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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8日 21时四川九寨
沟县发生 7 级地震。青海移动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随时待命，准备支
援。8 月 10 日，青海移动接到中国
移动调度指令，随即由杨振华带队，
科慧增、赵伟 2 名技术人员和张延
龙、星占虎 2 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
组成抗震支援队，调配猛士卫星通
信车一辆、越野车一辆，卫星电话一
部，对讲机四部、食品、药品应急物
资若干，于 10 日 22 时 40 分，从西宁
出发，火速赶赴灾区。青海移动抗
震支援队途经青海黄南州、甘肃碌
曲县、四川阿坝州诺尔盖，一路风餐
露 宿 ，历 经 18 个 小 时 ，日 夜 兼 程
1100 多 公 里 ，到 达 九 寨 沟 震 中 地

区。11 日 18:30 分左右到达位于九
寨沟中国移动应急指挥部，与四川
移动负责人对接，了解灾区的通信
受损情况并询问下一步应急保障安
排。应急支援队不顾舟车劳顿，连
夜调试卫星通信车，于 11 日 21:时
22 分开通卫星车。12 日-16 日，在
中国移动应急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
下，青海移动应急支援队分别赴长
海、黑河沟、神仙池、树正寨、上四
寨、天堂口等地区开展通信保障工
作，并配合四川移动人员抢通长海、
黑河沟、神仙池地区 5个基站，为树
正寨、上四寨、天堂口据点受灾群众
及救灾人员提供 2/4G 通话、数据通
信业务。

“以最快的速度打通信息沟通的
桥梁”，杨振华说，看到现场的残垣断
壁状况以及受灾群众惊魂未定的眼
神，青海移动应急队成员，咬紧牙关
继续调试基站运行情况，饿了吃泡
面，瞌睡就在帐篷里打个盹儿。几天
下来，双眼布满血丝，当地受灾群众
让大伙儿停下了歇歇脚，但他们深知
黄金72小时的紧迫性，此时一个平安
电话意味着什么。截至目前，青海移
动卫星通信车累计为672户灾区人民
提供了免费的通信服务。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青海移动应急支援队，好样的！

（师成森 李珊）

1000公里的跋涉和6个日夜的坚守
青海移动支援队九寨沟震区保通信小记

初秋时节，我们走进玉树市民智扎才
仁的家，他是我省第一家五星级文明示范
户。

扎西大同村，玉树市地震受灾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智扎才仁就是这个村的党支
部书记。

这是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重建后的
扎西大同村整洁漂亮，村民们早已在这片
新生的家园上，开始了新的生活。智扎才
仁家坐落在村里的一栋小院中，家里的陈
设算不上豪华，却收拾得井井有条。

智扎才仁家是 2015 年被评为五星级
文明示范户的，智扎才仁说，之所以被评
为五星级文明户，主要是因为一家人相亲
相爱，携手奋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完成
了对亲情最真挚的诠释。

玉树市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昂桑周说，智扎才仁一家之所以被评为
五星级文明示范户，除了他们家三代同堂
和谐美满外，更主要的是，在担任党支部
书记期间，智扎才仁始终将群众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为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切
切实实地起到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
用。

扎西大同村的村民秋扎告诉我们，智
扎才仁一家人尊老爱幼，家庭和睦，是村
民的楷模，智扎才仁先后帮助 200 多个困
难户子女外出就业，他家的一口井，至今
仍是全村 150 户村民的饮用水源，他们家
被评为五星级文明示范户，村民们心服口
服。

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我们在玉树
市文明办了解到，玉树市去年创建了 1357
户五星级文明户，预计今年将创建 1843个
五星级文明户，玉树市四个社区八个乡

镇，共有 25个像智扎才仁这样的五星级文
明示范户，他们对玉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每年玉树市文明办都会和社区、乡镇
签订五星级文明户的目标责任书，责任书
中包括组织机构、创建任务、基础工作等
四项内容，年底由文明办根据这几项内
容，对上报家庭进行评选。

昂桑周说，五星级文明户评选的最终
目的，就是用五星级文明户的感召力和影
响力，影响市民，全力推进玉树市的精神

文明建设，市民们争当五星级文明户的情
况在社区乡镇十分常见，这有力地促进了
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将五星级文明户的评选活动与精神文
明单位的评选活动和学校三好学生、优秀
干部的评选活动结合起来，是玉树市开展
精神文明建设时最具创意的工作方法。

昂桑周说，玉树市目前一共有 16家州
级精神文明单位和 7 家省级精神文明单
位，今年精神文明办公室将各单位五星级
文明户的拥有量纳入到了精神文明单位

的评选活动中，使得评选五星级文明家庭
成为了评选精神文明单位的指标之一，得
到了各单位的拥护，群众参与评选活动的
热情很高，每个单位都成为了督导、创建
五星级文明户的主力军。

玉树市地方税务局还被评为五星级文
明户的纳税户开辟了绿色通道，并将创建
五星级文明户纳入对本系统职工的教育
之中，用实际行动鼓励和支持五星级文明
户的创建工作。

今年年初，玉树市文明办还与玉树市
第一完全小学、玉树市第一民族中学等学
校的领导取得联系，建议他们将评选五星
级文明户的活动，与评选三好学生和优秀
班干部的活动结合起来，让孩子们从小就
树立起文明健康的思想理念和行为规范。

文明之花开遍玉树市各地。在采访
中，不少市民告诉我们，玉树市重建后，改
变的不仅是玉树市的市政面貌和玉树人
的生活方式，还改变了玉树市民的思想
观念和文明水平。

交通秩序混乱曾经是玉树市的老大难
问题，玉树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将整治交
通秩序和创建精神文明活动有机地结合
起来，在全市上下开展了“遵德守礼 文明
行车”的主题宣传活动，使得文明出行与
提高个人的道德素养联系在一起，群众的
认可度很高，有效地促进了玉树市交通秩
序的改善。

走在玉树市街头，除了感受到玉树市
政设施、市政景观的改善外，我们尤其突
出地感觉到玉树市的文明程度有了明显
提升。街道两侧，乱停车的现象已经很少
发生，昔日的垃圾死角已经不见了踪影，
市民们相敬相爱，玉树人用自己的努力在
雪域高原为文明提供了一个特色样本。

玉树市的文明样本
本报记者 李皓 纳玉堂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姜
茜楠）本报“西海爱心基金·2017 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于 7 月 6 日正式启
动，活动得到了爱心企业——青海清
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该
公司捐赠 2万元，助力贫困大学新生
圆梦大学。下周，本报将举办助学金
发放仪式。

自本报“西海爱心基金·2017 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后，我们陆续
收到贫困大学新生的报名电话和申
请材料。按照资助标准，我们从报名
者中筛选出 10 名贫困大学新生，每
人提供 2 千元现金资助。这 10 名贫
困大学新生分别是：李维、李广霞、
李起富、杨启云、马瑛涛、王婷、边永
生、马文君、汪统秀、陈永娟。

助学金由青海清云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该公司创立于 2011 年
5 月，致力于行业信息化建设解决方
案，信息化网络安全系统集成，软件

开发及安防事业平安城市建设。该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海省安
全防范行业协会副会长企业、青海省
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及
青海省信息产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单位，被评为中国安防百强供应商，
荣获青海省、西宁市安防壹级企业荣
誉称号，获得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
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其计算机信
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是我省行业内
等级最高且种类最齐全的公司。

得知本报正在举办“西海爱心基
金·2017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该公
司通过省慈善总会与本报取得联系，
表示愿意加入到活动中，为贫困大学
新生提供 2万元助学金，帮助他们顺
利走进大学，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
力。

“我们公司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
设，我们在努力发展业务的同时，也
希望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奉献一份爱

心，传递社会正能量。这既是在承担
社会责任，也是在发展企业文化。”
公司董事长高清云说。公司总经理
苏玮鉎表示，他们要通过此次活动，
让公司员工感受到爱心氛围，让他们
伴随公司的发展而成长，为青海发现
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另外，本报还收到两位爱心人士
的捐款，共计 1 千元。下周，本报将
举办助学金发放仪式，邀请青海清云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爱心人士和受资
助大学新生、家长一同参与，共同见
证爱心的传递。

感谢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对本
报公益活动的关注与支持。

清云科技加入本报“圆梦行动”
为10名贫困大学新生捐赠2万元助学金

“西海爱心基金·2017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受资助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名

李维

李起富

杨启云

马瑛涛

王婷

马文君

边永生

汪统秀

陈永娟

李广霞

性别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录取学校

湖南大学

吉林医药学院

重庆工商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榆林学院

新疆师范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青海大学

青海大学

资助金额

3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遵德守礼 文明行车”主题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纳玉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