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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逛街的你发现没有？最近在西宁
街头，穿汉服的年轻人增多了。女生们妆
容精致，配上汉服。男生们也是走路带
风，让人觉得穿越到了古代。

年轻人青睐汉服
5月 14日，西宁海湖新区，两名身着

汉服的女子步履款款，仿佛是从汉唐时期
穿越而来，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记者从聊天中得知，她们是西宁一所
中学的初中学生，平时喜欢穿汉服逛街，
假期也会穿汉服去西宁周边游玩。一名学
生说，一套精致合体的汉服，领、襟、
衽、衿都有讲究。不仅服饰，她和小伙伴
都从小学习美术，也喜欢唐诗宋词，在她
们心里，穿汉服不仅是爱好，也是对文化
的传承。

“现在春暖花开，许多女孩都喜欢穿
着汉服在公园里拍照，上周我在大街上就
看到穿汉服的姑娘。”李先生觉得穿汉服
好像成了时尚潮流。这些汉服出游者以学
生和白领居多，有的人还带着孩子。“尝
试穿汉服，是被汉服的飘逸气质吸引，所
以索性在网络上购买一身来尝鲜。”市民
白女士说。

网红地打卡汉服扎堆
不管是走在力盟商业街、万达广场、

唐道商业街还是其他热门商区，身穿汉服
的年轻人很亮眼。

在青就读的江苏籍大学生张静说，海
湖新区一些商店是网红打卡的地方，她每
次来海湖新区都会穿上漂亮的汉服。张静
介绍，她已经习惯了每天穿着汉服去上

课，她买的汉服属于交领，上衣下衫，外
面是一个大氅，一般是用作常服。至于价
格，张静说：“我这套衣服要八百多元，
算是比较贵的了。”

在网红打卡地海东市平安驿袁家村
里，穿汉服的游客还真不少，一些游客穿
着汉服开始网络直播。

为预售苦等几个月
在演出行业工作的潇潇介绍，她买的

汉服价格并不低，最便宜的 500 多元一
套，贵的在一千元左右，每个季度最新款
的样式，有喜欢的她就会买。不过，潇潇
买了汉服后一般用来拍照，穿过一两次后
就会在二手平台转出，打个八折或九折转
出去，只有特别喜欢的才会留下。

在一些比较有名气的汉服淘宝店里，
商家推出预售预订。家住西宁的李女士介
绍，她已经有七八套汉服，上个月在一家
汉服店，她花 500 多元预订了一款马面

裙，店家页面显示要等待两个月。为什么
不直接买现货？李女士回答：“因为很多
漂亮的汉服，制作更精良，花的时间也会
更多。”

记者在海湖新区夏都金街一家汉服专
卖店看到，不少汉服品牌在此销售，有不
少年轻人前来试穿、购买汉服。店员介
绍，店内最贵的汉服，包括鞋子、护腕、
腰带、衣服，全部配下来一共是 1800元。

有人爱它背后文化深厚
据天猫发布的 《2018汉服消费人群报

告》， 2018 年购买汉服的人数同比增长
92%，在购买汉服最多的城市 TOP10 中，
成都排名第一。其中，95 后成为汉服购
买主力军，购买汉服比例女性远远高于男
性。为什么你会爱上汉服？对于这个问
题，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划分为两类：好看
和热爱传统的文化。

青海民族大学的刘晴同学说，受到室
友的影响，她了解到了汉服，并且爱上了
汉服所蕴含的文化。她加入了学校汉服社
团。采访当天，刘晴就特意穿上一套魏晋
风的汉服，看起来既飘逸又清爽。她说：

“我现在有机会就会穿汉服，这是我们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

来自上海的管同学则表示，她是学古
典舞的，穿起汉服跳起来会更好看一些。
她介绍，现在汉服圈大概有三个派系，一
种是完全的复古派，讲究百分百复原古代
的服饰；还有一种是改良派，在传统服饰
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使汉服可以让喜欢它
的人正常穿出门；还有一种就是山寨版，
用来忽悠不懂的人。

西宁街头年轻人秀汉服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 通讯员 陈娟）
近日，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举办人民陪
审员宣誓仪式暨岗前培训会，城中区首批
选任的 86名人民陪审员宣誓就职。

会上，宣读了城中区人大常委会《关于
任命人民陪审员的通知》。并就今后履行好
陪审职责提了三点要求：一是在参加案件审
理的过程中，要以擅长的知识为法院各类案
件的审理提供专业支持和民间智慧，更好地
实现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二是
牢固树立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职业形象，正确处理好陪审与本职工

作的关系，严格认真履行陪审职责；三是利
用陪审员的身份做好普法宣传员，向周围的
人宣传，以案释法，使群众对人民法院有更
加全面、深入、客观的了解。

宣誓仪式上，全体人民陪审员高举右
手，面向国旗庄严宣誓：“我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陪审员，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依法参加审判活
动，忠实履行审判职责，廉洁诚信，秉公判
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宣誓结束后，就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职
责、如何通过仔细阅卷认定事实和证据、如

何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庭审中
需要遵守哪些法庭纪律、怎样增强保密意
识、司法礼仪和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
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对新选任的人民陪审员
进行了岗前培训。

此次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是城中法院
落实“人民陪审员队伍三倍增计划”的具体
措施。通过“倍增”计划，城中法院的人民陪
审员数量已增加到 102 名，进一步扩大了
人民陪审员队伍规模，体现了人民陪审员
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有效地缓解了城中法
院审判力量的不足。

城中法院86名人民陪审员宣誓就职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延绯）5月 15日，马
云公益基金会 2019 年“马云乡村师范生计
划”宣讲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该校毕业班
师生聆听了宣讲。

宣讲会上，来自重庆和湖北的优秀乡村
教师代表，向大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坚守乡村
的成长经历，分享了他们参与乡村教育的感
人故事及乡村教育经验，并与在场的师生们
讨论和交流。会议从“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发布背景、项目内容、招募对象、评选标准、报

名方式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该计划每年在
全国招募 100名主动投身乡村教育的优秀师
范毕业生，受资助者 5 年内每人将获得 10 万
元个人资助，帮助他们在乡村一线实现个人
价值，从而改善乡村教师队伍人才结构，为乡
村儿童带去优质教育。

“体验大于说教，希望此次宣讲会能鼓励
更多青海师范生投身乡村教育，让更多乡村青
年教师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有发展。”马云
公益基金会传播经理艾青表示。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宣讲会在青举办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醉酒后的黄某
不顾朋友的劝阻，将手伸向了一名女性。5
月 14 日，黄某因猥亵他人被西宁市公安局
城中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5日。

5 月 13 日 21 时 40 分许，西宁市公安局
城中分局仓门街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一名男子酒后骚扰他人，还
威胁女性，拒绝向当事人道歉。

接警后，仓门街派出所民警赶到城中
区生产巷附近，与报警人联系得知，十几分

钟前，一名酒醉的男子在另外两名男子的
陪伴下，走到附近一小区某单元门口时，伸
手摸了一名女性。

事发后，受害人要求酒醉男子道歉时，
男子出口侮辱对方。随后，陪酒醉男子进门
的两名男子向女性受害人道歉，但当事男
子拒绝道歉。

民警了解情况后，将事发现场的多名
相关人员带到办案区展开调查。民警调取
小区当晚监控视频发现，黄某在酒醉的情

况下，用手摸了受害人的胸部。
5 月 14 日，待黄某醒酒后，仓门街派出

所民警给他做了笔录。黄某称，前一天夜里
因为自己喝了七八两白酒，对发生的事情已
经不记得了。随后，民警将调取的监控视频
拿给黄某时，他明白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

据仓门街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按照
相关法律的规定，黄某的行为属于猥亵他
人。5月 14日，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决定
依法处以黄某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猥亵他人 男子被行政拘留5日

西宁街头，穿汉服的年轻人。

本报讯（见习记者 才让三智） 5月
17 日，一位 88 岁高龄的老人乘错车，
找不到回家的路，23 路公交车司机见
状，暖心帮助。

当日 10时许，西宁 23路公交车驾驶
员田生成驾驶公交车到达终点站时发
现，一位老人没有下车。见状，田生成上
前询问，得知老人迷了路。

因为老人不能准确说出家庭地址和
家人联系方式，为了保证老人的安全，田
生成把他带到调度室。

在调度室，车队工作人员仔细询问
了老人家里的情况，但还是没有问出准
确的信息。无奈，车队工作人员拨打了
110求助。

民警赶来后，从老人身上找到他的
身份证，查询到他家人的信息，并通知了
他的家人。11 时许，老人的儿子赶到派
出所，将老人带回了家。

田生成说，后来了解得知，老人本想
去城南，但坐错了车。

老人乘车迷路
司机暖心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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