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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花节”成为昙花一现
□时报评论员 张扬
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错过了三月的阳春，青海的春
“青春不常在，鲜花不常开。”旅
天再不肯错过四月的好天气，随着
游文化仅仅在鲜花上打主意，肯定
花儿的盛开，各种“花节”也接踵而
不会长久，尤其是在青海气候条件
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花节”切
下，杏花、梨花的花期非常短，十天
莫成为“花劫”，也不要成为昙花一
八天的时间内，游客蜂拥而至，自然
现，海东在“花节经济”上还需再加
是各种堵，随后又变成空城，真正成
把劲。
了“昙花一现”
。
进入四月份，海东最令人心动
“卖鲜花也要卖出水平。”这是
的便是群科的杏花节和乐都下寨的
不少旅游行业人士的一致想法。就
梨花节，不仅赚足了人气，也让当地
省外来说，比如四川绵竹有个玫瑰
餐饮等商户赚了个盆满钵满。但不
花海，不仅可以赏花，还可以品玫瑰
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花节”的举
茶、尝玫瑰饼，如果说依托鲜花加工
办，也看到了当地旅游文化发展中
衍生品是小儿科，打造永不落幕的
存在的短板。据《海东时报》报道， “花节”则是最好的结局，很多地方
群科杏花节期间，当地接待能力面
从春天开始赏花，到夏天赏果，再到
临大考，因为游客扎堆赏花，停车场
秋天采摘，将“花节”贯穿四季的同
一位难求，餐饮店一桌难求，交通压
时，把当地打造成了真正的旅游胜
力大增。基础设施的不足，导致接
地。就省内而言，门源、贵德都是很
好的例证。门源最初玩的也是鲜
待能力不足，继而给当地旅游文化

花，
“百里油菜花海”的牌子也够亮，
“花节”刚起步就赚足了眼球，此后
也是推出诸如“油菜花蜜”等衍生
品，最终成为省内外游客的旅游目
的地之一。贵德也是如此，每年的
“梨花节”不过是一个噱头或“障眼
法”，最终打造的却是黄河文化，应
该说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因此，在举办“花节”时不要“短
视”，应考虑对当地旅游的“长期效
应”，更应该把“花节”纳入当地旅游
文化发展的一个节点来考虑，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景区管理，挖掘
特色文化，这样才能打造成一个永
不落幕的“花节”，真正为当地旅游
文化发展注入活力、
带来后劲。

4 月 15 日是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为加强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使
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
全利益，海东市 36 家单
位在平安区广场开展
集中宣传活动。活动
紧 紧 围 绕《国 家 安 全
法》
《反间谍法》及其实
施细则、
《反 恐 怖 主 义
法》
《国家情报法》等法
律 法 规 ，展 出 展 板 71
块，悬挂横幅 76 条，发
放 宣 传 资 料 2000 余
份。图为宣传册发放
现场。
时报实习记者 杨
璐摄

从我做起，共建绿色家园
——致广大中小学生的一封信
同学们：
近年来，中国各地空气污染严
重，雾霾情况堪忧。这充分说明了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增
长的背后，我们付出的是破坏生
态、污染环境的巨大代价。联合国
发布的 《2016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
览》 中就呼吁全球增加投资，促进
发展中国家“绿色经济”发展。因
为现在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承受较大
压力，只有将现有高能耗且带来严
重污染的“褐色技术”转化为低能
耗且环保的“绿色技术”才能让我
们的人类拥有未来。
青海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生态净
土之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守
护着三江源头。大美青海，高原夏
都，正在以她丰富的文化生态资
源，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提出
“四个扎扎实实”，其中一条就是
“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习

近平还多次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
山 银 山 ”， 保 护 好 青 海 的 生 态 环
境，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
贡献。
作为青海人，绿色环保，保护
家园，责无旁贷！
海东市，作为青海东部一座新
兴最年轻的地级市，在撤地设市的
发展机遇中，迈入了快速发展车
道。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铁
新区、中关村高科技园、美丽乡村
等建设改善了市区环境。每天，街
道上喷水车、清扫车、垃圾运送
车，伴着悦耳的音乐，把清新、洁
净的市容市貌带给市民。
作为海东人，绿色环保，我爱
我家，义不容辞！
每当夏秋，当我们徜徉在美丽
的校园里，鲜花吐艳，树木葱绿、
亭台长廊掩映在花木从中，犹如置
身在美丽的花园，令人神清气爽。
走进教学楼、公寓楼，由传统文

化、名人格言、书法绘画、文明礼
仪等构成的文化长廊，让人们置身
于书香文化的氛围里……
作为学生，绿色环保，我爱我
家，舍我其谁！
今年 4 月 2 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他在参加活动时强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祖国
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
同学们，让我们响应习总书记
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己的
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小事入手，身
体力行地参加环保行动，亲手栽下
一棵小树，给花坛里的小花浇浇
水，给操场的小树培培土，美化绿
化我们的校园，培养良好的环保意
识、环保道德和环保习惯，为创建
文明校园、文明平安、文明海东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海东市教育局
2018 年 4 月 17 日

海东

开辟卫计工作新路径
时报讯（记者 陶成君 通讯员 丁玉澜）2018 年，海
东市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积极应对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实际，从大健康、大卫生的
理念出发，瞄准全市卫生计生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深
化医疗卫生领域供给侧改革，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
工作方针，
努力推动卫生计生工作新发展。
在综合医改方面，今年海东市全面落实深化医改
各项任务，强化“三医”联动，全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改革。通过进
一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广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完
善公立医院及院长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符合行业特点
的人事薪酬制度和分配制度。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医
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次均费用增幅控制在规定的范围
内。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和医共体建设。按照“三
个不变、五个统一”的原则，建立上下联动、分工协作
的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整合医疗卫生资源，有效提
升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大力推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
同时，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大力推进计划
生育服务管理改革，
全面提升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能力。
通过全面落实两孩政策，
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切实
转变计划生育服务理念，
实现区域内人口优化发展。
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着力构建与
基层群众健康需求相适应、与健康海东目标相衔接的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健康水
平。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力推进健康促进工
程，推动卫生工作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
心”转变，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夯
实疾病控制基础，加强计划免疫工作。做好疾病监
测、食品安全监测、农村饮用水监测工作，及时掌握疾
病流行动态。加强重点传染病防治，严防各种传染病
的发生和流行蔓延。同时，完善卫生应急处置与疾病
控制工作预案，提高应急救援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
行动，加快开展农村改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等工
作，控制减少生产生活废物，严格依法依规处置医疗
废弃物。
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采取
有效措施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和贫困地区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完善
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和大病保险制度，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统筹优先覆盖所有贫困地区，
将健康扶贫各项政策落到
实处。切实做好医院对口帮扶工作，
深入推进无锡市对
口帮扶卫生计生工作，
建立完善省内外持续有效的对口
帮扶机制，
改善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
（上接 A01 版） 要立足彰显地方特色增强乡村旅游魅
力。围绕下寨村古村、古树、古庙宇、古街道等特
有潜质，加大软硬件设施投入力度，做好保护、开
放、挖潜工作，不断改善村容村貌，突出亮点特
色，切实打造具有河湟文化特色的梨文化旅游区。
要立足科学规划提升乡村旅游品位。围绕乡村旅游
精品打造，从基础设施、村庄风貌、民俗文化等方
面入手，高标准规划，多方争取项目资金，加强部
门协作，形成建设合力，确保乡村旅游点建设在短
期内见到实效。同时，要积极引进优秀企业、团
队，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经营模式，优化乡村旅游
发展资源、挖掘乡村旅游潜力、增加农民收入。要
立足盘活做足存量和做优做大增量并重。立足海东
优势，每月推出一批有特色、有内涵、有底蕴的乡
村旅游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做
优、做强现有节庆活动，确保“存量”的同时，通
过提升品质打好时间差、季节差，最大程度地吸引
更多游客，扩充全市乡村旅游的“增量”，使乡村旅
游成为乡村振兴的强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