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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滔滔黄河水，雄雄古长城。夕
阳西下，秋风渐起，陕北高原上一幅
幅意蕴悠长的边塞风光映入眼帘。
曲曲折折的古长城墩台、寨墙，在斜
阳的映照中涂上一抹红霞，若断若
续，显得格外神秘。

“我想让子孙后代在家门口就
能看到原始的长城是什么样，所以
我会一直守护好它！”曾是一名军
人的刘东厚，转业回到家乡府谷县
工作。 2008 年以来，刘东厚投入
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参与府谷县
长城保护工作站、长城保护协会的
创办，积极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境内长城保护工作。在他的组织
和引领下，府谷长城保护工作站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在当地
建成了一支作风过硬的“塞北长城
保护队”。

14年来巡查长城从未间断

陕西府谷县境内，明长城东
起墙头角延山脉至莲花辿逐虏
台，与山西河曲县长城隔河相望，
西至新民陈峁墩台，全长 144.934
公里，长城段台、面、堡、关隘和遗
存 344处。2008年，在府谷县麻镇
明长城旁的黎元山上，一个只有 8
名成员的民间公益组织——府谷
县长城保护工作站挂牌成立，刘
东厚担任站长。

“我们主要是对县域内的长城进

行巡查，一段一段，一个墩台一个墩
台地查、看、作监测记录，比如哪里土
方剥落了、哪里被人为破坏了，包括
沿线的防护林带、防火情况都要做详
细的记载，最终确认的数据交由文管
办进行入档保存。”刘东厚组织和带
领全体巡查队员每天驾车或步行至
长城脚下，对县境内长城段、台、面、
堡、关隘和遗存等多面拍照1442张，
并形成文字记录资料。重点区段隔
天复查一次，每月28日前送交县文物
保护和旅游服务中心一份，本站存档
一份。遇损毁现象，现场拍照记录制
成专业资料，第一时间上报文管部门
予以整改和执法处置。

“对长城本体、保护范围和建控
地带的红线之内，发现违法施工时
便寻找当事人，告知禁止施工，不
听劝阻的及时报告有关部门采取措
施，强制停工。”刘东厚说，14年来，
工作站的队员们一次次劝退过采药
人、放羊人，记不得挨过多少骂、受
过多少委屈。在保护巡查时，每年
春、秋两季都要分段徒步完成对长
城保护 A区和 B区的详细监测，向
沿线居民普及《长城保护条例》、宣
传长城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发放

“致县境内长城沿线居民公开信”
共 3000多份。

种地收废品自力更生保运转

2013年，刘东厚争取项目、筹集

资金，协助府谷县文化和旅游文物
广电局修复了清水镇转角楼墩台，
把原散落在本村及邻村附近民间的
长城古砖低价购回，请古建专家及匠
人填补了墩台各处坍塌缺口，达到了
抢险加固的目标。为了给长城再加
一道屏障，刘东厚带领志愿者在麻镇
至旧巴州长城内外4.8公里栽植绿化
松树、柏树、樟子松6万余株，种植柠
条、沙棘千余亩，义务管护该段长城
防护林带，包括锄草、防火、剪枝数百
余亩。“毁林是犯法的，在城墙两边栽
树，不仅可以防风固沙，还能借森林
法来保护墙体。”刘东厚说。

2017年之前工作站没有专门经
费，他带领和组织志愿者自筹经费
维持运转和生活。开荒及种植村里
无人耕种土地 80亩，增加农副产品
收入2万元以上；每年种谷子、玉米、
高粱、土豆、南瓜各种蔬菜数万斤；
每年夏季回收杏子、松子、柏籽、籽
碎槐籽和柠条籽等农副产品收入
3000元以上，收回南瓜籽、葵花籽、
花生数百斤；回收各种废品等收入
500元以上……收入全部入公益账，
为保护长城服务。

“所有志愿者没领过补贴，每年
每人只发一套迷彩服，每月发两块
香皂、一袋洗衣粉、三包卫生纸和两
盒牙膏，但大家没有一句怨言。”在
刘东厚的引领下，大家上课学习、劳
动唱歌、栽植绿化、巡查长城，为孤

寡老人送饭送菜送粮，这朝气蓬勃
的“护宝”团队给长城周边荒芜的土
地上添加了植被绿色，也给百姓的
心田上植入了精神绿色。

“在政府支持下，工作站配备了
越野车、无人机、手持GPS定位仪，巡
查队员增加到17人。”让刘东厚欣慰
的是，2017年以后，府谷县文化和旅
游文物广电局和旅游服务中心，把县
境内长城的全部专项巡查任务交由
长城保护工作站承担完成。每年由
政府预算专项巡查经费，聘用长城专
项巡查队员履行岗位职责，经费逐年
递增。从 2021年开始，长城沿线(大
边二边)各乡镇村群众文保员 33名，
包括录用签聘、责任考核、信息对接、
补助发放、奖惩兑现都由工作站直接
对接，按制度规范运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21年9
月，榆林市出台了《榆林市长城保护
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明确，到 2025年，形成具有榆林
市特色的长城保护体系，将长城保
护空间性管理内容等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长城资源合理利用成效凸显，
文物事业社会贡献更为突出，长城
保护社会氛围基本形成。

“这几年破坏长城的人越来越
少了，保护长城的人越来越多了，
国家对保护长城也越来越重视。”
刘东厚欣喜地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爱我中华，护我长城”不仅是
我们这支“塞北长城保护队”的铿
锵口号，更是我们守护文化遗产的
庄严承诺！

本报记者赵争耀

14年巡查长城从未间断

刘东厚和他的“塞北长城保护队”

刘东厚在长城遗址巡查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西安市
集中供热开始一周有余，但在陕鼓
西仪103小区，目前仍有部分住户家
中室温无法达到供热要求的温度。
针对此事，西安西联供热有限公司
维修人员表示，小区供暖管道老旧，
故障频发，目前正在小区内24小时
值守，随时上门解决住户采暖问题。

近几日，该小区 5号楼、10号
楼、11号楼、16号楼的多名住户反
映家中暖气不热。11月 23日上
午，记者在 16号楼一层的一住户
家中发现，客厅和两个卧室中的三
组暖气片摸上去都是冰凉的。为
了采暖，该住户给家里添置了电暖
器，专供晚上睡觉时使用。

小区住户樊先生表示，从11月
15日西安市开始集中供暖，他详细
记录了每天家中暖气片的状态。樊
先生翻开笔记本，上面写着：“15日
全天暖气片冰凉；16日 7时-10时
一组暖气片微热；17日12时到晚上
暖气片是凉的；18 日全天不热
……”从樊先生出示的小区住户微
信群中可以看到，从 11月 15日至
23日，多名住户反映暖气不热。

今冬供热季开始以来，该小区
的供暖管道频繁发生爆管。有住
户回忆，从 15日集中供热开始，小
区多栋楼发生过暂时停暖。就在
一天前，小区西南角一栋楼前的供
暖管道爆管漏水。11月 23日，记
者在该处还能看到管道维修后重
修铺设保温层的痕迹。

暖气不热的情况在该小区已
经存在了多年，小区住户李先生
称，正因如此，截至11月23日他还

未交今冬的暖气费。小区内张贴着
多张西安西联供热有限公司发布的
收费通知，落款日期为 2022年 10
月27日。李先生称，从今冬供热季
开始前到现在，热力公司已经是第
三次通知住户们交暖气费了。11
月23日上午，在该小区一处暖气费
收费点，还有住户在排队交费，但也
有队伍外的几名住户称，他们目前
还在观望，因为往年交了暖气费，
家中暖气却热不起来。

陕鼓西仪103小区供热由西安
西联供热有限公司直管到户。对于
住户们反映的情况，该公司值守在

小区的维修人员表示，暖气不热的
住户多集中在20余栋老楼，这些楼
的供暖管道已使用40余年，因此故
障频发，维修难度大。从供暖季开
始前试水至今，爆管的情况屡屡发
生。此外，老管道是串联模式，一处
有问题，可能会影响多户采暖。

对于小区住户遇到的用热问
题，热力公司维修人员表示，目前
他们在该小区 24小时值守，并将
自己的电话进行了公示。一旦收
到住户反映暖气不热的情况，他们
都会上门处理，尽最大努力解决住
户采暖问题。

本报讯（记者 陶颖）11月 23日
一早，西安天空雾蒙蒙的，能见度不
高。根据各气象站实时温度数据显
示，截至 15时，温度均未超过 10℃。
虽然23日温度不高，还有小雨扰人，
但从 24日起，西安市将以多云天气
为主。

据预报，西安24日：多云，城区气
温 3～13℃，其他区县最低气温 1～

3℃，最高气温 11～14℃；25日：多云
转晴，3～15℃；26日：多云，3～14℃。

24日：陕北多云间晴天，关中、
陕南多云间阴天，陕南东部局地有
小雨或阵雨。陕北北部有 4级左右
偏南风。25日：陕北、关中晴天间多
云，陕南多云间晴天。26日：陕北、
关中晴天间多云，陕南多云转晴天，
东部局地有小雨。热线问暖

965369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存在热费缴纳、管网改造、新房取暖、滴冒跑漏、
突发停暖、温度未达标等供暖难题，都可通过029-965369问暖热线等八
大平台向三秦都市报全媒体反映。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逐一记录、核实，
联动所属供热企业与相关政府部门积极回应，确保家家户户温暖过冬。

供暖管道老旧频发爆管
热力公司：全天值守上门维修 本报讯（记者 张翌晨）11月 20

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广州、青岛、合
肥、西安、成都 5个城市率先发行特
定养老储蓄产品。根据试点要求，
特定养老储蓄产品期限为 5年、10
年、15年和20年，利率略高于大型银
行五年期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储
户在单家试点银行存入本金上限为
50万元。目前，工商银行西安地区
全辖网点均可咨询该产品服务，部
分网点进行销售。

5年期整存整取利率为4.0%

此次推出的特定养老储蓄产品，
包括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三
种类型，涵盖5年、10年、15年、20年四
个期限，购买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不同类型和期限产品。工商银行表
示，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定价高于普通
定期存款，且无论购买者存入多少金
额均享受同样的存款利率，急用钱还
可以提前支取，既是人民群众的“养老
安心钱”，也能作为“临时应急钱”。

目前普通的5年期整存整取，年
利率最高为 2.65%。昨日记者走访
了解到，工商银行此次在西安发行
的特定养老储蓄产品整存整取利率
相对较高，最高为4.0%；零存整取和

整存零取利率为2.25%。
据工行西安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产品发行以来，广大市民踊跃
咨询办理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工行
西安北大街支行营业室成功销售西
安市首笔特定养老储蓄产品。

购买者需具备西安市身份证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特定养老
储蓄产品目前只有持有试点地区当
地签发的身份证才能购买，即购买
者需要持有西安市身份证。此外，
特定养老储蓄对购买者的年龄也有
要求：年满35周岁才能办理。

整存整取、零存整取需要“年龄+
产品期限”大于 55，整存零取需要年
龄大于等于55周岁。如果客户现在
35岁，就只能买20年期的产品；如果
已经满了55岁，则每一种期限和存取
方式都可选择。客户在与银行签约
时可选择相应的期限与存取方式。

起存金额方面，整存整取起存
金额 50元，零存整取起存金额 5元，
整存零取起存金额1000元。每位储
户最高存入限额为50万元。

另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特定养老储
蓄试点产品也将在近期推出。

特定养老储蓄产品来了
急用钱还可提前支取

西安市未来几天以多云天气为主

住户给家里配置的电暖器

初心·寻访“国宝”守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