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瑞之菲商贸有限公司拟用焦作中弘卓越置业有限
公司位于焦作市山阳区凤翔路298号中弘名仕城的1号、2
号、3 号、5 号商住楼部分住宅和商业在建工程 （详请电
询）做抵押在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理抵押贷款，拟抵
押在建工程总建筑面积5220.06平方米。如有异议请及时与
我方联系。

联系电话：（0391）6194645
焦作中弘卓越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瑞之菲商贸有限公司
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9年1月12日

公 告
为加强我市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报请有
关部门备案，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在豫晋省界晋新高速（G5512）
K33.6-K45.55路段设置区间测速设备，限速80KM/h，区间测速设备
将于2019年1月18日起启用。敬请各位驾驶员遵法行车、安全驾驶。

现将区间测速设备具体点位予以公告：
1.起点：晋新高速（G5512）西半幅K33公里600米处。
2.终点：晋新高速（G5512）西半幅K45公里550米处，全程11.95

公里，限速80KM/h。

关于在焦作市豫晋省界（G5512）
设置区间测速设备的公告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2019年1月12日

讣 告
我夫冯有文，系焦作市电化教育中心主任。因

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10日13时不幸逝世，享

年49岁。兹定于2019年1月14日9时在焦作市殡仪

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望生前亲友届时参加。

妻：申 敏 携

子：冯泽宇

泣 告

招 租
现有位于人民路中段报业国贸楼上办公用房

对外招租，该房屋已装修，水、电、中央空调等

齐全，是现代化办公的理想场所。

有意租赁者请致电：8797661

联系人：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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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江

我市规定每年11月15日至次
年 3 月 15 日为集中供暖日，如此
算来，冬季集中供暖已经过去大
半。这些日子，记者接连走访我
市多个居民小区，让我们一起听
听大家对供暖问题都想说点啥。

暖心：73岁大妈帮居民用上
暖气

2018 年冬季，解放区学生路
小学家属院以及周边的 3 个小区
用上了暖气，大家在享受温暖的

同时，还想通过报纸感谢73岁的
李老师。“吃水不忘挖井人。没有
李老师的热心奔波，这儿上百户
居民根本用不上暖气。”家属院居
民王老师说。

李老师名叫李兰英，家住解
放区学生路小学家属院。李兰英
说，人上了年纪就怕过冬天，该
家属院建成年代早，这里居住的
多是老年人，每年冬天大家都要
去儿女家“蹭暖”，给双方生活带
来不便。2017年，她下决心要把
家属院用暖的问题解决，为老人
过冬提供方便。

该家属院西邻市第十一中
学，东邻解放区学生路小学，家
属院北侧是公园 6 号院，南侧是
博士公寓、好潭公司家属楼，如
果该家属院想用暖，那么，沿途
的博士公寓、好潭公司家属楼也
要纳入供暖范围。早在 4 年前，
就有居民去供暖单位申请用暖，
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这几个家属院之间没有交
集，大家相互不认识，增加了李
兰英的工作难度。但李兰英是一
个非常有毅力的人，只要是她决
定做的事儿必须做成。2017年前
8个月，李兰英每天7时准时出现
在家属院门口进行宣传，登记有意
愿用暖居民的名字。随后，她又开
始跑申请手续。通过申请后，她又
挨家挨户收钱。经过近 2 年的奔
波协调，2018年11月18日，这几个
家属院的居民用上了暖气。

记者采访时，居民刘先生
说：“为了大家用暖的事情，李老
师来回奔波20多个月，这期间没
有任何报酬，还得自己贴钱，她
的奉献精神让人感动。李老师就
是当代的活雷锋，我代表所有用
上暖气的居民感谢她。”

感动：连夜抢修恢复供暖
我市开始集中供暖以来，用

暖的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大
事。家住山阳路东风小区 5 号楼

的居民想讲讲他们遇到的暖心事。
居民吕先生说，该居民楼建

成于1998年。建成之初，单位的
锅炉房负责为居民冬季供暖，随
着时代的发展，单位将供暖这块
移交给昊华宇航公司负责，随后
36户居民出资重新改建了供暖管
道和设备，纳入我市的集中供暖
范围。几年前，根据我市统一规
划，昊华宇航公司退出我市供暖
市场，该居民楼用暖又移交给中
环寰慧 （焦作） 节能热力有限公
司 （原焦作市绿源热力有限公
司）。

前几天，该居民楼供暖管道
出现漏水现象，整个居民楼无法
正常用暖。居民给热力公司反映
情况，负责该辖区供暖的殷师傅
立即赶到现场查看。当时已是19
时，天已漆黑，殷师傅二话没说
就联系其他维修人员连夜维修管
道。后来的几天里，管道再次漏
水，还是殷师傅带着维修人员赶
来抢修，两次抢修都很及时，没
有耽误居民用暖。

“维修师傅在第一时间帮大家
处理漏水问题，居民的心都是暖
暖的。”吕先生说。

烦心：年年供暖年年不热
暖是一种温度，在集中供暖

的日子里，你最希望自己家的温
度是多少？说起供暖，市民许先

生就忍不住要吐槽。许先生家住
原矿务局南院，每年冬季用暖都
让他头疼。

许先生说：“我家是集中供
暖，但室温只有13摄氏度，每年
冬季家里都是‘暖气+空调’，不
然根本无法过冬。”

每年的集中供暖季，小区居
民都会找物业公司反映供暖问
题，结果是，年年说年年如此，
入户水温比较低，根本无法达到
供暖效果。那些有老人、孩子的
家庭，都是用空调来提高室内温
度。

市民王先生也遇到和许先生
同样的问题。王先生家住远大·
未来城，刚开始供暖的时候，家
里的温度就上不去，他找了几个
师傅到家里修管道，结果修来修
去温度还是不行。他想着只是自
己家暖气不热，可一打听才知
道，小区11号楼居民家中都存在
暖气不热的问题。

王先生说：“如果大家的暖气
都不热，那么，物业公司和供暖
单位应该联手排查情况，解决居
民的实际问题。”

一起聊聊冬季供暖那些事
本报讯（记者刘洋瑞）为

广泛宣传“110”在快速反应、
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和
各级公安机关在扫黑除恶、打
击电信诈骗、打击黄赌毒等方
面工作的举措及成效，1 月 10
日，焦南公安分局在全国第三
十三个“110”宣传日到来之
际，在焦作万达广场开展了集
中宣传活动。

当日10时，该分局组织警
务综合室、政治处、治安管理
大队、案件侦办大队、国保中

队的民警及辅警在焦作万达广
场摆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悬挂横幅标语，向群众讲
解“110”报警知识，普及报警
常识，倡导大家共同维护这一

“生命线”，并针对“盗抢骗”
案件进行了防范知识宣传提
示，以增强群众的自防、自
护、自救意识。

活动中，民警向过往群众发
放宣传资料 1300 余份，通过面
对面与群众交流，虚心听取群众
对“110”接处警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受到了群众欢迎。⑧

焦南公安分局

开展“110”集中宣传活动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公公）是
一个正直、善良、忠厚无私的人。

他出生在长垣县一个贫困的农民
家庭里，一家 9 口人，兄弟姐妹 7
个。上世纪 60 年代初遭遇荒年时，
长垣县粮食歉收，为了全家人不被饿
死，爷爷带领一家老小去山西逃荒，
两个叔叔和几个姑姑最后都在山西成
家。

俗话说三岁看大，八岁看老。父
亲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会干很多家
务活，即便玩耍也是常常拉着弟弟，
背着妹妹。上小学时本村没有学校，
天不亮父亲就背着书包去离家几里地
的外村上学，放学后还不忘挎着小篮
去拔草喂猪。读完初中后，因家贫辍
学，父亲只身一人来到焦作打工，一
年后去新疆参军，参加过对印自卫反
击战。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市某
化工厂工作，因其年轻机敏，且品性
刚正，他被分到厂保卫科工作，几年
后就当上了保卫科科长，在保卫科这
个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 30 年。父亲
因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几十年
来一直被厂里评为劳动模范。

爷爷上了年纪之后一直有落叶归
根的念想，非要闹着回河南长垣居
住。父亲只好帮他在老宅盖了五间瓦
房。爷爷带着奶奶、二叔一家人从山
西回归故里，为此父亲每年冬天都要
给老家送一车煤、大米以及各种日用
物品。父亲生活很是节俭，一年四季
都穿着保卫科发的蓝色制服，风纪扣
系得严严的。许是职业习惯使然，上
班时他的神情格外严肃，时常耳听六
路、眼观八方，连走路都是风风火
火。他以身作则，除了自己值班还经
常替别人在办公室值夜班，和巡逻队
队员一起巡逻。他配合派出所民警破
获过许多大案、要案，获过很多奖
状、证书。有一次在家里正吃晚饭，
听从外边回来的孩子说工厂一名青年
被人群殴后，躺在马路边血流不止，
他立马放下饭碗，匆匆跑往现场。幸
亏他及时赶到将这位青年送往医院，
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为了破获厂
里一起内外勾结的特大盗窃案，他连

续7天晚上在树上蹲守，终于将盗贼
一举抓获，为工厂的一方平安作出了
巨大贡献。然而，上世纪 90 年代
初，工厂进行机构合并，精减人员，
父亲因此下岗了。当时父亲的内心无
比凄凉、悲苦，没想到赤胆忠心一辈
子，还没熬到退休年龄就被迫离开自
己心爱的工厂。

父亲刚休息时在家待着很不习
惯，也曾在别的单位做过门岗，干过
临时工。后来就把自己年老的父亲从
老家接过来精心伺候，带老人洗澡、
给老人洗衣服、陪老人看戏，一直到
老人寿终正寝。在赡养老人方面，他
从不和兄弟姐妹计较，自己是老大，
无论花钱和出力总是冲在前边，从无
怨言。再后来在家里为我们这个大家
庭买菜做饭、看孩子。闲暇时他常常
戴着老花镜读报纸，看新闻联播、天
气预报、海峡两岸等电视节目。经常
关心国家大事，和街坊邻居和睦相
处，他总是乐呵呵的，满脸慈祥。和
邻居探讨煮牛肉的方法、腌咸菜的秘
诀，俨然成了美食家。因为长年生活
紧张、忙碌的缘故，60 岁那年他患
上了糖尿病，但他非常坚强，每天除
了按时服药外还坚持进行体育锻炼，
早上绕站前路走大铜马顺着建设路走
到南通路上的家，绕整整一大圈，吃
完晚饭后再走，一天能走十几公里，
一边走路还不忘捡矿泉水瓶放进随身
携带的布兜里，等攒够一大袋子后，
他会去废品收购站卖掉，看着他拿着
一大把挣来的零散角票，我的心隐隐
生疼。而父亲的脸上却透着喜悦，跑
到金土地农产品市场给我们买排骨做
手抓饭吃。他在部队时当过炊事兵，
新疆手抓饭自是做得一绝。他早早地
将排骨炖好，然后放
切好的胡萝卜丁、土
豆丁，放大米，等大
米滚几滚后用小火
焖。并且不断转动饭
锅，最后连锅巴都呈
金黄色，焦香酥脆。
他焖出来的手抓饭，
色泽鲜艳是我们全家

人的最爱，每个人都能吃一大碗。每
逢家里改善生活，蒸包子、包饺子时
他都会给我们家和妹妹家各自送去一
份。有时不凑巧，我们家没人时，他
就站在门口苦等。一拐进胡同口，在
暮色苍茫中突然看见老父亲双手捧着
一袋包子来回走动的身影我会心生感
动潸然泪下，会想起朱自清笔下的那
个捧着橘子的父亲。每到冬至前夜他
和婆婆就会包好饺子，然后给我们姐
妹几个打电话回家取，怕我们吃不上
饺子冻了耳朵。

我一直觉得父亲坚韧、刚毅，一
直觉得他永远都不会老。可是走着走
着，有一天他就突然老了，岁月的积
雪堆满了发间。走着走着他的背就开
始驼了，耳朵就有点聋了，有时跟他
说话，要大声喊。但他依然思维清
晰，性格棱角分明，在孙子、外孙女
上大学、参军、就业等大事上决不糊
涂，在我们姐妹几个做生意、买房
子、考驾照等正事上绝不吝啬，慷慨
解囊。经常给我们提建议和进行正确
引导。看见孙子穿的牛仔裤有窟窿时
他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说，男
孩子要有一身正气，不能穿奇装异
服。2017 年夏天，我儿子结婚之
前，父亲患了一种带状疱疹的疾病，
那种疼痛折磨让人难以忍受，然而为
了能参加长孙的婚礼，能尽快好起
来，他四处寻觅偏方、输液、吃中
药，看着他日渐消瘦的容颜，看着他
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剧痛，我走出病房
后，再也忍不住满眶盈盈的泪水。

过农历腊八三天后就是父亲的八
十大寿了。想想亲爱的父亲，在历尽
沧桑之后依然具有忠厚、乐观、满怀
热爱、积极向上的心态，让我们感觉
到一种正直的家风源远流长。如今，
他的三个孩子都是事业有成，家庭幸
福，孙子、孙媳、外孙女风华正茂、
年轻有为。而且个个都像他一样：忠
厚、孝顺、诚实、向善。像他一样没
有沾染尘世的一缕风尘。今年，父亲
迎来第四代重孙的到来，含饴弄孙、
幸福的日子绵延不断。父亲永远是我
们蓝蓝的天空，是巍峨的高山，是参
天的大树，是我们永远依恋的家园。
我常常会想起他的健步如飞，想起他
的声若洪钟，想起他给幼小的孙子刮
苹果、喂苹果的场景，想起他将孙子
驮在脖子上跑的快乐表情。隔着悠长
悠长的岁月，再苦涩的旧事，也弥漫
着人世的一缕温馨。

有满鬓霜雪的父母在，有亲情
在，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幸福的孩子。

忠厚传家久
□马万里 兰亭

绝代芳华迷旧踪，
疏风冷雪过兰亭。
有情墨渍含春恨，
后世谁人惜晚晴。

沈园

一朵黄花敢笑春，
沈园落雪靖微尘。
年来渐解诗人味，
铁马秋风湮酒痕。

永和山庄

蜡梅一树冷香来，
金柚红茶映雪白。
繁塔霜钟可警世？
曲径萦纡晓鉴开。

绍兴夜雪

一
堪叹裙钗衣正单，
弥天大雪满东南。
山阴道上能行否？

会稽风流古所传。
二

夜雪急袭会稽山，
连绵丘壑若空悬。
放翁射虎遗踪远，
岁暮驰怀应谢天。

禹陵村

半片石帆挂九州，
清江一曲抱村流。
曾经沧海横流日，
渐晓桑田承祚庥。

禹胄小镇

黛瓦板桥石径幽，
禹王闲瞰小山楼。
傍村鉴水染天色，
矮巷平城傲越州。

咸亨酒店吃酒

古越山川古越风，
太雕酒老兆咸亨。
今宵酒醒钟声后，
新岁潜临颂大同。

诗八首
□李志强

雪一落下来
就砸疼了胸口

其实，雪下在哪里都一样
反正，站在老屋前
儿童也不相认了
不怪时光，不怪
那么远，我只想再看一眼
瓦楞上当初的洁白

雪，下在梦里，梦外
都一样
反正，来时的脚印
找不到了
雪下在阴间，尘世
都一样
父亲啊，到处都是寒冷

异乡，只用一场薄薄的雪
就将苍白的余生，轻轻埋住

每一粒雪的灵魂
如果四季是有灵魂的
我相信是冬天
寒冷在骨头上刺青
心疼了一下，另一个也会
如果冬天也是有灵魂的
我相信是雪花
不只是温暖才会催开花朵
相比炽热的语言，鲜艳地表达
我更欣赏零度以下的寂寞盛开
如果雪花也是有灵魂的
我相信是每一粒雪
每一粒雪的深处，都站着一个
想要剜出洁白的人

雪把雪埋在远方（二首）

□张恒元

1月10日，修武县2019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启动
仪式在郇封镇十里铺村举行。当天，该县卫生计生委组织20余名
医务人员为群众提供健康义诊服务，并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医疗
问题，真正把健康服务送到百姓的家门口。 李 峰 摄

农历腊月初八，民间称为“腊八节”。1月11日，解放区爱心志
愿者团队的志愿者提前熬制了腊八粥，让空巢老人、孤寡老人提前喝
到了热气腾腾的“爱心粥”。 李良贵 摄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