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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北门泉水不再叮咚响

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几百年充盈的北门
泉，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后逐渐干涸了。 ”西宁
77 岁的老人汪玉梅向本报反映。

9 月 1 日中午，西宁北门城楼下秋意渐浓，大
石头上的红色大字“北门泉”鲜艳夺目。 走近北
门泉，一股异味扑鼻而来，细看才发现泉眼中已
经没有水，水坑积水中大量红色小虫在游动。 连
接北门泉与附近绿地的水渠， 露出了渠底的石
块。

在北门泉附近住了多年的汪玉梅老人说，北
门泉曾经是西宁城居民饮用水的来源之一，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自来水的普及，北门泉成了市民
游玩的地方。 今年上半年，北门泉的泉水还多，有
小孩子经常在泉边玩耍，但最近发现北门泉逐渐
干涸了。

据相关文献记载， 西宁曾经分布着大大小
小近百眼泉， 北门泉是其中出水量最大的泉。
《西宁府新志》中写道，“北门泉，在县治北门
外城下。水清味甘，体重诸泉。居民多汲饮水。”

据青海地方文史专家杨文盛先生回忆， 昔日
西宁城中有多处水井， 而因为北门泉的水质十分
好，老西宁人都喜欢到这里汲水。 他小的时候，几
乎每天都要跟在父亲和姐姐的身后去北门泉玩。

西宁解放后， 城市自来水工程不断扩展，北
门泉才失去了实用价值，逐渐被废弃了。 青海地
方史学者李逢春先生在电话里说， 在他的记忆
中，北门泉没有干涸过。

1999 年，北门泉重新被开挖出来，在泉眼附
近砌井凿池，建成了北门泉绿地。 此时，北门泉的
水量小了许多。 “重建的北门城楼与北门泉绿地
改造融合在一起，精心布局造景，凸显北门城楼
与北门泉的古风古韵， 形成人与自然的融洽共
处，具有地方特色。”2008 年成文的《西宁北门城
楼重建记》记载了这次改造。

北门泉的泉水不再叮咚响，到底是什么原
因，能不能补救，能否将这一古迹留住？汪玉梅
老人说，北门泉的干涸让人痛心、惋惜。

农业保险 利国利民
什么是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国家强农惠农，稳
定农牧业生产的一项惠农政策， 是以各级
财政给予农牧民保险费补贴的方式引导广
大农牧民参加保险， 发生保险灾害事故后
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予以赔付， 防止
农牧民因灾致贫、 因灾返贫的一项政策措
施，以提高农牧业生产的灾后恢复能力，促
进农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自 2007 年开展
以来，农业保险补贴力度进一步加大，保障
的农户从 2007 年的 2.1 万户次到 2013 年
底近 11 万户次。 截至 2014 年 6 月底普通
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包括以规模化和
集中化养殖为主的能繁母猪、 奶牛、 育肥
猪、冷水养鱼。

养殖业保险保障范围有哪些？
目前， 我省能繁母猪和生猪的保险责

任包含：火灾、爆炸、雷电、暴雨、洪水（政
府行蓄洪除外）、风灾、冰雹、地震、冻灾；
山体滑坡、泥石流；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
物体坠落；猪丹毒、猪肺疫、猪水泡病、猪链
球菌、猪乙型脑炎、附红细胞体病、伪狂犬
病、猪细小病毒、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
支原体肺炎、旋毛虫病、猪囊尾蚴病、猪副
伤寒、猪圆环病毒病、猪传染性胃肠炎、猪
魏氏梭菌病，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蓝耳
病及其强制免疫副反应。 上述能繁母猪和
生猪保险责任中列明的高传染性疫病，政
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死亡的， 保险人也负
责赔偿， 但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
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奶牛的保险责任包含：火灾、爆炸；暴
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风灾、雷电、
冰雹、冻灾；泥石流、山体滑坡、地震；建筑
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口蹄疫、布鲁

氏菌病、牛结核病、牛焦虫病、炭疽、伪狂犬
病、副结核病、牛出血性败血症；毒性腹泻
病 / 粘膜病、强制免疫副反应。 上述奶牛保
险责任列明的高传染性疫病， 政府实施强
制扑杀导致保险奶牛死亡， 保险人也负责
赔偿， 但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
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冷水的养鱼保险责任包括： 洪水和鱼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

养殖户去哪家保险公司参加养殖
业保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人保财险）做为我省唯一一家拥有
合法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机构， 为全省农
牧民提供农业保险风险保障。 养殖户可以
就近选择人保财险所在各县的分支机构进

行相应的咨询和保险。
农牧民参加农业保险需要哪些手续？

有意愿参加农业保险的农牧户要填写
清晰的农业保险登记表格，提供个人姓名、
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一卡通或银行账号、
开户行、养殖品种、数量、养殖地址，并按照
政府确定的各项补贴政策将自交部分保费
交人保财险当地分支机构， 由人保财险公
司按照相应的流程开展保险工作。

灾害发生后如何进行理赔？
灾害发生后， 农牧户可以通过二种途

径向人保财险进行报案：一是直接拨打人保
财险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95518；二是
拨打人保财险各地分公司提供的联系电话。
在报案中农牧户要告知死亡的牲畜品种、死

亡数量、死亡原因和死亡牲畜所处的详细地
址和报案人的联系电话。 同时，要保护好受
灾现场以及做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施
救工作， 以便人保财险及时开展后续的理
赔。 人保财险接到报案后会在 48 小时内派
遣理赔人员前往现场开展查勘定损工作。对
于发生动物疫病的，聘请有关防疫部门人员
或专家协助开展查勘定损工作，并根据实际
的受损情况，按照保险合同进行赔偿。

2014 年养殖业保险补贴政策有哪些？

2014 年全省普通养殖业保险以养殖
场、养殖小区、养殖大户和专业合作组织为
主开展，逐步将全省能繁母猪、奶牛、生猪
和冷水养鱼纳入保险范围， 具体补贴标准
如下：

（普通养殖业篇）

保费补贴品种及标准明细表(单位：头、立方米、元)

品种
单位
保险
金额

保险
费率

单位
保险
费

中央补贴 省级补贴 县（地市）
级补贴

农民自交

能繁母猪

生猪

奶牛

冷水养鱼
（包括网箱
和鱼）

1000

1000

4000

165

6%

6%

6%

6%

60

60

240

9.9

30

30

120

6.79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50%

50%

50%

70%

18

18

72

9.6

30%

30%

30%

40%

0

0

0

10%

12

12

48

1.98

20%

20%

20%

20%

0

0

0

0.99

一位老人的青藏线记忆

秋日的都兰， 正是丰收的季
节，枸杞树上挂满了红宝石般的果
实……

在香日德镇柴开村，73 岁的史
正章老人坐在家门口，看着青藏公
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脸上露出幸
福的微笑。

出生在湟源的史正章， 很小的
时候， 就被做生意的父母带到香日
德， 懵懂的记忆中， 从湟源到香日
德，他们骑着骆驼走了一个月。 和很
多生意人一样，每到 10 月份，在冰
雪纷飞中，父亲赶着骆驼，驮着货物
前往拉萨，因为只有到了那时候，路
上有了积雪，人和骆驼才有水喝。 在
青藏公路开通前， 香日德作为中转
站， 一些资金较少的生意人， 将砖
茶、粉条、挂面、布匹等东西运到香
日德后，再由资金雄厚，驼队壮大的
生意人运往拉萨等地。

父辈们赶着骆驼向西而行，一
去就是大半年。

每一个驼队的归期，都是香日
德镇的节日。 “爸爸带回来的都是
稀罕物件，罗马表、蓝翎自行车、呢
子礼帽、包装上印着外文的糖果。”
这些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通过印度、
西藏， 再经过驼队的千里行程，最
终到达香日德镇。 靠着进出差价，
史正章的家庭才得以维持一年又
一年的生计。

1953 年 8 月，西藏运输总队成

立，慕生忠将军带领部队进驻柴开
村，这里成为了修建青藏公路的驻
地和指挥部。

1953 年底， 队伍从香日德出
发， 仅用 ４ 天时间就穿越了 300
多公里的茫茫戈壁来到格尔木河
畔。此后，他们又打通了寸草不生
的荒漠， 万年冰封的地带和连片
的沼泽， 历经艰险贯通了青藏公
路。“那条路修得太艰苦了，除了
开山时用点炸药， 其他的都是手
工。 ”史正章年幼的记忆中，留下
了筑路大军的艰辛。

青藏公路开通后， 史正章家的
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变
化不得了。 ”史正章激动地说。 刚开
通时，虽然车辆特别少，但机械化的
运输比驼队要快很多。 史正章老人
跟着大人回了趟老家， 来时一月有
余的路程，不到 3 天就到了。 如今，
随着公路的等级越来越高， 香日德
到湟源，也就四五个小时。

交通便捷了，史正章一家人的
生活也蒸蒸日上。 每当茶余饭后，
老人来到青藏公路边， 思绪万千，
对这条看不到尽头的“天路”更是
心怀感恩。

干涸的北门泉

北门城墙下的北门泉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何耀军 摄

◇本报记者 朱西全

本报记者带你沿线看变化

青藏公路开通 周年6666666666666666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