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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简约时尚的外形，
强大便捷的功能，“好嘞社区”便
民服务厅一出现在南关社区，便
引起了社区居民的强大兴趣，纷
纷驻足观看、不停地询问。

“好嘞社区”小亭子是个集
便民服务与废旧物品回收于一
体的综合“社区”。它不仅仅是
单一的废旧物品回收站，更是社
区居民休闲聚集的场所。免费
的 WIFI、茶水、健身器材、书
刊、儿童文具……同时，还不定
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居民
文化生活。

据了解，这是桑德环卫公司
为发展城乡环卫一体化与再生
资源回收的“两网融合”，大力推

动绿色回收行动，引导更多居民
参与到城市环境保护，努力争创
国家生态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而采取的具体行动。社区居
民可将可回收垃圾送到便民服
务站兑换礼品，也可通过“好嘞”
APP预约上门服务。

南关社区作为全市棚户区
改造的领头羊，第一个实现居民
回迁，居民们直接享受到了智慧
社区的品质。据“好嘞社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个001号小亭
子不仅在汝州是第一个，在河南
省也是首例，下一步他们将在汝
州市区较大的小区内建设并投
入使用。

本报讯 7月27日，郭鸿志
先生《三皇五帝》系列作品研讨
会在汝州市委隆重召开。会
上，专家学者就作品的史学价
值及如何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进行了讨论。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郭杰，市政府副市长
焦慧娟等出席该研讨会。

《三皇五帝》系列作品是郭
鸿志查询相关历史资料，不辞
辛劳走访多地考察，通过与当
地村民交流，不断丰富和完善
相关内容，经调查、搜集、整理
形成的一部详细介绍三皇五帝
文化的作品。它从现实的角度
去描述历史，与时俱进，便于人
们更好地理解与认识历史文
化，便于人们更好地传承历史
文化，对了解汝州市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历
史意义。

郭杰在研讨会上表示：“三
皇五帝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脉
文化、人脉文化和文脉文化，也
是彰显民族精神、民族魅力的
不竭之源，是中华民族弥足珍
贵的文化遗产。汝州作为女娲
的封地和活动的核心区域，是
中华文明的肇始地。为展现家
乡厚重的文化底蕴，郭鸿志先
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艰苦探
索创作出的《三皇五帝》系列作
品，认真梳理了三皇五帝文化
的脉络，深入发掘三皇五帝文
化的内涵，对传承弘扬汝州厚
重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本报讯“人工徒步测绘
地形将成历史，汝州市市政规
划勘测设计院搞地形测绘启
用了无人机。”这是近日记者
在汝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
设局采访时听到的一件新鲜
事。

今年上半年，为减少人工
作业劳动强度，满足测绘工作
需要，汝州市市政规划勘测设
计院投资80余万元，从成都纵
横购进了一台 CW-10 无人
机。该型号无人机采用专门
的工业级飞控用户导航系统，
最高起飞高度310米，有效作

业半径15公里，具有测量数据
精确、全程自主飞行、飞行状
态自行转换、垂直起降、不需
要跑道和起降空域等特点，可
在山区、丘陵、丛林等复杂地
形和建筑物密集的区域进行
作业，能完成各项测绘任务。

据了解，无人机购进以
来，汝州市市政规划勘测设计
院已利用无人机完成温泉、小
屯、临汝镇、寄料等4个乡镇、9
个村庄、8个项目的测绘任务，
总测绘面积达到了18平方公
里。

右图：无人机正在进行测绘

汝州市逸夫小学教育集团为滨河校区 考场点“兵”忙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王国锋 文图

本报讯 7月27日上午，汝州市逸夫教育集团洗耳校区的教室里，教师正在
聚精会神地解答测试题。该教育集团8:30---10:10逸夫小学教育集团在洗耳
校区举行成立以来的首次教师素养和业务能力测试。逸夫小学教育集团洗耳校
区和滨河校区的全体146名教师参加 此次业务水平测试。

据逸夫小学教育集团校长王杏利介绍，组织本次教师业务测试，是为了选拔
一批业务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到滨河校区任教，同时选派滨河校区
的年轻教师到洗耳校区跟岗学习，从而提升滨河校区的师资力量。通过集团教
师资源的整合，整体提升集团教师业务能力和业务素养，促进集团均衡发展。为
此，逸夫小学教育集团汝州市资深教育专家设计本次试卷，并聘请汝州市教体局
相关领导负责监考工作，并聘请教育相关专家评卷。

据悉，2017年7月7日汝州市逸夫小学教育集团成立。汝州市逸夫小学教
育集团由洗耳校区（原逸夫小学）和滨河校区（原滨河路小学）组成。汝州市逸夫
小学教育集团由洗耳校区（原逸夫小学）和滨河校区（原滨河路小学）组成，王杏
利（原逸夫小学校长）担任逸夫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汝州使用无人机进行地形测绘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李伟恒 通讯员 鲁鹏鹏 文图

电力好军嫂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何菲菲 韩笑

“这就是我们的军人家庭，我们的好军嫂，她们弘扬着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激发着
广大官兵和军属爱家庭、爱部队，促和谐、树新风的光荣感和责任感。”7月27日,在首届汝州市“十佳
军属”表彰暨颁奖典礼上，汝州市供电公司员工李荣国获得汝州市“十佳军属”荣誉称号。

好妻子 | 扛起家庭全部重担

“家里的事，你放心！”不管
家里遇到多少困难，工作上有
多么辛苦，李荣国都是笑着告
诉丈夫，这是20多年来她对丈
夫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因为她
要让远在部队的丈夫安心。

李荣国的丈夫孙伟强是某
部正团职干部，由于军人的职
业性质，丈夫不能总在她身边，
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部落在她一
个人肩上。为了支持丈夫安心
在部队工作，她始终给予丈夫
默默支持和积极鼓励，无怨无

悔承担起家庭全部重担，孝敬
老人，教育孩子。

“军嫂”这个词里包含着多
少孤寂、多少心酸，只有“军嫂”
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到。她怀孕
期间，没有丈夫的陪伴，自己拖
着笨重的身体去买菜、做饭、洗
衣服。妊娠反应严重时，她轻
轻地告诉腹中的宝宝：“你的父
亲是一位军人，不能陪伴我们，
我们要坚强！”孩子出生后体质
较弱，经常发热感冒，多次夜里
高烧，她都是一人带孩子去医

院……所有这些，她都没给丈
夫提及过，每当丈夫探亲回来
愧疚地对她说起这些时，她总
是说：“没事，你放心。”正因为
有李荣国的付出和支持，丈夫
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
到部队各项工作中，在部队多
次取得骄人的成绩，5次荣立三
等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干部。
儿子在她的悉心教导下健康成
长，中小学表现一直很优秀，
2012年顺利考入部队院校，也
成了一名光荣的军人。

好发明 | 开发软件省时省力

“多亏李荣国设计的核算
电费软件，不用每个月抱着算
盘噼里啪啦打了，省时又省
力。”提起核算电费软件的优
点，汝州市公司营销部员工王
会彩连连点头。

李荣国1990年参加工作，
成为一名电力员工。当时的线
损计算和考核全部使用算盘手
工制表审核，每个月营业工作

人员和基层供电所的会计都要
花大量时间来进行计算，费时
又费力。李荣国负责线损管理
后，针对大宗工业用户电费，决
定利用公司第一台PC机开发
软件。没有相关数据参考，她
就一本本找书籍查资料。没有
老师请教，她就一点点自己摸
索试验，白天学习电费审核业
务，晚上加班加点编制程序，边

学边干。经过近两个月的努
力，李荣国终于克服各种困难，
开发出公司首个核算电费软
件，完成从用算盘手工制表审
核到用PC机电脑计算的跨越，
已投入使用12年。从此，线损
管理的计算考核工作减少近三
分之二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

好员工｜线损管理技术能手

“李荣国对工作非常认真
细致，她能在细微处发现线损
问题，也能在细微处找到降损
要点。经过她做的线损理论测
算，没有一次出现错误。”同事
李杨这样评价她。

李荣国在维系好家庭的同
时，工作方面丝毫不落后，始终
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工作。作为

一名线损管理工作者，李荣国
做线路线损理论测算，确定降
损主攻方向，制定降损措施计
划，使线路经济运行、企业获得
最佳效益。同时每月对高损耗
线路和高损耗台区进行分析甚
至实地检查，在工作中及时发
现问题并快速解决问题，为企
业避免和挽回了大量经济损

失。2007年她被评为系统内
“技术能手”，此后连续多次被
评为公司“先进工作者”。

二十多年来，电力好“军
嫂”李荣国在工作和生活中克
服困难，自强不息，努力实现自
身价值，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新
时期“军嫂”和电力员工的优秀
形象。

“好嘞社区”便民服务厅
落户南关社区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文图

汝州市举行郭鸿志先生
《三皇五帝》作品研讨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郝鹏胳

汝州市将举办首届
“汝石文化论坛”暨“汝州观赏石精品展”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徐怡文

本报讯 7月 31日记者从
汝州市政协获悉，8月上旬汝州
市政协将主办首届“汝石文化
论坛”暨“汝州观赏石精品展”。

据悉，为了推进汝州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
荣，弘扬“汝州三宝”文化，提升
汝石文化内涵，展示汝石魅力，
汝州市政协决定于2017年8月
上旬举办首届“汝石文化论坛”

暨“汝州观赏石精品展”。
据市收藏家协会负责人介

绍，此次活动由市政协举办，由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市收藏家
协会承办。“汝州观赏石精品
展”活动展览定于8月10日至
20日在风穴路北段圣庄园商务
会所举办，参展范围为北汝河
流域内可供观赏的石种及工艺
制品,共计展出汝河流域梅花

石、莲花石、玛瑙石、国画石、紫
云石、陨石等十几个品种500
余件观赏石。此次“汝石文化
论坛”定于8月16日在汝州市
金鼎时代广场9楼会议室。此
次活动的定位是展示汝石文化
特质，体现汝石文化地域特色；
展示汝石商业价值，促进文化
与产业交流；展示汝石文创理
念，推动汝石文化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