，太骄傲了。

星星点点：青海省牢记嘱托，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逐渐探索出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路径。

55个出入口个出入口，，西宁人民公园地下通道今日西宁人民公园地下通道今日
建成通行建成通行！！

【新闻回顾】以前的人民公园门口人车混
行、交通拥挤，是市区内一个比较难行的交通
路口。9月20日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经紧张
努力施工，人民公园人行过街通道工程目前已
完工已于今日正式通行。

【微友评论】
海燕：人流车流分开，又安全还不堵车！
飞雪云殇：人民公园地下通道终于可以通

行了！这样不仅可以缓解交通压力，而且使得人
民公园西门十字路口成为市区又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星星点点：再也不会人车抢道，行人更安
全，司机开车更通畅。

阿香：为建设通道的建设者们致敬！你们辛
苦啦！为西宁市的越来越美好感到欣慰，为建国
70周年献礼！

安乐果：地下通道为广大市民休闲、购物、
娱乐提供一个方便、安全的出行环境，同时提高
快速交通与慢行系统的效率，提升区域通行品
质。地下通道开通运行、地上绿化等设施也重新
配建，道路重新优化，公园门口被拓宽成一处小
广场，整个人民公园到新宁路、海晏路、胜利路一
道不仅交通变得畅通，环境也变得更加优美。

随缘：怀念西宁！我为西宁点赞！祝福西宁
的明天更美好！

荣宏：西宁过街地下通道的陆续开通，基本
结束了主要过街道路，人车混乱的尴尬局面。如
今人民公园地下通道开通，就见证了西宁已走向
车辆不受人流过多，而影响交通堵塞问题，人车
混乱现象基本悄然离去！

金倩：厉害了，速度相当快，而且自动扶梯
和无障碍直升电梯，更加方便了过往的行人，就
无障碍直升电梯来说，我们西宁在全国可是走在
前列啊，非常人性化，我们的西宁越来越美了，为
我们美丽的西宁点赞！

瑞生：又有喜讯再传来，过街通道终建开。
五口出入四通道，缓堵保畅周边街。公园十字无
障碍，人车分流安全在。

君子兰：我是人行通道建设者之一，以往夜
间施工的艰辛和泪水，都被今天的顺利通行而冲
淡，过往的市民连连称赞，政府为人民办了一件
好事，一件实事，听到后，心感自豪。

一吱：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过马路再不用
提心吊胆，还有升降电梯，方便我们出行，给建设
者说声辛苦了，感恩政府为民着想，为庆祝祖国
70岁生日送上的大礼自豪。

半片砖：路面能重新铺一下就完美了。
满儿：贴心，这样行人安全，车辆更加通畅，

双手点赞！
投资投资11..5757亿亿！！西宁西宁3939个老旧楼院将改个老旧楼院将改

造造，，看看有你家吗看看有你家吗？？
【新闻回顾】9月起我市将结合老旧小区实

际，对39个老旧楼院以及3条市政道路进行综
合整治，全面提升城区“颜值”，改善人居环境。

【微友评论】
云离浔：第一张就看到是我家那栋楼，家属

院孩子们比较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张全领：西宁39个老旧楼院要进行改造，是

政府的惠民政策。旧貌换新颜，深受百姓欢迎和
称赞！

紫涵：老房改造确实是好事，就是没有我们
院子。

温暖：西宁大开发，旧楼院整体改造，旧貌
将换新颜！

刘小民：这样一来，价值就高了。
荣宏：改造老旧楼院，让居民住上舒适的新

楼房，你欢乐，我高兴，为民办事效率高，政府以
民为中心的思想我点赞！

知秋：棚户区老旧楼院改造，是造福民生的
好事，老百姓大力拥护，不知我们小桥大街毛胜
寺地区何时能改造，非常期盼！

史国成：对住户真是好消息，期待改造后的
样子。

美人鱼：棚户区改造，为民造福，要是这些
老旧楼院能拆掉重建就更好了。

飞雪云殇：老旧楼院的改造虽然会给我们
带来不便，但是未来可以提高我们的居住环境，
更能提升城市的颜值。一切的不便都值了！

星星点点：旧貌换新颜，加强了老旧小区的
功能，让老旧小区居民更舒适。

方便方便！！西宁增加西宁增加1515个公共自行车停放点个公共自行车停放点
【新闻回顾】“现在车辆直接能从公园骑到

家门口，很方便。”9月17日，记者在我市海湖
新区文博路与文景街口的公共自行车站点看

到，市民苏先生正在这里借车，他说每天都会
借车沿着绿道骑上一圈，现在站点设在了街道
上骑车更方便了。

【微友评论】
海燕：绿色出行，环保出行。
没有配乐：哪时候能全市都有就好了，短距

离出行的时候就想有个自行车就方便了。
桃之夭夭：天冷了，自行车骑不成了吧。
安乐果：现在站点设在了街道上骑车更方

便了。
星星点点：环保出行、绿色出行。
思念成疾：期待已久的自行车终于安排上

了，激动！
美人鱼：现在出门骑自行车既绿色环保又

方便快捷，这项惠民工程让大家出门有了更多的
选择。

五味人生：这个好，公交车站背面免费的自
行车无缝隙衔接，方便市民出行。

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搬家了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搬家了！！
【新闻回顾】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大十字新华书店要进行全面升级
改造！9月19日，大十字新华书店搬家了！国庆
节前，书店将在民主街1号新址营业，继续为
广大读者服务。

【微友评论】
信仰的力量：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新华书

店像一个丰碑，永远照亮我们的内心。
卢光明：记得第一本小人书就是大十字新

华书店买的，曹操割发。快四十年了。
相见不如怀念：书店搬家了，知道了。满满

的回忆，期待新书店。
琪琪：伴我成长的地方！现在在福州看到这

个好消息，真是为家乡高兴！明年回家，去大十字
书店看看！

长江：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是我非常喜
欢去的地方，她伴随着我度过了三十多年历
史，由于地理位置的方便，我是经常去，如今虽
然我已经离开了西宁很久了，我依然喜欢着西
宁大十字新华书店，依然回忆着大十字新华书
店！

看世界：新华书店无论搬迁到哪里，我都少
不了一个星期去两趟。

飞雪云殇：大十字新华书店将升级改造，所
以暂时搬家，大家可千万不要白跑路了，期待改
造后的新华书店能为我们营造一个舒适的读书
环境！

韩卿：曾工作必经之地。相依相伴数十年，
以充知识饥渴，带给我们莫大的快乐。

文旭：大十字新华书店也是西宁市的地标，
也是很多人成长的记忆，我也喜欢大十字书店。

没心没肺：很是想念那会跟父亲在大十字
天桥上看车来车往的情景，我这个农村娃出来见
个世面，回去能吹很久。

海伦：新店让读者有更多的体验。
记忆：不是搬家了，应该是升级改造。
王俪臻：我们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变迁给百

姓带来的惊喜真不少！愿我们的大西宁越来越
好！

星星点点：60年间，大十字新华书店伴我们
同成长，是我们不可磨灭的记忆。这座精神殿堂
为青海读者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成为人们最
珍贵的城市建筑。

信仰晴天：今年一年内你可能见不到大十
字新华书店了，它已搬迁至民主街1号。对广大
读者真是一个利好消息，我们这座城市的繁荣与
变迁给百姓带来的惊喜真不少！愿我们的大西宁
越来越好！

瑞生：相知相伴六十年，精神食粮无遗揽。
共同成长结感情，文化传播永不断。全民阅读成
观念，书香青海早实现。文化记忆常凝聚，高原儿
女在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