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湟源县城腊八粥飘香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 1

月 8 日，正值农历腊八。 湟源
县丹噶尔古城内， 盛满腊八
粥的大锅一字排开， 来自各
地的游客， 细细品尝着香气
四溢的腊八粥。 在一曲《腊八
颂》歌声中，湟源县第六届丹
噶尔民俗文化旅游节拉开序

幕。
一大早， 丹噶尔古城内

游客如织。 古城内一个特制
的冰钵内盛满麦粒， 一位农
民拿着木杵正在舂麦仁。 走
进古城老街， 空气中弥漫着
腊八粥的香味。 放眼望去，各
种风味的腊八粥大锅在街巷

一侧一字排开， 受邀来品尝
腊八粥的游客们早已按捺不
住喜悦的心情。 品完腊八粥，
游客们兴致勃勃地游老街 。
老街里的民居院落错落有
致，别具特色。 除了欣赏古老
的建筑，卖花姑娘、县太爷巡
街、 茶马商队等市井文化表

演让游客流连忘返。
为了进一步展示独特的

原生态民俗文化， 打造湟源
县丹噶尔古城品牌旅游项
目，从 1 月 8 日(腊月初八)至
3 月 2 日 (农历二月初二)，湟
源县将推出丰富多彩的众多
原生态民俗民族文化活动。

西宁市群艺馆寒假免费培训农民工子女
本报讯 （记者 燕卓）为

让农民工子女和贫困家庭子
女共享爱的阳光，本报读者艺
术团艺术总监西宁市群众艺
术馆从 1 月 7 日开始，面向省
城招收唱歌班和拉丁舞班，农

民工子女和生活贫困家庭子
女可以获得免费培训机会。

西宁市群众艺术馆培训
部主任徐杰说， 只要是 7 岁至
12 岁的农民工子女或家庭贫
困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唱歌

班或拉丁舞班，本报读者艺术
团还将邀请参加培训后的小
演员们登上舞台，一展才艺。

报名时间：1 月 7 日至 1
月 13 日

授课时间：1 月 14 日至 2

月 27 日
报名地点： 西宁市群众

艺术馆 5 楼（解放路少年宫西
侧）

温馨提示：唱歌班报名时
小学员请准备一首演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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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轻轨建设还未获批复
总投资、起始站点等尚待审批

本报讯 （记者 周建萍）
1 月 4 日西宁市两会上， 西
宁市人民政府提出， 年内将
启动建设轻轨 1 号线试验段。
本报 1 月 5 日报道后， 立即
引起青海人民及有关媒体的
关注。 昨日， 记者专程再次
前往西宁市发改委， 据此项
目的主要负责人、 西宁市发
改委副调研员熊海琴介绍 ，
目前， 西宁市已完成轻轨网
线规划， 但还未得到主管部
门的批复。

2009年已着手
轻轨建设前期工作
按照目前西宁市的地理环

境和交通环境来说， 建设一条
既能满足城区、 城郊间快速连
通， 又能促进周边经济发展、
缓解交通压力的轻轨， 势在必
行。 为此， 在西宁市委、 市政
府的指导下， 西宁市发改委于
2009 年， 就有了建设轨道交
通的想法。 但由于按照国标
要求， 西宁市当时还达不到
人口标准 ， 市政财力有限 ，

只能着手准备各项前期工作。
真正走出坚实一步的， 是近
两年。 随着西宁市的社会经
济发展， 人口数量增加， 西
宁市在西北五省区的省会城
市中， 已经达到建设轨道交
通的条件,因此， 西宁市发改
委就立即全面展开轻轨建设
的规划编制工作， 希望早日
将梦想变成事实。

线网规划
等待国家审批

轻轨项目牵动着无数民

心， 但并非简单规划、 设计就
能开工建设。 “建设轻轨， 不
像盖大楼那么简单， 需要经历
很多环节。” 熊海琴说， 按照
初期的规划， 未来西宁市的轻
轨将有三条线， 其中最先开建
的是一号线。 但是， 这一工程
是西宁市目前最复杂、 建设
期最长， 投资量最高、 有一
定风险， 但也是最能方便市
民出行的民生工程， 需要经
过线网规划、 建设规划、 可
行性研究、 设计等多个环节，

最终报省级及国家级主管部
门层层审批。 但值得高兴的
是， 西宁市建设轻轨的各项
工作 ， 已经具备审批条件 。
为了确保这一项目按照西宁市
政府对市民承诺的 “年内启动
一号线试验段” 如期开展， 西
宁市发改委各相关工作部门和
人员， 都在全力以赴。 等待审
批完后， 确定下来线路及站点
设置、 建设工期、 投资量等内
容， 将第一时间与市民分享这
个好消息。

轻轨已纳入
全城交通体系规划
实际上 ， 轻轨的建设 ，

只是西宁市城市交通体系建
设中的一部分。 目前， 西宁
市也正在编制西宁市城市交
通体系规划， 与最新修改后
的城市整体规划相融合， 尽
可能地在呈 “X” 形的城区
中， 科学规划出最利于西宁
城市交通发展的交通网络体
系， 便于城市发展和市民出
行。

1月 8 日， 西宁市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平价蔬菜批
发点，商户正在搬运蔬菜。 为保障西宁市蔬菜供应，商
务部门冬季将累计组织调运蔬菜 9 万吨。 并设置平价
蔬菜批发点，平抑零售市场蔬菜价格。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西 宁 市 部 分 在 售 楼 盘 市 场 价 格

区域 楼盘名称 住宅均价（元/㎡） 商铺均价（元/㎡） 售房部电话

海湖新区 恒昌卢浮公馆 毛坯 7200、精装楼王 14000 ——— 6363111
海湖新区 新华联广场 7600 35000 6185555/6185666
海湖新区 盛达·国际新城 5900 ——— 8118186
海湖新区 金座晟锦 售罄 ——— 6309988
海湖新区 安泰华庭 5600 23800 6332222
海湖新区 萨尔斯堡 别墅 13500、洋房 7800、公寓 6000、小高层 6200 ——— 8085678/8065678
城北区 海湖名扬 一房一价 预约登记中 5227777/5228777
城北区 恒大名都 5800-6000 无商铺 5203333
城北区 紫金佳苑 4500 起价 20000 6270333/6270777
城北区 紫恒·帝景花苑 毛坯 5200、精装 6100 售罄 4725222/4725999

城北区 朝阳尚城 小户型 5000 1楼 23000，2 楼 13000 5511888/5511999
城北区 瑞景河畔家园 多层 4900、高层 4900 ——— 5131666/5131999

城东区 青英领绣城 大户型 6300、小户型 6900 预约登记中 7317888

城东区 中惠·紫金城 5500 预约登记中 6111888

城东区 港欧·东方花园 4900 预约登记中 8868111

城东区 三和·翠雍天地 5300 20000 8809199

城中区 东方明珠 7000 45000 8165066/8165088

城中区 上品苑 6800 48000 8012222/5555

城中区 怡馨花园 4600 ——— 6361666

城西区 香格里拉四期 7500 23000 6265888

城西区 夏都景苑二期 6350 ——— 6336888/6318111

城南新区 格兰小镇 4500 售罄 6510000/6512999

城南新区 三园·新城佳苑 3900 预约登记中 6512777/6512555

城南新区 黄河花园 3850 售罄 4120555/4120222

经开区 新力·景瑞新城 4750 ——— 8865999

经开区 泛泰·依山郡 4800 22000 8456888/8457666

经开区 预约登记中 8808666沪宁锦苑 5400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拓虎数据中心提供 6121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