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近日，我省首条省
际公交线路海东市民和县至兰州市红古区海
石湾镇省际公交开通运营，加快推进了民和
县和红古区一体化发展，这也成为了我省近
些年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全省公共交通企业达到 37
家，公交车辆 3839辆，设区的市、县级城市公
共交通覆盖率达到 63%。全省新能源公交车
占比达到 29.2%，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到
62.2%，实现了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加绿色。

西宁市、海东市、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玉
树市公交一卡通实现全国互联互通。西宁市
支持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公共交通站点500米

覆盖率达到 100%、开通了全省首条公交专用
道、建设了一批公交电子站牌、上线了“西宁市
公交”APP，实现了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加便
捷。全省开通城际、城乡公交一体化线路 230
条、投运客车达1159 辆，日均发班5582.5个班
次，实现了公共交通出行服务覆盖更广。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提高城市交通
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交通拥堵、提升城市居民
幸福感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
筹集资金近 3亿元，补助全省公交场站、具有
公交功能的客运综合枢纽和客运站、公交信
息化项目、绿色公交设施项目建设，有效提升
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能力。

我省设区的市县级城市公共交通覆盖率超六成

本报讯（记者 辛文）为丰富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2019 年两节期
间，海东市委、市政府精心策划举办
以“过海东欢乐大年，赏河湟民俗文
化”为主题的“青海年·醉海东”系列
活动。活动与海东市民族团结进步
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紧密结合，通过
充分发挥大农村年味的多彩资源和
展示优秀的民俗文化，增强各民族团
结互信，展现海东市各民族团结共进
的新风貌。

“青海年·醉海东”系列活动将全
方位、多角度展示海东独特魅力，让
大家在浓厚的河湟年味中，感受海东
的独特风情，领略海东的人文情怀，
吸引周边群众和游客来海东过一个
温馨、祥和、喜庆的“海东大年”，消费
在海东，陶醉在海东。全面推介“彩
陶故乡、醉美海东”旅游品牌，加快海
东文化旅游大市建设步伐。

本次活动从农历腊月初八开始持
续 至“ 二 月 二 ”，近 40 天 时 间 ，内 容
多，规模大，范围广。活动主会场设
在乐都区朝阳山片区 ,分会场设在平
安区袁家村、河湟新区、互助县土族
故土园 5Ａ级景区、民和县川垣新区、
化隆县群科新区和循化县街子镇；县
区各乡镇作为子会场。重点打造 10
个引爆点和吸引点，分时段和节点依
此举行：“乐都区敲祥云大鼓”和“互
助县千人共饮一海酒”两项活动申报
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平安区与乐都区

“敲平安钟、击祥云鼓”钟鼓齐鸣大型
互动活动；在乐都区举办河湟九曲黄
河灯阵迷宫体验和青藏高原规模最
大的冰雪嘉年华活动；在民和县举办
川垣新区“刀山会”和网红歌手演唱
会；循化县千年文物首次亮相展出；
在化隆县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 2019
人射箭比赛和拉面大赛；河湟新区举
办全省首届街舞大赛；在化隆县举办
青海宴席曲、拉伊大赛；平安区举办
品平安美味趣味大赛和千人共品腊
八粥、尝柴火鸡活动；在河湟新区举
办大型灯饰、彩灯展。

在打造好引爆点的同时，集中开
展文艺表演、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书
画展示、年货采购、果蔬采摘、美食推
介、体育健身、乡村旅游、文化论坛等
诸多文化惠民活动，引导群众广泛参
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为群众搭建
舞台，让百姓来唱主角，自觉抒发群
众对节庆的喜悦之情，使群众共享文
化 发 展 成 果 ；同 时 持 续 举 办 文 化 大
集、商品大集，送年货下乡、电商配
送 ，丰 富 物 资 供 应 ，拉 动 和 促 进 消
费。活动期间海东所有景点免费开
放，开通免费旅游直通车，吸引各地
游客积极参与，到海东购地方特色年
货，品民族特色美食，逛九曲黄河灯
阵，敲平安钟祥云鼓，观吉尼斯世界
纪录，看精彩文体赛事，住农家院、吃
农家饭、过农家年，推动全域全季节
旅游深入发展。

过海东欢乐大年 赏河湟民俗文化

海东市全力举办
“青海年·醉海东”系列活动

近年来，我省藏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教育改革持续
深入，社会保障日趋完善，群众生活日益
改善。西海都市报记者采访了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不同领域的读者，讲述他们的
切身感受。

黄南藏族自治州民族中学教师王刚：
网络课堂让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有了
危机感

王刚从事教育三十多年了，在年轻教
师眼里，他是一位教学经验丰富、工作认
真负责、深受学生喜爱的老教师。可是现
在，他时常羡慕年轻的同事们。原来，自
从网络课堂进入学校后，年轻的老师们有
了用武之地，他们把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了。

“年轻老师打开电脑就像是打开了一
个全新的世界，他们通过网络把外地的优
秀教师请进了学校，让学生学到了许多课
本之外的知识。课堂一下子变得活跃了，
过去学生们不擅长主动提问，现在都争先
恐后地问各种问题。”这是教育改革给这
所学校带来的最大变化，让王刚感受到年
轻教师进步很快，有的教学能力远远超过
了自己，他有了危机感。“教学不单单是
教，是相互促进。”王刚有感而发。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院
长助理黄启雄：时常受到病人的感谢 生
活充满了正能量

说起医疗改革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
实惠，黄启雄的话匣子打开了：“那些小事
我们就不说了，说说医院开通的绿色通道
和异地结算吧。”黄启雄介绍，多年前医院
急诊科就开通了绿色通道，为车祸、群体
性事件、重病、大病等病人，提供先看病后
付费服务，让很多病人及家属非常感动。
后来，医院全面实行了先看病后付费服
务，还可异地结算，极大地方便了病人，让
群众少跑路。“从 2018 年开始，医院开通
7 个省的异地结算服务，2019 年将有更多
省加入。”黄启雄说，将来医院还会推出更
多便民举措，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改
革红利。

而这些改革红利，也让黄启雄收获了
许多温暖。他的工作时常受到来自病人
的感谢，有人会送来锦旗，有人寄来感谢
信，有人发来手机信息，都是表达对政府
对医院的感激之情，让他觉得生活充满了
正能量。

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白扎乡巴卖
村第一书记文青多杰：村里通了柏油路去
哪都方便

从巴卖村到玉树市有 250 公里之远，
一条柏油路修到这个海拔 4000 多米的村
子，从村里坐车到州府所在地只需要三个
半小时，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外出务工、办
事、上学、就医等。

文青多杰介绍，巴卖村有三个社，其
中巴卖社有一处叫尕尔寺大峡谷的景区，
柏油路从囊谦县通到了景区门口，于 2015
年开建，2017 年建成。从景区到达久、达
尼两个社也修通了沙石路。对于这个大
山深处、常年有积雪的村子来说，路修好
了，一切都好办了。过去，村民们外出只
能骑摩托车，路是摩托车骑出来的，现在
村民可以坐着面包车去赶集了。

2018年冬天，文青多杰通过中国社会
扶贫网发起众筹，修建从达尼社通往甘达
方向的道路。他盼着能早日收到好消息，
让小小的巴卖村更加四通八达，方便村民
出行。

玉树藏族自治州雪莲花教育校长阿
春峰：老外都夸我们玉树的西餐厅味道正
宗

“生活在玉树很便利，我觉得跟在西
宁没什么差别。”阿春峰坚定地说。在电
话里说着他眼中的玉树城市生活。他说，
在玉树也能点外卖了，不想外出就餐，一
个电话美食就送到了家门口；快递也很方
便，买台电器直接配送到家……让他倍感
骄傲的是，玉树的西餐厅多了，味道特别
棒，西餐成了他招待朋友的不错选择。“我
常带北京、上海等地的朋友去不同的西餐
厅就餐，他们都夸味道好，就连老外也评
价味道正宗。”阿春峰一再强调，玉树的西
餐厅值得夸一夸，有尼泊尔餐厅、意大利

餐厅、法国餐厅等，有的是外地人来玉树
开的，有的是国外留学归来的玉树人开
的，无论环境还是味道，完全不比其他城
市差。对于一座灾后重建的小城市来说，
这已经很了不起。

“现在想吃啥都有，特别方便。”阿春
峰说，“过去，玉树好多人会选择去西宁过
冬，现在不一样了，冬天的玉树街头人依
然多。”在阿春峰看来，这就是现代城市生
活的魅力。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惠安小区居
民赵元凯：一个月能领到3000多元工伤
保险金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能领 2700 多
元，现在能领 3000 多元。”赵元凯说的每
个月的工伤保险金，加上 800 多元的低保
金，他一个月能从政府手中领到 4000 元
钱，足够他和父亲日常生活开支。二十多
年前，22岁的赵元凯是一家毛纺厂的机修
工人，一次工作意外他的胳膊受伤，给他
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扰。没过几年，他下
岗了，身体残疾的他难以找到合适的工
作，靠低保维持生计。2006 年，他享受到
了政府的灵活就业政策，在社区做一些轻
便的工作，一直到 2017年底。

2017 年 12 月，在海南州社保局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他办理了工伤保险，2018
年春节后他收到了第一笔工伤保险金，他
高兴得不得了。要知道家里除了他，还有
一位 80 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这笔收
入大大地减轻了他的家庭负担。“我非常
感谢党和政府，要是没有这笔收入，我无
法想象我的生活会怎样。”赵元凯说。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扎西大同村
村主任尕玛文索：去年村集体收入达200
万元

在玉树州，扎西大同村是一个有名的
富裕村，刚过去的 2018 年，这个村集体收
入达到了 200 万元。村里有 220 户、659
人，人人都有收入。尕玛文索告诉记者，
村里有 200 间房屋出租，2011 年村集体收
入就突破了百万元，2017 年达到了 128 万
元，去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 72 万元。

200万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精准扶贫户
们有收入了，意味着每户家庭能分红 5000
元至 20000 元不等，意味着村民有底气
了，敢走南闯北了。

尕玛文索得意地说，在整个玉树州，
扎西大同村的集体收入都算高的，可以说
是玉树州所有村子致富奔小康的领头羊，
引得其他村纷纷效仿学习。对于未来，尕
玛文索信心满满，他坚信扎西大同一定会
越来越富裕，村民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加
红红火火。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郭
勒木德镇富源村村民马占鸿：脱贫户搬进
了新家

对于马占鸿来说，2018年最大的喜事
就是搬新家了。他的新家布置得整洁舒
适，让人眼前一亮，他逢人就说：“精准扶
贫政策好，这两年在政府的帮扶下，我们
家过上了好日子，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工
作，收入也增加了。”马占鸿身患眼疾，大
女 儿 今 年 19 岁 ，有 先 天 性 智 力 残 疾 。
2014 年，马占鸿的妻子被查出甲亢肿瘤，
让这个本就没有任何劳动收入的家庭雪
上加霜。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村里
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和帮扶单位，采取“因
人施策、一户一策”的方式，让马占鸿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 年，马占鸿成了一名护林员，每
月有 3000 元工资。联点单位还出资为他
购买了 800 只鸡苗，鼓励他从事养殖产
业。到 2017 年底，马占鸿一家的收入达
到了 7 万元。收入高了，马占鸿的心态也
变得积极乐观，不久前他又购买了两只杜
泊羊，想试着养殖。“这两年，除了收入提
高以外，我们全家还享受着医保等福利，
这都是国家的好政策造福了我们一家老
小。”马占鸿乐呵呵地说。

七个百姓故事 七张民生图景
◎本报记者 彭娜

1 月 8 日，西宁市大十字商店内，消费者购买新年服装。记者走访西宁各大商店了解
到，年关将至，服装鞋帽销售火爆，市民提前购买新衣新鞋准备过大年。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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