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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沿黄河马拉松赛道公布
时报讯（记者 陶成君）记者从 2019 青海
海东沿黄河马拉松赛事组委会获悉，今年马
拉松赛将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区
广场为起点，途经省道 203 和牙同高速后在海
黄大桥 K87+500（折返），终点止于群科新区
广场。
据了解，青海海东沿黄河马拉松赛定于 9
月 14 日 7:30 在化隆县群科新区广场举行，8:
00 发枪起跑。比赛设全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
松两个项目，路线长度分别为 42.195 公里、5
公里。
马拉松是目前国际上从众增长最快的赛
跑项目，此次在化隆县举办的沿黄河马拉松
赛赛道除了省道 203 外，还有 15 公里处于牙
同高速。牙同高速(牙什尕至同仁高速公路)
全长近 63 公里，是连接京藏、连霍两条国家高
速公路、张掖至河南公路中的一段，采用双向

四车道设计标准，行车时速达 80 公里。作为
牙同高速其中一段，海黄大桥横跨黄河。赛
事期间，参赛选手将沿着海黄大桥，与滔滔黄
河水一同奔跑。
沿黄河马拉松赛赛道路线为：群科新区
广场（起点）——群科新区迎宾大道——203
省道——团结村高速入口——牙同高速——
朵给山隧道——山尕滩——山尕滩大桥——
沿 黄 特 大 桥 —— 海 黄 大 桥 K87 + 500（折
返）——沿黄特大桥——山尕滩大桥——山
尕滩——朵给山隧道——牙同高速——团结
村高速入口——203 省道——群科新区迎宾
大道——群科新区广场（终点）。
迷你马拉松路线为：群科新区广场（起
点）—— 巴 燕 路 —— 团 结 大 道 —— 廓 州 路
——黄河大道——石城路（右转）——203 省
道——群科新区广场（终点）。

世界自由搏击争霸赛 18 日开赛
时报讯（记者 尕桑才让 通讯员 王仲雪）
2019 年“拓隆杯”青海·化隆第四届“决战黄
河”世界自由搏击争霸赛将于 9 月 18 日在化
隆群科镇安达其哈花海举行，来自中国、巴
西、伊朗、泰国、法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等 8 个
国家的 24 名搏击拳手参赛。
自由搏击即踢拳，是站立式格斗，指一方
倒地便不允许另一方击打，
同时不能使用反关
节技、肘、膝等，对摔法也有一定程度的禁止。
自由搏击又称国际自由搏击，
欧美全接触自由
空手道等。
“决战黄河”是化隆县委、县政府打
造的一项体育赛事品牌，
这一赛事品牌的打造

是化隆申报国家体育小镇的基础，
更是体育赛
事和旅游文化、
黄河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
据悉，化隆县将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
社会参与”
的原则，
坚持
“热烈、
节俭、
安全、
和谐”的办赛方针，着力打造“决战黄河”赛事
品牌，以“逢盛世，强体魄，会宾朋，展风俗”为
主题，以体育搏击赛事的平台，将此次赛事打
造成有文化内涵、特色浓郁的盛会，并以此为
契机，
充分展示
“山水化隆·水韵群科”
之美，
促
进当地体育事业的发展，
进一步加大
“旅游+体
育”融合发展，扩大山水化隆知名度、美誉度，
打响
“决战黄河”
体育文化赛事品牌。

9 月 10 日，青海省高等
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 2019
届新生。来自青海、宁夏、
甘肃和陕西等西北地区的
1300 余名新生正在各自对
应报名点报名。据了解，青
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现有
各类全日制中、高职和电大
在 校 生 近 5000 人 ，2018、
2019 年共有 1446 名学生毕
业，总体就业率达到 92%以
上。图为新生报名现场。
时报记者 张璐 摄

□时报记者 兰修 摄影报道
9 月 2 日，时报刊发了《施工未
回填又遭暴雨致民房倒塌怎么赔合
理》一文，就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
甘都镇上四合生村村民马开素梅家
的老房子因管道施工致水渠被堵，
下暴雨水倒灌致房屋倒塌的事件进
行了报道，在媒体及各方关注下，目
前，房子倒塌后的赔偿事宜顺利解
决。
9 月 6 日，记者再次前往马开素
梅家看到，之前一片狼藉的现场已
经用土垫起并进行了平整，废弃的
木料摆放在墙根。
上四合生村原村党支部书记韩
国峰说，9 月 2 日，甘都镇领导、水务
局、施工队的负责人和村“两委”都
来到了马开素梅家。经过协商，大
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让施工队
出面，把整个屋里的废墟全部清理
出来，然后全部垫平，在这个基础
上给马开素梅赔偿 1 万元。最后大
家一起签订了协议，圆满了结了此
事。
记者随后找到化隆县禹隆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施工队负责人马青
武，他告诉记者，当时把土放到水渠
里也是没有办法，出现这种意外自
己也很愧疚。
“ 这个地方特别窄，当

▲被冲垮房屋现场已进行平整
时挖掘机挖出来的土实在没地方
放，多出来的一点就堵到渠里了。
虽然我们不是故意的，但也给我们
敲响了一个警钟，在施工中安全是
最主要的。以后我们施工中，一定
会做好一切准备和应急预案。
“对房
主来说给人家造成了损失，我心里
也挺愧疚。
”马青武说。
对于这个处理结果，马开素梅
也表示满意，
“这件事很妥善的处理
了，虽然吃了点亏，但马老板来了好
几 次 ，也 是 真 心 实 意 想 要 解 决 事
情。接下来，我打算在这片地上浇
水，把地基沉下去，再慢慢着手把房
子盖起来。”马开素梅告诉记者，现
在她们全家都住在北边的玻璃房
中，这个事故并不影响她的住房和
正常生活。

七里花海奏响乡村振兴曲

高寨党员干部带头简办丧事
□时报实习记者 巴迎桂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婚丧嫁娶中
愈演愈烈的畸形人情消费，严重影响了群众
生活的幸福感。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
自治县高寨镇通过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党员率先垂范等形
式，大力提倡节俭文明的婚丧新风和厚养薄
葬的孝道观念，陈规陋习破除了，变味的人情
开始回归。
高寨镇西庄村村民牛武山对记者说：
“随
着生活越来越好了，以前村里无论是办喜事
白事规定的都是二三百元的，不去碍于面子，
去了对自己也是个负担。自移风易俗工作开
展以来，现在隔壁邻友的搭礼也就 50 块钱，最
多 100 元。
”
今年以来，高寨镇西庄村和东庄村在村
里大力宣传移风易俗工作，对村民进行思想
教育，率先打响了移风易俗的攻坚战。近期，

施工队担责 倒塌房屋获赔

东庄村党员牛威山的父亲不幸离世，牛威山
兄妹 6 人在东庄村红白理事会的指导下，一改
以往大操大办的习俗，丧葬期间，待客从酒店
改到村活动中心简办，席间菜品简单不上烟
酒。由原来的请先生大祭改成追悼会的形
式，取消迎庙、取水等各类环节，为高寨镇移
风易俗丧事简办树立了标杆。
“现在村里无论是谁家办理喜事白事，都
会第一时间主动汇报红白理事会，
无论家庭条
件是好是坏，
一律都是按照红白理事会定的标
准来办，
村民们都很满意。
”高寨镇东庄村红白
理事会会长王生成说，高寨镇厚养薄葬的推
行，不仅遏制了攀比之风，也大大减轻了村民
的负担，
得到了广大村民的支持和响应。

□时报记者 陶成君 通讯员 吕维娜
在这里当管理人员，月工资 3000 多
仲秋时节，走进海东市民和回
元，加上妻子做保洁元，一个月挣
族土族自治县七里花海景区，月季、 2400 元，两口子加起来一年能挣到 6
格桑花、金盏菊、孔雀草等竞相绽
万到 7 万块钱，生活水平翻了一番。
放，摇曳多姿，五颜六色的花田犹如
据了解，七里花海景区打造以来，为
绣织在绿色地毯上的一幅水彩画， 当地群众提供工作岗位 160 多个，提
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游客慕名前来赏
供了就近务工增收渠道。不仅如
花观景。
此，七里花海景区的建设还带动了
“我们这个团队是从平安来的， 餐饮业的发展。
通过朋友圈知道七里寺有个花海，
与此同时，花海景区所在的山
现在交通方便，路也好走。”游客杨
庄村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脱
文唤说。
贫攻坚、旅游开发、现代农业发展等
如今，民和县古鄯镇山庄村的
工作相结合，探索推广了集体经济
七里花海景区作为民和县乡村旅游 “破零”增收的新办法，依托山庄村
示范点，通过走“企业+景区+贫困
独特优厚的旅游资源，建立股份经
户”的旅游助力脱贫模式，不仅成为
济合作社，将国家扶持的发展集体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经济资金投入到“七里花海”景区建
也成为助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
设中，以年底按股分红方式力促村
有利抓手，
实现群众稳定增收。
集体经济
“破零”
、老百姓增收。
时间回到三年前，七里寺风景
据民和县七里花海景区负责人
区原本就没有“花海”一说，而是民
付成才介绍，下一步，景区将完善旅
和县古鄯镇村民付成才与他人合伙
游项目，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小吃
起步打造的一处休闲度假区。随
摊点等销售、发展民俗文化游、冬季
后，在民和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 开办冰雪体验项目，填补民和冬季
七里花海景区规划面积 900 亩，分赏
旅游空白。同时，打造旅游产业从
花观光区、运动体验区和餐饮烧烤
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的转变,以美丽
区。随着景区游客不断攀升，前来
的景色和独特的风情真正实现留
游玩的日均游客达 500 人(次)，最高
客，
全方位提升
“乡村振兴”。
达 1000 人（次）。
古鄯镇山庄村贫困户毛财云和
妻子在花海景区务工，去年底他们
家实现脱贫。毛财云告诉记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