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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武晓东时，他正拉着一车新苗子
往山上赶。戴着眼镜、衣着整洁、笔挺的
腰板，他是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工作人
员，就是这样一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电力
技术人员，与大山打了 6年交道后，已经完
完全全变成了专业护林员。

条件太恶劣 创造条件种好树
拉着新苗子，武晓东和同事们马不停

蹄地奔上山。“这些树要抓紧时间种下去，
不然成活率会下降。”武晓东说。

站在山上俯瞰西宁市，城市脉络清
晰，南北两山遥相呼应，像母亲的臂膀，环
抱着西宁。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南北
山已经是郁郁葱葱，满眼绿色。“南山要好
一些，北山条件差很多，在北山种活一棵
树所花费的精力，在其他地方都能种活十
棵了。”武晓东边说，边组织大家将树苗搬
运下来。

今天，这些树苗要补种在山坡地带。
说是山坡，其实中间大部分是已经接近
九十度的垂坡了。“这要怎么把树苗运下
去啊？”看到这儿，我们不禁产生疑问。
但武晓东他们好像并不担心，几名工人
已经小心翼翼下到山坡下面，另外的工
人在山坡上支起一个架子，树苗通过架
子上有线轴运送到山坡下，就这样不断
来回运输，既省时间又省人力。“这都是
我们的工人在工作当中想出的方法，很
实用，不然单纯依靠人力，辛苦又费时，
而且树苗很多还没种下去就干死了。”武
晓东说。

青海省电力公司绿化办北山绿化区
成立于 1989 年，地处西宁市大墩岭，绿化
面积 2090 亩，至 2016 年，绿化区共栽植各
类苗木 198 余万株，主要有青杨、青海云
杉、祁连圆柏等二十多个树种。2017 年 4

月，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绿化动员大
会上，青海省电力公司荣获 2014年至 2016
年度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先进单位称
号，武晓东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想尽办法也要把树种活
北山环境恶劣，用“风吹石头跑、山上

不长草”来形容再贴切不过。“前坡面土质
差、土质硬，羊脑石、红板岩较多，十字镐
打洞都费劲。”武晓东说。上山工作的六
年时间，他已经掌握了一套种树方法，山
上的困难都已经难不住他了。

刚上山，坚硬的羊脑石、红板岩是最
大的难题，如何在这么坚硬的土层上把树
种活，着实让人头疼。用铁钳和大锤在羊
脑石和红板岩上凿出洞后，把树种进去，
浇上水，可没过多久，第一批树还是死

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通过仔细观察，大
家发现，北山的特殊土层根本不存水，水
刚浇进去，马上就流走了。为了存水，大
家在西宁市南北山绿化办专家的帮助下，
在无纺布袋内装进营养土，把树种在无纺
布袋内，放进树洞中，这样，终于解决了羊
脑石、红板岩地区种树的难题。

北山日照强、蒸发量大，浇水一直是
重要的工作。但山林面积大，这边刚浇过
水那边就又干
了。为此，武
晓东和同事在
实践中总结出
一套省力高效
率 的 工 作 方
法，他们采用

喷灌来为林木浇水，不仅节省人力，而且
浇灌质量非常好。因为这套方法科学有
效，因此在北山上推广开来。

站在山上，映着阳光望向正在喷灌的
山林，一道道彩虹在山上散开。

“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集体的”
穿着电力公司的制服，黝黑的脸上，

写满了责任与坚毅。
翻看武晓东的微信，全是跟北山有关

的内容，今年种植的结果、给树木一点关
爱还大地一片绿荫、从北山俯瞰西宁、无
人机森林防火应用……就连自己的微信
名称，他都改成了“种树人”。就是这样一
名种树人，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完成了自
己的任务。

“你们不要只说我，这些成绩都是大
家一起完成了，我们的每一名工作人员都
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们的领导也非常重视
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才
有现在的山林。”武晓东谦虚地说。

春季种植、夏季绿化、秋季管护、冬季
防火；河北杨树形好、病虫害少、存活时间
久，适合在道路两边种植；红柳耐旱、生命
力强、长势好，适合种在坡地。树坑怎么
挖、挖多深、怎么种等等，每一个细节都烙
印在这名电力种树人脑中。

站在山上望向自己种下的树，他的眼
神中满是坚定，胸前的党徽映着阳光，闪
烁着耀眼的光。

武晓东：想尽办法也要把树种活
本报记者 李艳芳/文 祁晓军/图

人工将树苗运到山上种植人工将树苗运到山上种植。。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8 月 23 日
14 时 30 分，省城一老人从石坡街口乘
坐了马俊杰驾驶的 32路公交车。公交
车驶入火车站隧道时，车厢内有乘客
喊老人晕厥。

马俊杰急忙发动乘客，将老人扶
到座位上稍作休息。乘客与老人聊天
得知，老人要在中庄站下车，马俊杰驾
车至中庄站时，老人又不知怎么回事，

不愿意下车，也不说话。
为了老人的安全，也为了尽快联

系到老人的家人，马俊杰将老人拉到
32路车终点站小寨东。

此时，马俊杰发现老人右半身麻
木，没了知觉，不方便走动，他立即按
摩老人的腿部，并叫来调度室工作人
员，将老人扶进了调度室。

“老人好像是外地人，说话听不太

清楚。”马俊杰说，因无法跟老人交流，
调度室工作人员只好从老人的手机里
找到了她亲属的联系电话，将老人的
情况告知了对方。

得知老人是心脏病突发，工作人
员和家属沟通后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
电话，同时根据急救人员的指导，对老
人实施了急救。16 时 30 分，救护车赶
到小寨东，老人被送往医院。

老人突发心脏病 公交人热心救助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 从 8 月 22
日起，西宁智能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
在 5 个公交 IC 卡充值网点安装的首批
自助充值机已启用。这意味着公交卡
充值除了各网点的窗口，还可以通过
自助充值机充值。

首批安装了自助充值机的公交 IC
卡充值网点为：共和南路充值网点 2

台；中心广场充值网点 2 台；阳光女人
充值网点 1 台；佳豪充值点 1 台；中泰
充值点 1台。

自助充值机该如何操作呢？首先
市民需将公交卡放置到读卡区域，读
卡成功后会出现充值金额的选择页
面，市民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10 元、20
元、50元、100元，点击面值按钮选择金

额。选择金额后，界面会跳转到放钞
界面，放入指定面额的纸币，界面会跳
转到正在充值界面，充值成功后，自助
充值机界面会显示以下信息：卡号、充
值前余额、充值金额、充值后余额。

虽然公交卡已实现自助充值，但目
前自助充值机只能现金支付，后续将陆
续开通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功能。

公交卡可以自助充值了
5个网点首批自助充值机启用

本报讯（记者 刘雅勤）8 月 24 日
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给外出的
市民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雨势较
大，城北区宁张路附近再次上演“看
海”模式，几名热心的城管人员出现
了，他们在积水路面铺了砖块，还背
着大家过马路。

“今天看到这一幕真的很感动，宁
张路两侧积水比较严重，城管人员在
雨中为过路人铺上地砖，他们主动上
前搀扶行人，这也算是正能量吧。”24

日 17时 40分许，有网友发布配图微博
写出内心的感动。

照片里，两名城管人员守在马路
的两边，积水的路面上铺着砖块。行
人撑着伞踩着砖块走过积水路面，一
名城管人员扶着。

微博发出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评
论，夸赞城管人员热心助人。“他们不
光搀扶，还背着大家过马路，我觉得
感动的是他们连男的都背，真的是替
大家着想。”目击者朱先生说，当时积

水大概有 10厘米深，城管人员穿着雨
鞋。为了不弄湿行人的鞋袜，他们主
动背大家过马路。

“每逢下雨我们会上街防汛，帮大
家过马路也是我们的工作。”当日 18
时许，记者联系到城北区城管部门一
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下雨后，6
个中队的城管人员全部出动。由于宁
张路一带容易积水，且积水较深，在
防汛时帮助行人过马路，也成了他们
顺手要做的事。

路面积水 他们背行人过马路

防火分隔设施是指在一定时间能把火势控制
在一定空间内，阻止其蔓延扩大的一系列分隔设
施。其中，防火分隔设施可分为固定式和可开启
关闭式两种，西宁消防提醒，企业加强日常监管，
全面排查防火分隔设施隐患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防火门是建筑物防火分隔的措施之一，通
常用在防火墙上、楼梯间出入口或管井开口部位。
它对防止烟、火的扩散和蔓延，减少损失起重要作
用。日常检查中，企业应注意防火门、窗的外观质
量完好，安装牢固，与相邻楼板、墙体等建筑结构之
间的孔隙采用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密实；
门上严禁私自加装锁具，严禁采用可燃材料装饰。

二、防火卷帘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连同框架能
满足耐火稳定性和耐火完整性要求的卷帘。它平
时是卷放在上方（或侧面）的转轴箱内，火灾时将
其放下展开，用以阻止火灾蔓延，起到防火、隔烟
的作用，达到防火分隔的目的。日常使用中，较容
易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防火卷帘的性能不满足防火
防烟要求，防火防烟性能差，以及供电及控制能不
满足防火要求，企业应注意。

三、排烟防火阀是安装在排烟系统管道上，在
一定时间内能满足耐火稳定性和耐火完整性要
求，起阻火隔烟的作用。日常检查中，企业应注意
防火阀及其执行机构的外观质量完好，安装牢固，
与洞口之间的孔隙采用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
封堵密实，同时，手动、自动、联动启动及复位等功
能正常。

四、场所内的电缆井和管道井内严禁堆放杂
物，同时，井内竖向与每层楼板连接处、横向与相
邻房间、走道连通的孔隙采用不燃材料或防火封
堵材料封堵密实。

五、水幕系统是由水幕喷头、管道和控制阀等
组成的阻火、冷却、隔火喷水系统。用于需要进行
水幕保护或防火隔断的部位，阻止火势蔓延扩大，
阻隔火灾事故产生的热辐射，对泄漏的易燃、易
爆、有害气体和液体起疏导和稀释作用。

六、防火墙是由不燃烧材料构成的，为减小或
避免建筑、结构、设备遭受热辐射危害和防止火灾
蔓延，设置的竖向分
隔体或直接设置在建
筑物基础上或钢筋混
凝土框架上具有耐火
性的墙。

西宁消防提醒：
六种防火分隔设施有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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