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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广告

焦桐成雨，此水此山此地
河南兰考农民魏善民今

年 79 岁了，他有一个保持了

50 年的特殊习惯。

每天一大早，魏善民都要骑

上他的电动三轮车，驮着扫帚、

簸箕，到离家一公里的一棵树下

扫叶、浇水、施肥。1971年至今，

这棵树他足足照看了50年。

这是一棵泡桐树。它华盖

如云，附近的桐树已经更新了

三四代，唯独它历经沧桑，依

旧枝繁叶茂，屹立不倒。

这棵树，当地百姓亲切地

称呼它为“焦桐”。

这棵幼苗，播撒下“千顷澄碧”的希望
兰考，焦裕禄陵园内，一

排泡桐树笔直挺立，默默守护

着安眠于此的英魂。站在树旁

极目远望，只看到晴空万里，

澄碧如荫。

然而在59年前，这里却是

一片蛮荒之地。内涝、风沙、盐

碱，成为压在兰考群众心中的

“三害”。彼时的兰考，风沙埋葬

了无数逃荒者生活于此的希望。

时 值 1962 年 冬，焦 裕

禄来到兰考。为了挡风压沙，

焦裕禄决定在这里栽种泡

桐——“这种树能在沙窝生

长，长得又快，五六年就能长

成大树。成林之后，旱天能散

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水分，

可以林粮间作，以林保粮。”

当年的种树者倒下了，却

留下了一句铮铮誓言：“活着

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

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后继者人

人种树，无数泡桐蔚然成林。

兰考的泡桐中，有一棵格

外特别。这是 1963 年，焦裕禄

亲手种下的一株小树苗，如今

已长成 5 米多粗、26 米多高

的参天大树。

这是魏善民和焦裕禄共

同种下的树。时至今日，魏善

民依然记得当时种树的情景：

“我们轮流拿树苗，轮流刨坑，

搭档得很好。别人不问，根本

看不出焦书记和一般群众有

什么区别。”

50 多年前，焦裕禄带领

兰考人民与“三害”抗争，在兰

考贫瘠的土地上，种下这棵泡

桐幼苗，也播撒下了“千顷澄

碧”的希望。

50 余年间，焦桐默默守

护着兰考，曾经的逃荒者变成

了树下纳凉休闲的民众，几度

泛滥的黄河水患，已成为滋润

兰考的清澈水源。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其实，焦裕禄和他亲手栽

下的泡桐曾有过一张“合影”：

焦裕禄肩披外套、双手叉腰、

侧头目视远方，背后斜伸出一

片桐树叶。那棵未露全貌的泡

桐，正是今天的焦桐。

“1963年 9月，焦裕禄下乡

查看春天栽的泡桐。他很高兴

地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

了，十年后会变成一片林海。”

时至今日，时任兰考县委办公

室通讯干事的刘俊生还能回忆

起焦裕禄当年高兴的神态。

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却

是刘俊生当年偷偷拍下的。他

经常随焦裕禄下乡，给群众拍

了上千张照片，给焦裕禄拍的

却只有 4 张，其中 3 张都是偷

拍的。“我一想拍他，他就摆摆

手说‘镜头要多对准群众’。”

刘俊生说，小小的细节，足可

见焦裕禄的为民情怀。

“焦书记领着咱，日子一天

比一天强，啥时候也不能忘了。”

这是魏善民的父亲魏宪

堂生前总念叨的一句话。魏宪

堂照顾了焦桐 8 年，焦裕禄去

世后，老人无处寄托自己的哀

思，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地头，

看看故人亲手种下的泡桐。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对于魏善民和其他守护

着焦桐的老百姓来说，守着这

棵树，就是守着焦裕禄精神。

虽然仅在兰考工作了 470 多

天，焦裕禄却在群众心中铸就

了永恒的丰碑。

“这棵泡桐已成为焦裕禄

精神的象征。”焦桐树下的石

碑简介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焦桐，活在百姓心中
焦裕禄纪念园干部张继

焦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焦

裕禄的“第七个孩子”。

“继焦”，一个饱含深意的

名字。59 年前，如果没有焦

裕禄的帮助，世上也许不会有

张继焦这个人，更不会留下这

个引人遐想的名字。

1962 年，张继焦还不满

周岁，他的名字也不是“张继

焦”，而是父母逃荒徐州时曾

为他取的“张徐州”。一场久治

未愈的大病，让张继焦的父亲

张传德险些把他扔掉。

阻止张传德的，正是下乡

查看灾情的焦裕禄。看到孩子

还有一口气，他连忙拦下张传

德，当即联系了县医院，还用自

己的工资垫付了医药钱。为了

铭记焦裕禄的恩情，张传德将

儿子的名字改为“张继焦”。“从

我懂事起，父母就常教育我‘不

要忘了焦书记，他是你的再生

父母，要像焦书记一样做人’。”

如今，在焦裕禄纪念园

内，张继焦不厌其烦地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为一批又一批参

观者动情讲述焦裕禄当年的故

事，“我是焦裕禄救活的孩子，

看到这些树，就想到了焦书记，

它们早已活在我的心中。”

焦桐，不只活在张继焦心

中，更活在百姓心中。

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

解百姓实情 ；忍着腹痛工作，

把藤椅顶出个大窟窿；批评儿

子看白戏，让女儿去又苦又累

的酱菜园……几乎每个在焦

桐下休憩的人，都能讲出一段

焦裕禄的故事。

焦桐对面，一座以焦裕禄

名字命名的干部学院拔地而

起。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

约 4万名学员前来聆听焦裕禄

的故事，学习焦裕禄精神。焦

桐树下，不少人缅怀静思，共

同纪念那个永恒不朽的英魂。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

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立志成为

像焦裕禄一样的人民公仆。”焦

裕禄纪念园里，一群青年党员正

面向焦裕禄的墓碑，庄严宣誓。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

棵焦桐，当无数焦桐汇聚在一

起，就能成为一片永恒不朽的

精神林海。”这是不少参观者

共同的心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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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 李鹏飞丢失收款收据一张，号码为 ：0008186。
* 张智珉丢失残疾证，号码为：61032319591023211643。
* 宝鸡市高新区佳惠佳商行丢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号码
为 ：610301630109298。

* 王宏兴丢失道路运输证，号码为 ：陕交运管宝字
610324001736。

* 扶风县强家沟启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丢失开户许可
证，号码为 ：J7934000253401。

* 高 智 锋 丢 失 低 压 电 工 作 业 证，号 码 为 ：
T610321197910220218。

宝鸡紫泰商贸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610303MA6XFFKD4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因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将《国家税务总局

宝鸡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催告书( 行政

强制执行）》( 宝税一稽强催【2021】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宝鸡市税务局第一稽查

局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 宝税一稽

强催【2021】2 号）予以公告送达。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领取上述税务文书正本。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宝鸡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 年 3 月 31 日

* 王政浩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R610302568。

* 谢宇浩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U610043906。

* 杨世忠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610324199709022517。

* 易萍丢失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号码为 ：61020133。

* 凤翔县横水镇贝恩宝孕婴童生活馆丢失营业执照副

本，号码为 ：610322630015958。

* 杨永宏丢失残疾证，号码为：61032919710714081853。

* 王雅萱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R610081201。

* 宝鸡钛程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丢失陕CB0299 号车道路

运输证，号码为 ：610305009030。

* 宝鸡市万隆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丢失开户许可证，号

码为 ：J7930001127102。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各相关利害关系人 ：

依据我局2020年 6月

1日审批的华旗·西郡（南

区）总平面图规划的高家村

派出所位于华旗·西郡（南

区）建设用地西南角，姜谭

西路以北。派出所办公用房

总建筑面积 1030.97 平方

米，其中办公楼一栋、3层、

949.62 平方米，户籍/ 值

班室一栋、1层、81.35 平

方米。容积率、建筑密度等

技术指标符合要求。

经我局审核, 派出所

总平面规划方案符合相关

规范、规定要求，拟同意该

总平面规划方案。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等相关规定，现将该总平面

规划方案予以公示（详细内

容请在项目现场或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看），

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公示期间，相关利害关

系人对派出所总平面规划

方案如有意见、建议，请以

书面或者电话方式向我局

反映；如无意见、建议，公

示期满后，我局将按程序对

该方案予以审批。

公示地点：项目现场、

《宝鸡日报》、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网站

公示期限 ：自发布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 ：殷晓彤

联系电话 ：3260287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3 月 31 日

扫码查看

规
划
公
示

1.该规划用地位于宝鸡市内塔稍河以西、兴渭三路以东、宝晁路以北、巨福路以南。2.该项目规划净用地在
总规中为二类居住用地（R2),本次规划净用地性质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为二类居住用地（R2)。3.本方案中停车位配置标准根据《陕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最新）进行相应配置，
机动车按住宅0.8辆／ 100㎡、商业1辆／ 100㎡,总停车位为2581辆，其中地下停车位2267辆，地下停车库
面积为79695㎡,为地下一层停车；非机动车按住宅2辆／ 100㎡,商业 8辆／ 100㎡,总停车位为7766辆，
主要为地下停车，地下停车面积为11649㎡,设于高层和多层（9F)住宅地下室。4.住宅建筑：住宅部分层高分
别为2.9米、3米，其中2、3、4、15、16、24、25、34号楼层高为2.9米，其他住宅楼层高均为3米；15、16、
30-32、34号楼：底部一层裙房高度为4.5米、二层裙房高度为3.9米；2、3号楼：底部一层裙房高度为4.8米、
二层裙房高度为3.9米；4、33号楼：底部一层裙房高度为5. 9米；S1、S2、S3:均为 1层，层高5.9米。5.规
划道路及建筑均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进行设计、施工，并设置无障碍设施。6.消防环道转
弯半径按12M设计，转弯处不满足要求的按无道牙处理，满足消防车的回转要求；消防通道及消防扑救场的承
载力满足40吨要求。7.规划住宅建筑，日照时间不满足要求的，均作为小区配套设施用房。车库为地下一层。
8.本规划住宅建筑日照受影面高度按底层窗台高0.9米（由室内正负零标高起）计算。9.本方案按可容纳医疗
救护担架的电梯轿厢设计电梯尺寸。10.图中所注尺寸：建筑尺寸为建筑外皮尺寸，道路指路边缘；图中所注坐
标：为用地红线折点坐标；11.图中标注坐标、距离、标高均以米为单位；图中F表示建筑物层数，H表示建筑
高度。12.图上所注绝对标高为黄海系。13.所有消防车道宽度均为4m,转弯半径均为12m,消防车回车场地
15m*15m;所有消防扑救操作面均满足15M净宽无障碍的要求。14.所有高层建筑消防扑救面均大于等于高层
建筑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
的 1/4且不小于一个长边
长度。15.此项目总平面布
置防火设计符合《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汽车库、修车
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等相关防火规范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