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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助力 直播给力
斑头雁“家事”天下知

每年 4 月下旬，数以千计的斑头雁不
远万里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来到青藏
高原长江源头的湖泊进行繁殖，仅在班德
湖就有 3000 多只在湖中两个小岛上筑巢
孵化。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这是 2018
年世界环境日主题。4 月 22 日到 6 月 5
日，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环
保厅、格尔木市委市政府主办，绿色江河
环境保护促进会、北京、上海等 17家城市
动物园承办，在班德湖进行为期 45 天的
长江源斑头雁孵化直播。一时，绿色江河

志愿者、电视台记者云集班德湖。早在 3
月下旬，格尔木市委宣传部一纸建议函发
至青海移动格尔木分公司，函告格尔木移
动对长江源斑头雁孵化直播提供通信保
障。来函说，鉴于格尔木移动有通信保障
方面的成功案例和丰富经验，发挥央企公
益职责，做好这次直播必要的通信保障。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格尔木移
动在青海移动的大力支持下，责无旁贷，
勇挑重担，立即行动起来。自 4 月 5 日开
始，制定保障方案，实地勘测，放光缆，架
基站，布专线。至 4月 21日，历时 17天的
施工，累计投入施工人员 119 人次，车辆
34 台次，敷设光缆线路 38.7 公里，跨河道

立油木杆 10棵，安装开通 4G基站 2个、传
输设备 1套、互联网专线设备 1套、通信保
障电话 1 台和电源设备 2 套，所有业务全
部按时开通。4月 22日至 6月 10日，进入
通信保障常态化维护期，累计出动维护人
员 50多人次，车辆 20台次，保证了班德湖
现场 4G 网络和专线的通畅。据现场测
试，4G网络上传速率达 24Mbps，下载速率
达 50Mbps，200M专线保持稳定，满足了手
机、网络、电视现场直播的各类需求，格尔
木移动历经艰苦卓绝的努力，圆满完成了
通信保障任务。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笔
者在班德湖现场走访主要承办者、绿色江
河促进会杨欣会长时，他正在通过手机视
频连线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宁的省上相关
领导，实时汇报斑头雁孵化和直播情况。
杨会长高度评价了青海移动通信保障工
作，说网络信号好，专线畅通，并指着现场
央视等三家同时直播的情形，说画面流
畅，一点都不卡。

这次斑头雁直播可谓规模空前。绿
色江河组织在班德湖畔建立保护营地，
长期驻守，在湖中岛上安装高清云台摄
影机，通过太阳能供电，无线网络传送，
对斑头雁进行全面跟踪拍摄，并通过新
浪微博、界面新闻进行实时直播。每当
周六、周日和地球日、五四青年节、六一
儿童节、六五世界环境日等时间节点，央
视、北京、上海、南京等 17 家电视台进行
专题直播，在斑头雁筑巢、交配、孵化的

7 周中，共计达 14 次直播。将班德湖营
地搭建、班德湖鸟岛运送安装设备、海拔
4600 米之上的保护站志愿者生活、斑头
雁班德湖降落、斑头雁鸟类调查、斑头雁
雪中孵化及蛋被黑颈鹤偷吃、斑头雁出
壳、甚至长江源牧民孩子一天的生活等
等，展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画面上、无处
不在的网络视频中，上海、南京等城市动
物园的大屏幕上。

移动助力，直播给力，长江源头的神秘
揭开了面纱，班德湖从无名小湖逐渐成为
众人皆知的名湖，住在长江头的斑头雁和
住在长江尾的人们，不再是“日日思君不
见君”，斑头雁们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隐
秘私事第一次展现在更多人们的眼前。

班德湖，位于长江源头沱沱河北岸，东距青藏公路及铁路沱沱河大桥约 40 公里左右，海拔 4600 米以上，是典型的高原湖泊。在广袤的江源地区星罗棋布的湖泊
中，班德湖是一个普通的小湖，甚至在一般的地图上，没有标注它的名字。然而，在 2018 年 4 月 21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班德湖却似“一夜成名”，在国内广为人知。这源
于一种鸟——斑头雁，号称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计有 3000 多只在班德湖中两个小岛上进行为期 40 多天的产卵孵化。这源于一个叫绿色江河的组织及央视、上海、
南京等电视台在 4 月 22 日地球日、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等时间节点对斑头雁孵化进行专题直播。这还源于青海移动 4G 网络及专线宽带给
各类直播提供不间断的通信保障和服务。

坚守65天 穿梭长江源头
青海移动助力班德湖斑头雁孵化直播（一）

通讯员 师成森

本报讯（记者 莫青）高考虽已结
束，走好最后一步高考志愿填报才算

“通关”。平行志愿怎么填？到底选学
校还是选专业？志愿应该由家长说了
算还是孩子自己选择？双方各执己见
时该如何协调？面对这么多志愿填报
的困惑，6月 17日上午，本报“中高考直
通车”再推第六场公益活动，邀请志愿
填报方面的专业老师为考生和家长解
答疑惑。

本场活动将于 6 月 17 日 9 时开讲，
活动有幸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国
家中级教育咨询师、赢鼎教育高级讲师
车佳仪为考生和家长带来志愿填报技
巧分享，助力考生不浪费一分，拿到理
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分享会内容早知道：九段高考报
考、专业辨析、院校辨析、志愿填报

方案等。另外，专业老师还将举例指
导各分数段考生如何填报志愿。更多
精彩分享内容期待全省考生和家长到
来。

志愿填报分享会备忘录
时间：6月17日9时
地点：自然里酒店会议厅。西宁市

城北区朝阳西路与天津路交会处（朝阳
西路 61-1号），公交乘车路线：市内乘坐
1路、34路、10路、65路天峻桥站下车即
可到达。

整个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需要参
加分享会的考生和家长请提前报名，报
名电话为西海都市报新闻热线 0971-
96369 或 0971-8457123。有相关问题的
考生和家长也可拨打西海都市报新闻
热线。

本报“中高考直通车”第六场公益活动

高考志愿填报分享会本周日开讲
时间：6月17日9时 地点：自然里酒店会议厅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高考成绩牵动着
考生和家长的心，高考评卷现场自然备受社
会关注。我省 2018 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于 6
月 10 日起展开，预计 6 月 19 日结束。6 月 13
日下午，省招办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余名考生家长和新闻媒体记者代表等 20
余人参观了普通高考评卷点，了解评卷流程
和评卷情况。

为保证我省网上评卷工作顺利进行，省
招委成立了评卷领导小组，评卷学校成立了
以书记和校长为组长的评卷点领导小组，设
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文科综合、少数
民族语言六个学科评卷组和纪检监督组、仲
裁组、技术保障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
等六个工作组，并分别制定了工作职责、明确
了任务分工，对试卷的答题卡印刷、图像切
割、管理流程、信息安全、评分误差控制以及
评卷质量监控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并给出详
细的技术、测量参数，确保评卷工作高质量有
序进行。

从 6 月 10 日开始试评，省招办和评卷学
校就已对评卷工作进行了前期的准备。组成
了一支 400 余名结构合理、经验丰富、业务精
通的老中青评卷师资队伍，确保评卷工作高
质量有序进行。对组建的评卷队伍，严格审
查评卷资格和条件，保证每一个评卷人员符
合教育部、省招委的有关要求。评卷人员以
中级以上职称的高校教师为主体，评卷点按
学科分组，学习有关高考评卷的政策要求、纪
律制度、技术规范。省招委与评卷学校签订
相关责任协议，明确职责。评卷学校与评卷
人员签订相关保密等责任协议，强化责任，加

强管理。评卷人员进入现场实行“三对照”，
即身份证、工作证和本人对照。用于评卷工
作的电脑等专用设备实行了物理隔离，保证
信息绝对安全。评卷场地实行全程封闭、全
程监控和全程手机信号屏蔽。

我省科学制定评卷细则，各学科组在认
真学习全国统考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的基
础上，认真研究，科学合理制定我省评分细
则，按照“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标
准统一”的原则进行，以保证考生利益，确保
科学合理、客观公正。整个评卷过程中，选择
题部分由计算机系统统一评定，多重校验，
确保准确无误。非选择题部分全部实行一题
多评，多名评卷教师评分吻合后，才计入该
题得分，确保公平公正。在评卷中采用“2+
1+1模式”，即每道题目由两位评卷教师独立
评分，当双评分数差值超过阈值时，系统将
自动比较后传输给第三位评卷教师进行三
评，若还超出阈值则由专家组进行终评。同
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统计测量指标，全时
段对每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进行监控。仲
裁组对学科评卷组认定的雷同卷、存疑义的
答卷进行裁定，对经学科评卷组复核后仍有
质疑的答卷进行复核、认定，并作出最终结
论。

为保证评卷质量，各学科组都成立了评
卷质量专家评审组，形成小组长、题组长、学
科组长、评卷质量监控组四级监控体系，全面
负责监控评分细则的把握、评卷进度的调控
以及研究、处理评卷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同
时，采取措施 加强了复查和复核工作，通过
严格的复查，确保评卷零差错。

2018年青海省高考评卷
预计6月19日结束

本报讯（记者 莫青）“我们报名参
加高校咨询活动；请问你们的活动海东
有吗；高校报名还有展位吗……”6月 13
日，本报第三届高校招生咨询会持续升
温，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参会回执向组委
会袭来。

华南理工大学、青岛大学、广西科
技大学……两天的时间，又有十所高校
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咨询会可以咨
询 什 么 呢 ？ 有 不 少 考 生 家 长 来 电 询
问。本届咨询会内容包括全面准确了
解各高校招生政策，科学合理填报高考
志愿，介绍各高校在青招生计划、招生
专业及录取办法，指导帮助我省考生合

理填报志愿。
本报发出温馨提醒——
★全省考生和家长需关注
咨询会时间：
6月 28日 9：00至 14:00
咨询会地点：青海大学风雨馆
咨询会有关事宜咨询：
96369、0971-8457123
★各大高校需关注
高校签到时间：
6月 27日 10：00至 17：00
报到地点：城北区自然里酒店一楼

大厅，参会单位报到领取参展证。

☆特别链接

本报第三届高校招生咨询会28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