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送高云升遗体的车队缓缓驶向殡仪馆。

昔日的同事难掩悲痛心情，不禁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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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滨江路拓宽需树木移植的公示
由顺德集团承担建设的滨江路拓宽工程

为邢台市 2015年城建重点项目。 根据滨江路
拓宽工程需要拟将滨江路与守敬大道、泉北西
大街、泉南西大街、团结西大街、八一大街、中
华大街、 中兴西大街交叉口的树木进行移植。
现公示如下：

1.移植主要树种及规格：
国槐 91 棵 （胸径 10cm，31 棵； 胸径

13cm，33 棵；胸径 15cm，10 棵；胸径 20cm，10
棵； 胸径 25cm，4 棵； 胸径 30cm，2 棵； 胸径
40cm，1棵）

栾树 37棵（胸径 12cm）
木槿 3棵（地径 3cm）
法桐 32 棵 （胸径 13cm，19 棵； 胸径

20cm，4棵；胸径 25cm，9棵）
黑松 18棵（株高 4m）
侧柏 15棵（株高 4m）

核桃树 24棵（地径 4cm，7棵；地径 9cm，4
棵；地径 10cm，13棵）

杨树 164 棵（胸径 8cm，136 棵； 胸径
12cm，25棵；胸径 25cm，3棵）

柿子树 30棵（胸径 10cm）
红叶李 5棵（地径 3cm）
白毛杨 69 棵（胸径 8cm，53 棵； 胸径

13cm，16棵）
山楂树 36棵（地径 5cm）
高杆女贞 16 棵（胸径 14cm，8 棵； 胸径

18cm，8棵）
2.公示时间：即日起 7个工作日。
若对以上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向邢台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许可服务科反映。
联系电话：0319-268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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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友森林人说：“无言泪千行，27 年，在基层岗位上默默坚守了 27 年，两
袖清风，一身正气！ 再多溢美之词也无法挽回你的生命，您的人生让我们饱
含敬畏，向您敬礼，三鞠躬。 ”

网友完美人生说：“平凡的事迹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有这样一位老百姓
为他落泪的警察，是邢台公安的骄傲。 好警察，我为你默哀，三分钟。 ”

赛场小子：“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高大哥，一路走好！ ”
网友咚咚锵说：“事迹感人，催人泪下，祝愿天下好人一生平安！ 高警官，

向你致敬。 ”
网友好好说：“人民的好警官，惋惜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警察，他的工

作态度和道德品质需要好多人学习。 希望活着的好人多注意身体，社会还需
要你们多做些好事。 ”

网友胖孩说：“我们不会忘记你。 正能量，向警察叔叔致敬，一路走好。 ”
网友妞妞：“事迹催人泪下，愿天堂不再忙碌，不再有病魔的折磨。 ”
网友折射阳光：“你感动了一座城市，整座城市为你送行。 我们永远缅怀

你，致敬！ ”

致敬，目送云升远去

本报记者 李博 高亮/文 郝德明/图

� � 昨日上午，寒气逼人，冶金路、邢州大道仍站满了人。寒风
呜咽，灵车哀鸣，人们只为送一位普通而不平凡的民警，高云
升。
素不相识的老人来了，生前的同事来了，还有为他摘取眼

角膜的医生也来了……人们迈着缓慢的步伐，目送英模。情到
深处，有人深深鞠躬，有人掩面而泣。

摘取眼角膜医生赶来送行
为高云升摘取眼角膜的医生也来

了。 神情沉重，脚步缓慢，河北省眼库负
责人鲁韶音来到高云升遗体前，深深三
鞠躬。

“我知道的有点儿晚， 所以急忙开
车赶了过来。 ”鲁韶音说，自己是高云升
捐献眼角膜的见证者，所以一直很关注
高云升的事迹和病情发展，为高云升取

下眼角膜的那一刻，敬佩感油然而生。
“我想见他最后一面，他是邢台人

的骄傲，也是公安的骄傲，他走了，把
光明留在人间，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当中，非常地正能量，也非常地值得肯
定。”鲁韶音说，由于工作原因，许多同
事不能前来为高云升送行， 专程让她
转达敬意，跟英模说一声，一路走好！

送
行

老大哥，一路走好！
昨日 8时 25分许，抬着高云升的灵

柩从太平间缓步走出， 民警马志东和冯
建虎的泪止不住流下来， 抬灵的六位民
警中， 他俩是和高云升工作中接触最多
的人，是高云升的“老部下”。

“我要护送老领导最后一程。 ”擦拭
着眼中的泪， 冯建虎告诉记者，“到治安
支队工作， 当时高云升是我们的副支队
长，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廉洁的作风深深
影响着我。 ”

“他就像我的老大哥一样。 ”今年

30 岁的马志东从 2010 年参加工作以
来， 一直跟着高云升。 马志东说，无
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高云升就
像老大哥一样地照顾我们。 他说，
2011 年， 云升下基层暗访派出所工
作途中出了车祸，云升在医院治疗期
间正赶着他结婚， 高云升不能参加，
高云升就一再嘱咐自己家人多去给
他帮忙。

将灵柩抬上灵车， 马志东和冯建虎
的心里默念着：老大哥，一路走好！

高警官，我们想念你
存放遗体的医院外， 闻讯赶来的民

警和市民早已聚集在门前， 站满道路两
侧等候。 胸配白花，他们静静地为“好警
官”送别，市民举着各种自制的条幅寄托
无限哀思：“高警官， 我们来送你了”“名
留后世，德及邢襄”“高警官一路走好，我
们想念你”……

家住玉泉社区的居民何永泉从报纸
上看到高云升病逝并捐献角膜的报道，
一早赶来， 他说：“他是一个真心为百姓
办事的人，值得大家来给他送行。 ”

守敬社区党委书记刘金花和社区一

些居民也赶来为高云升送行。刘金花说，
知道高云升的事迹后，被他甘心平凡、不
畏繁杂的工作态度所触动。 高云升同志
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不忘贡献，捐
献了自己的角膜， 使一个儿童和一位老
人重获光明， 这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就想来送送他。 ”刘金花说。

64岁的胡启明也走进了告别厅。 老
人家住五一桥， 早上 7时多从《牛城晚
报》得到消息，打车赶到殡仪馆。“我不认
识他，但这样的好人，值得来送送。 ”

私家车鸣笛致哀
8 时 35 分，运送高云升遗体的灵车

在警车的前后护卫下， 沿着冶金北路缓
行。

空旷的马路，没有往日的喧嚣，停在
路两侧的车辆， 司机在车内静静地看着
队伍驶过，有些司机则下车站在车边，向
车队投来惜别的目光。

灵车每经过一个路口， 值勤交警敬
礼致敬， 注视着战友离开。 行人纷纷伫
立，私家车纷纷停行。

鸿溪书香园小区门前， 私家车
主张斌将车停在路边，走出驾驶室，

默默地站在车边，看着车队驶近。 他
鸣响自己的车喇叭， 目送高云升远
去……

张斌说：“从报纸上看到过高警官的
事迹， 正巧赶上送行队伍， 鸣响车笛致
哀，送别高警官。 ”

车队到了邢州大道， 孙利和同事已
经等候在那里。 孙利说：“虽然我们并不
认识高警官，但他的事迹让我们感动，知
道今天要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我们
特意赶到这里送行， 希望高警官一路走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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