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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年·醉海东
“醉”在哪里
□时报评论员 周海新
近期，青海省海东市将在春节期间举
行“青海年·醉海东”系列活动的消息不胫
而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一
个“醉”字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人浮想联
翩。醉酒的醉？还是陶醉的醉？笔者认
为，海东市举办“青海年·醉海东”系列活
动，在拉动消费的同时，重在丰富群众的
文化活动，是让人陶醉的意思，因为海东
有让人“醉”的资本。
“醉”在厚重的历史文化。海东市地
处华夏民族摇篮——黄河上游及其重要
支流湟水之间。几千年来，勤劳善良的河
湟儿女历经岁月的洗礼，创造出辉煌灿烂
的历史文化，为青海地区注入了最为重要
的历史文化血脉。瞿昙寺、喇家遗址、南
山射箭北山赛马、
“ 九曲黄河灯会”
“ 敬德
洗马”等，这些或传承文化、或寄托愿望的
文化遗产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犹如
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闪发亮。新中国建
立后，随着党和国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视，海东文化事业高速发展，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为群众提供了各个层
次的精神食粮，但群众却从来没有一次性
感受过家乡的悠久瑰宝。这次系列活动
就是要把海东“压箱底”的历史文化集中
展示给广大人民群众和游客，让大家在海
东感受青藏高原的风情。
“醉”在丰富的文化活动。活动是历
史文化的载体，历史文化是活动血肉，二
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海东有这么多悠
久的历史文化，必然存在传播的介质，不

然，现在也不会存在河湟文化的提法。为
了充分展示海东的历史文化，系列活动期
间，海东全市范围内将举办春节联欢晚
会、
“ 九曲黄河灯会”、千人同敲平安钟、
“刀山会”、射箭比赛、冰雪嘉年华、元宵灯
展、花儿擂台赛、涂鸦趣味赛、街舞大赛、
篮球赛、
“ 拳”王赛、徒步赛、民俗文化展
演、文物展示、种幸福树等几十个活动。
这些活动遍布海东六县（区），为群众和游
客提供了最为广泛的平台。
“醉”在乡土的特色产品。海东地处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河湟谷
地的东部，是青海气候和地理环境最为优
越的地区，盛产瓜果和农副产品。草莓、
西瓜、人参果，土豆、白菜、长辣椒，酿皮、
馓子、大月饼……这里既有最新鲜、富硒
的瓜果蔬菜，也有丰富的肉蛋产品，更有
极具特色的民族美食。放眼全国，仅撒拉
宴和土族美食就能把人的胃留住。在西
北地区特别是在青海，海东的农副产品是
最为盛名的，也是最为绿色的。为了满足
广大群众的需求，海东各县（区）以赶大
集、美食街等形式供应来自海东的特色年
货，营造浓浓的年味。
“醉”在淳朴的风土人情。海东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地区，农业占全省的半
壁江山，农村人口较大，乡土气息极重。
这里不仅山清水秀，而且百姓勤劳质朴。
客人来到海东，质朴的主人必定让你“先
喝三碗美酒”，必定让你“炕上坐”，必定煮
肉招待你，甚至会留你在家里住一晚。这
里既透露着劳动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也饱含着农村淳朴的风土人情。在
系列活动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听农家
话的安排，就可以让那些久别了乡村的游
子聊以慰藉，重温儿时的记忆，体验那远
久的浓浓的中国年味。
“醉”在新颖的城市美景。改革开放
40 年来，海东市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乐都朝阳山片区、
高铁新区初见规
模，
蚂蚁山生态公园、
平安心湿地公园建成
开放……在猪年春节，你可以到海东欣赏
冬日里的这些别样美景。同时，也可以享
受河湟新区大型灯展、黄河灯会、宗教寺
院，
魏巍马阴山、
蓝色静谧的黄河等众多的
人文景观和孟达天池、
互助北山、
乐都引胜
沟等自然资源，
这些足以让你大饱眼福。
海东有了这些“资本”，再加上市委、
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满足人民
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重大要求、践行省委“一优两
高”战略部署、推动海东在兰西城市群节
点崛起的重要举措，海东的此次活动必将
让你陶醉不已。
情到深处人自醉。我们可以傲娇地
说，
海东这盘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丰富的
娱乐活动、多样的农产品、淳朴的风土人
情、
新颖的城市美景的文化
“大餐”
，
必将让
来海东过猪年春节你流连忘返，
“醉”在其
中。难道，
你还需喝一杯青稞酒才会醉吗？

石才和 乐都公证处主任
杜永忠 乐都区公安局指挥中心副
李有兰（女） 乐都区中医院主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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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最美乐都人”及提名奖获得者名单公示
记（乐都四中副校长）
丁秀丽（女） 乐都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干部
周世显 原乐都县氮肥厂退休职工、
老党员
拉有清 原乐都县政协副主席 青海
文史馆特约研究员
李连和 高庙镇卯寨景区党总支书
记、新庄村党支部书记
杨泗林 原寿乐镇杨家山村党支部书记
杜银桂（女） 碾伯镇下教场村村民
第一届“最美乐都人”提名奖获奖人
员名单（5 名）
黄振荣 青海宏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让群众脱贫有门路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近年来，互
助县通过探索建立“合作社+基地+农
户”
“ 企业+农户”、订单种植等多元化
产业发展模式，打造了特色种养业、现
代服务业、光伏扶贫、民族手工业、乡
村旅游、劳务输出六大特色扶贫主导
产业，
让群众脱贫路更宽。
去年 10 月，互助县首届中藏药材
展销会在该县扶贫产业园拉开序幕，
集中展示了近几年互助风生水起的中
药材种植成果。目前，中藏药材已经
成为该县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去年
互助县种植面积突破 8 万亩，亩均收
入 3000 元以上，种植户扩大到 3 万户
以上，带动近 1 万户贫困户增收。同
时，建立了马铃薯、油菜等十大基地，
辐射带动全县 4.3 万名贫困人口增收。
借助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互助
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餐饮
住宿等现代服务业，不断拓宽贫困群
众增收渠道。尤其是将电子商务作为
激活市场、促进增收的有力抓手，实现
线上线下交易额 2000 万元，带动 4771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600 元以上。依托
“土族盘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生产性保护优势，在威远镇、五十镇
建立 8 个盘绣产业基地，实现年收入
957 万元，带动 16 个村 2000 余名群众
生产期内人均月增收 800 余元，其中
直接带动 22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
期内人均月增收 2000 元。同时，依托
深厚的青稞酒文化底蕴，该县在威远、
丹麻、五十等乡镇建有酩馏酒作坊 53
个，从业人员达 330 人，年产量近 6 吨，
年销售收入达 290 万元。
随着乡村旅游蓬勃兴起，
互助县打
造了东和乡麻吉村油嘴湾花海等5个乡
村旅游品牌。该县将 3657 名贫困人口
1975万元资金投入北山景区管委会，
按
10%的比例进行分红，
占贫困人口总数
的 8.4%。2018 年该县旅游人数突破
40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25亿
元，
辐射带动全县1800余名贫困群众通
过发展餐饮、旅游服务、销售农特产品
等方式，
实现户均增收3200元以上。
在此基础上，
互助县通过光伏扶贫、
劳务输出等方式，全力拓宽群众致富
路。目前全县光伏装机总量达 179.9 兆
瓦，
直接带动1289户贫困户年户均增收
2500元以上；
累计转移就业10252人，
人
均收入1.2万元以上。

1 月 9 日，海东市乐都区
下营乡农村党员冬春轮训暨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正式拉
开序幕，来自各村的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党员旗帜户、
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
备党员以及机关全体党员共
70 余人参加了开班仪式。培
训班旨在进一步提高广大党
员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
科学发展本领，增强基层党
组 织 的 创 造 力 、凝 聚 力 、战
斗。
时报记者 金显花 通讯员
李玲 摄

根据第一届“最美乐都人”评选表彰
活动工作安排，结合公众投票、工作业
绩、先进事迹、综合考评，确定了第一届
“最美乐都人”获奖人员 15 名（其中获奖
人员 10 名，提名奖 5 名）。现将拟表彰
的第一届“最美乐都人”及提名奖获得者
进行公示，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第一届“最美乐都人”获奖人员名单
（10 名）
张中麒 碾伯镇个体诊所医生
付书辉（女） 寿乐镇寿乐社区党支
部书记
盛国辉 李家乡马圈村第一书记（乐
都区工业和商务局干部）
时先元 下营藏族乡下营村第一书

互助
“六大产业”

主任
验师
文海峰 乐都区税务局干部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14 日。如有不同意见，请来电来函或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向评选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反映。
监督电话：
0972-8622331
电子邮箱：
ldqwmb2018@163. com
第一届“最美乐都人”评选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8 日

海东市气象局提供 制图/时报记者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