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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娜）海豚来了！海
豚真的来西宁了！1月 9日，经历了长途
跋涉，属于青藏高原的两只海豚，正式入
驻新华联国际旅游城MINI海洋馆。

有“微笑天使”之称的海豚，是最喜
欢与人类接触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正
因为海豚的这一特性，在很多海洋文化
中，海豚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9 日，两
只远道而来的“微笑天使”海豚顺利到达
位于夏都西宁的新家，新华联国际旅游
城新添“海洋公民”的同时，这两只海豚
也成功创下了“高海拔”的纪录。它们正
处于适应阶段，对新环境好奇又陌生，但
仍温顺地配合饲养员进食、嬉戏，做出各
种有趣的动作。对于新华联国际旅游城
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一天，也表明西宁
朝着海洋文化迈进了一大步。

海豚为何会来西宁？新华联国际旅
游城是新华联集团积极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号召、继新华联广场城市综合
体后，在我省的又一重大投资项目。作
为省、西宁市及新华联集团的重点项目，
新华联国际旅游城注入“海绵城市”“智
慧城市”“共享社区”等发展新理念，坚持
绿色发展、以人为本、乡城融合，努力践
行打造绿色样板城市的要求，把在青藏
高原修建高海拔海洋馆的梦想变成了现
实。并且开创了我省将海洋生物引进至
营销中心的首例，让客户真切体验到专
属于新华联国际旅游城的项目特色，给
予客户耳目一新的非凡体验。

如果你想要与海豚亲密接触，就赶
紧前往新华联国际旅游城营销中心吧，
一睹海豚迷人的微笑。

海豚来了！海豚真的来西宁了！
新华联国际旅游城喜添“海洋公民”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 通讯员 范生栋）春
节、元宵节“两节”将至，城北区按照社会救助工
作“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原则，及时落实
发放各项社会救助保障资金，为辖区低保、低收
入家庭和特困对象发放取暖、水电、两节一次性
生活补贴等各类补助 620 余万元“大礼包”，帮
辖区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定、温暖
的节日。

前期，城北区认真审核辖区困难群众资料，
为低保家庭发放取暖补助 284.7万元，“两节”一
次 性 生 活 补 贴 208.48 万 元 ，水 电 补 助 21.7 万
元。为低收入家庭发放取暖补助 22.8 万元，水
费补助 1.1 万元，物价补贴 30.66 万元。为 91 户
特困对象发放取暖补助 10.92万元，两节一次性
生活补贴 2.88万元。为 13名孤儿发放生活补助
9.12 万 元 ，为 160 名 困 难 儿 童 发 放 生 活 补 助
28.44万元。同时，充分发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
服务工作职能，认真开展节前生活照料、家政服
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居家养老
服务工作，确保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
节日。

此外，城北区积极制定“两节”慰问方案，对
辖区困难群众、优抚对象、特困家庭等困难群体
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使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城北区为困难群众发放
620余万元“两节”礼包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1 月 11
日，在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
大厅，市民马进财、马玉琴、闪小美、
李志清、马玉辉将写着“出入有境，
服务无境”字样的锦旗和感谢信送
到西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副处
长李秀媛手里。

“我们都是退休工人，前段时间
大家一起报了出国旅游的旅行团，
但因为儿子结婚，就把办护照的时
间给耽误了，如果护照办不成，就没
办法和老伙伴们一起出国旅游了。”
马进财说，“当时我很着急，就把情
况给窗口的民警说了，后来李秀媛
副处长了解我们的情况后，给我们
讲解了办理流程，还放弃休息时间，
加班帮我们办理了护照，让我们能
和朋友们一起按时跟团旅游。真的
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
实事，太感谢他们了。”

马进财等 5人这两天刚旅游回
来，就想着感谢一下出入境管理处
的工作人员，因此特地制作了两面
锦旗、写了感谢信。感谢信上说：

“出入境管理处每天预约办理护照
的有一百多人，窗口工作的民警仅
有十多个人，他们在那么忙碌的情
况下还帮助我们，实在是感谢，给您
们添麻烦了。”

“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
但对老人们来说却是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西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副处长李秀媛说，“办理护照需要 15
个工作日，老人因为孩子的婚事耽
误了几天时间。老年人出国旅游一
次也不容易，我们就想办法，在我们
的办理范围内将流程缩减到最短，
让几位老人如期跟团旅游。”

民警加急办理
老人如期出游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是你含
辛茹苦把我养大……”1 月 11 日，省城
中区融城假日阳光小区的金军安家中，
传出一阵悠扬的歌声，金军安正拿着画
笔，一边唱着《把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一边认真作画，不一会儿工夫，一幅母
亲图逐渐展现在眼前。

绘画创作通常需要安静的环境，而
金军安喜欢边唱歌边搞创作，他唱起歌
来激昂充沛，边唱边画堪称奇人。金军
安擅长水墨山水、花鸟、人物画还有书
法，作品多次在书画大赛中获奖。当
日，记者在金军安家中欣赏了他的美术
作品及其与众不同的创作技巧。

今年 40 岁的金军安出生在湟中县
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多才多艺，不仅
是民间画匠，还是秦腔队的二胡乐手。
受父亲的影响，金军安从上小学起，就
喜欢上了音乐、美术和书法。

十年前，金军安来到西宁，当时身
上只装了 600 元钱，还得租房子住，金
军安靠打工度日，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
梦想的追求。“那个时候，干完活回到自
己租住的房子，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拿
起画笔，心情立刻就特别好。”金军安
说，再苦再累，只要有歌声、有笔墨，他
就觉得生活很有色彩。

正是由于金军安对音乐的热爱赋
予了他绘画的创作灵感，如今“边唱边
画”已经成了金军安独有的创作特色。

“西宁是个好地方，夏凉秋爽 ，蓝天和
白 云 为 你 怒 放 ，碧 水 阳 光 把 你 滋
养……”动情唱着歌曲，一幅西宁城市
图就展现在面前。

因为喜欢唱歌，金军安经常把歌曲
和笔墨创作结合起来，脑中经常闪现的
歌词更是金军安创作的源泉。金军安
说：“歌曲的韵律与绘画的错落是可以

完全统一的。”现在，金军安不但将音乐
的韵律和绘画的笔锋融汇在一起，而且
他可以将歌曲的歌词与绘画的题材相
交集，做到唱什么就画什么，堪称一绝。

由于对艺术不懈追求，金军安成为
了青海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美术作
品，还获得了全国大奖。如今，金军安
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他买了房、买了车，
做起了小生意。他小店的储藏室，也成
了画室，小店门口，成了他练字的天
地。“金军安很棒，我们都喜欢到他的店
里，看他画画、听他唱歌。”一名邻居
说。

多年来，他经常到敬老院、福利院
为大家作画、送画、唱歌。在西海都市
报举办的文化活动中，金军安多次把最
美的歌声献给居民。“都市报是我最好
的朋友，只要有活动，我就一定会参
加。”金军安说。

能人金军安：唱什么就画什么
本报记者 燕卓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1 月 11 日，盲人推拿
师李福祥将一面写有“倾心倾情倾力服务社区
居民”字样的锦旗送到了城北区马坊街道办事
处光明社区。

李福祥 2016 年从外地来到西宁，并且很少
出门，人生地不熟，当时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李
福祥想要开推拿店，正在为找合适店面发愁。
就安排人员帮李福祥办手续、找房子、买东西，
一直到推拿店正式开门。

在盛世华城 CD 小区的一家推拿店，记者见
到了正在为客人推拿的李福祥。他说：“ 社区
工作人员对我照顾很细心，连窗帘都是他们帮
我挂的，真是太感谢了。”

盲人开店遇难题
社区暖心帮解困

本报讯（记者 王晓宁）“自从进驻了物业公
司，小区环境卫生变好了，我们住着舒服多了。”
1月 11日，在西宁市城西区贾小庄小区里，居民
们站在单元楼前晒着太阳，谈论着。

2017年，由城西区政府牵头，区城管部门负
责，辖区西关大街街道办事处、古城台街道办事
处、胜利路街道办事处、兴海路街道办事处、虎
台街道办事处 5个办事处监管，3家物业公司具
体实施，对辖区 157个老旧散楼院开展了物业提
升服务。

所谓物业提升服务，即通过招标，3 家物业
公司分别进驻这 157 个老旧散楼院，主要开展

“三治”服务（治脏、治乱、治差）。垃圾死角不见
了，小区道路硬化了、绿化带重新开辟了、堆放
的杂物也被清理了，破损的健身小广场和花坛
也重新修复了。

城西区157个
老旧散楼院有了物业

本报讯（记者 季蓉）“城南新区庄
和路和夏都路的交叉路口，下雪后路
面结冰，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这么大个
地方连个红绿灯都没有，也没有人行
横道，行人过马路非常不安全，我见过
两次行人被撞呢。”近日，市民陈先生
向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反映，他希
望相关部门能在该路口设置临时交通
信号灯。

在陈先生拍摄的一段视频中，记者
看到，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银色轿车
行驶至此路段的交叉路口时，撞倒了
一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

1 月 10 日 15 时许，记者在现场看
到，此处是一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均
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只有庄和路的

南北方向设置有人行横道，市民行至此
处，纷纷躲避绕行。

“这个路口没有信号灯，一些车辆
经过时根本不减速，很容易发生事故。
附近居民都希望该路口能尽快设置交
通信号灯，哪怕设置一个临时交通信号
灯也好。”家住附近的刘先生说。

1 月 11 日上午，记者将这一问题反
映给了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管
理科，工作人员说，去年交警支队已对
城南新区的所有交通信号灯进行了升
级改造，这条路和这个交叉路口可能是
城南新区新开的路，这个事情还需要了
解之后才能回复市民。

对于此事，本报社区联络站将继续
跟踪报道。

这个路口无交通信号灯

1 月 10 日，西宁市城中
区人民街办事处为辖区清
扫员配发了电动垃圾清运
车，以方便清扫员清理老
旧楼院卫生，有效提升社
区环境质量。

本报记者 保嵘 摄

关键词：自行车卡
一市民反映：外地人在西宁办公共自行车

卡要交300 元的押金吗？
西宁市公共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答复：是要交 300元的押金，但骑行是免费的，该
市民可持身份证到海湖新区湿地公园内办理。

（季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