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彭娜）青海各族儿女万
众一心抗击疫情，每个逆行者背后都有一
段动人的故事。爱是盔甲，给予我们更多
同病毒抗战到底的力量和勇气。今日起，

《西海都市报》联合共青团青海省委、喜马
拉雅西宁城市服务商，发起“战疫情，传递
青海爱的力量”活动，寻找那些同心协力
战疫情的普通情侣、夫妻、家人，一起传递
青海爱的力量。

特殊时期，有多少人来不及跟家人
说一声“再见”，说走就走；有多少人临时
取消婚礼，转身奔赴防控一线；有多少人
已分离数日，只能通过屏幕相见……这
样的故事，每天都在高原大地上演。他

们是爱人，是父母，也是孩子。他们舍小
家顾大家，坚持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他们相隔一方，始终相互支持、鼓励；他
们把对彼此的牵挂化作人间大爱，全力
战“疫”。

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我们邀请你分
享你和爱人、家人的战“疫”故事，感受你
在战“疫”中的责任、担当和情怀。我们
想知道，待花开“疫”散，你最想见到的人
是谁？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等到花开“疫”散时，我们将携手在青
海的蓝天白云下，手捧鲜花迎接逆行者回
归，一同见证战“疫”后的幸福。我们希望
为你和爱人、家人，送上我们精心准备的

惊喜，感谢你们曾给予我们的感动和温
暖，感谢你们守护我们，守护青海。

疫情当前，请让我们一起传递爱的
力量，一起为爱战“疫”。如果你愿意，可
以通过邮箱与我们联系。请将你的故事
文本和照片发送至《西海都市报》记者彭
娜的邮箱 410401654@qq.com，将你录制
的音频和照片发送至喜马拉雅西宁城市
服务商郭玥含的邮箱 guoyuehan@ximas⁃
tar.com，我们将在共青团青海省委官方
微信、官方微博，《西海都市报》及喜马拉
雅西宁城市服务商音频平台上发布。

我们期待花开“疫”散，期待聆听你
和爱人、家人的战“疫”故事。

本报联合团省委、喜马拉雅西宁城市服务商邀你

战“疫”情，传递青海爱的力量

“有需要蔬菜的吗？韭菜、油菜、辣
子、蘑菇、芹菜免费送啦，这是我村的赵
宝明主动送给咱们村的，有需要的乡亲
在群里说一声，为了避免聚集，一会儿咱
们村的党员志愿队给大家送上门……”

2月 11日，湟中区甘河滩镇黄一村的
村民微信交流群，一条暖心的送菜消息发
出后，原本安静的微信群一下子热闹起来，
村民们陆续在群里喊着需要的蔬菜数量。

疫情防控工作已经持续 20 多天，甘
河滩镇黄一村大部分村民家的备菜都不
多了。看着村干部每天为村民们代买蔬
菜，还送菜上门，村民赵宝明觉得应该做
点什么。

2月 11日上午，赵宝明购买了 2630元
的新鲜蔬菜，免费送到村里疫情防控劝返

点和其他村民家中。贴心的赵宝明还为家
庭人数较多的农户家多准备了些蔬菜。

赵宝明说:“这段时间，村干部和村里
的党员们都很辛苦，我为大家送点蔬菜，
可以减轻村干部代买物资的工作量，也
能让村民们吃上新鲜菜，希望在抗击疫
情工作中尽一点微薄之力。”

困难面前，总有人在默默付出。大
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窎沟片区设立劝返点
后，往日里上门卖菜的小贩们没有了，村
民们储备的蔬菜也不多了，正发愁时，有
人送来了及时雨。

大通县朔北藏族乡东至沟村入党积
极分子、建档立卡贫困户赵文科主动到
乡党委、乡政府请缨，自愿、自发地当起
了村民们平价蔬菜的“搬运工”。

赵文科将自家的微型货车改为“朔北
藏族乡疫情防控期间生活物资流动配送
车”，并与大通县国良蔬菜专业合作社联
系，将合作社每天从西宁蔬菜批发市场运
的新鲜蔬菜，配送到农户家门口，解决了疫
情防控期间群众对新鲜蔬菜的消费需求，
减少了村民外出采购造成的人员流动。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要积极
向党组织靠拢，以一名党员的标准来要
求自己，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贡献一
己之力，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赵
文科说。

党员志愿队为村里送新鲜蔬菜

2 月 14 日早晨，海东都市绿洲餐饮
公司的厨房里一派繁忙，厨师们忙着择
菜、烧茶、和面、煮鸡蛋，一口大锅里冒出
的香气弥漫在大厅里。一旁的厨师尹万
斌说，他们每天清晨 6 点上班，为疫情防
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准备早餐。

“一碗牛肉面、一碟小菜、一个茶叶
蛋。”这是海东都市绿洲餐饮公司的厨师
们为海东市平安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准备的免费早餐。“为了让大伙儿吃上
一碗热饭，2月 1日开始我们就在加班加
点。”海东都市绿洲餐饮公司的负责人韩
晓峰说，医院的医护人员忙得赶不过来
吃饭，他们就会主动送餐上门。

10 时许，海东都市绿洲餐饮公司的
厨师们又忙着准备午餐了。鲜嫩的荷兰
豆、芹菜、炒鸡蛋、米饭，这是 2月 14日海
东都市绿洲餐饮公司为疫情防控一线值
班人员准备的午餐。厨师尹万斌和同事
将做好的饭菜一一装在洁净的饭盒里，
再陆续装进车里。

11 时许，韩晓峰吩咐两名司机将这
些午餐陆续送往京藏高速公路海东收费
站、平安收费站疫情检查站，以及平安区
的几家医院、几个乡镇的检查点。韩晓
峰说，有些检查站路途较远，他们要早些
出发，要赶在 12 时前将盒饭送到疫情一

线，让值班人员吃上一口热饭。
同一时间，在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

区，韩晓峰经营的另一家餐饮公司同样也
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战“疫”一线。

韩晓峰是个细心人，他每天安排厨
师要在菜品上下功夫，提供不同种类的
饭菜。新鲜蔬菜、牛羊肉、鸡蛋、不同馅
的包子，饭菜每天换花样，让一线的工作
人员感受到家的温馨。

16时许，海东都市绿洲餐饮公司的厨
师们又开始准备晚餐了。尹万斌说，从早
上 6点一直忙到晚上 7点，虽然累，但很快

乐，疫情当前，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2 月 1 日至今，韩晓峰和家人负责经

营的三家餐饮公司，每天安排两辆车，送
出盒饭 500 余份，包子 400 余个，还有到
店提供的近千份牛肉面、干拌面，累计已
经送出价值达 30万元的免费爱心餐。

助力疫情防控，韩晓峰还支援了两
万元的现金及物资。2月 3日，韩晓峰和
父亲韩进录赶到西宁机场，协调西宁化
隆商会将从外地订购的 4 万个口罩等价
值 11 万元的爱心物资送到疫情防控一
线。

热心企业免费送饭菜到战“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2 月 11 日，西宁
市公安局城东分局发布消息称，西宁一男
子在网上谎称卖口罩，诈骗 1600元，被警方
抓获后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前不久，城东公安分局火车站派出所
接到辖区受害人李某报警称，他被微信好
友以出售口罩为名诈骗人民币 1600元。

接警后，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初步调查
发现，受害人李某通过网络平台微信交友
群认识了自称“腾冬”的韩某后成为微信
好友。聊天过程中，得知韩某有渠道购买
便宜口罩，李某便托韩某帮忙购买，韩某
要求李某先支付 1600 元。1 月 28 日，李某
通过微信向对方转账 1600 元，并催促其尽
快发货，后对方不再回复任何信息并将李
某拉黑。

2 月 9 日，民警在城东区褚家营一小区
内将嫌疑人韩某抓获。经查，韩某对自己
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对韩某
予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办案民警说，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购买
口罩时务必提高防范，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口罩、酒精、消毒水等防疫用品。发生网
购交易时，对方提出提前汇款转账、提供
验证码等要求时，务必提高警惕，防止上
当受骗。如有可疑情况或已经被骗，请及
时拨打 110 报警。

记者从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获悉，
自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西宁城东警方
强化工作部署、强化责任担当，突出涉疫案
件快侦快破，依法精准查处打击，有效震慑
涉及疫情的各类违法犯罪，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截至 11
日，侦办各类涉疫情案件 10 起，刑事处罚 2
人，行政处罚 7人，训诫 4人。

谎称卖口罩
男子网上诈骗1600元被拘留

本报记者 郭红霞 通讯员 马薇茹 杨七姐

餐厅员工准备将饭菜送往战“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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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增平）2 月 13 日记者
获悉，海东河湟新区按照“复工复业稳增
长、做实项目促投资”的工作思路，坚持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复工复业，目前
新区已有 19家企业相继开复工。

河湟新区帮助企业制定开复工期间的
疫情防控方案，合理安排复工时间，做好复
工复业准备。积极倡导企业开展网上办公，
并通过电话、微信加大与入驻企业、设计单
位的沟通，确保规划、设计等业务工作正常
开展，稳步推进项目前期工作，为项目开工
打牢基础。目前，绿地住宅、凌云空港城、荆
楚（国际）双语学校、曹铁、曹翔线路迁改等
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开复工准备。

截至目前，河湟新区共有 19 家企业相
继开复工，青海江河源农牧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累计生产猪牛羊饲料 1000 余吨；青
海铁塔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累计生产电力
线路塔材 300 吨。海东科技创业大厦有
青海朵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海东道通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百能汇通有
限公司、海东融智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复工。新区标准化厂房有青海百
合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青海老面坊食品
有限公司、青海腾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青海中柴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4 家
企业复工。

海东河湟新区
19家企业相继开复工

本报讯（记者 才让三智）记者从西宁
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2 月 17 日起，
西宁市区内城市公交线路将实行实名认
证扫码乘车。

按照西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
工作指挥部升级防控要求，为贯彻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防疫举措，保障
广大市民健康安全，西宁公交集团进一步
加强了公交车运输疫情管控，确保在疫情

防控期间对重点疑似人员的行程轨迹实
施及时有效的追溯，实现乘车人员身份清
晰、健康状况明了、疫情态势可视，决定于
2 月 17 日起对市区内乘坐公交出行的市
民实行实名扫码乘车。

市民实名扫码乘车可以通过西宁智
能公交 APP、夏都通 APP、西宁公交微信
公众号、夏都通微信公众号四种线上认
证方式进行注册登记，填写相关信息，在

提示注册成功后，就可以正常实名扫码
乘车。

乘客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一
扫”功能，扫描公交站台及公交车内相关
宣传海报上的二维码进行注册。

在实名等级成功注册后，市民上车后
只需用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扫一扫”功能，
扫描车内张贴的二维码，扫描成功后向公
交驾驶员展示验证界面后，正常支付乘车

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每辆公交车上的二维

码不一样，市民乘坐多辆公交车时，每辆
公交车上的二维码都需扫描，并向驾驶员
展示验证界面。

就广大市民关注的个人信息安全问
题，公交公司表示，所有乘客登记的实名
信息仅用于疫情防控及疫情告知需要，市
民无需担心个人隐私安全问题。

17日起西宁市民乘坐公交车要实名认证

本报记者 赵俊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