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6日，记者从
汝州市供电公司了解到，该公
司将在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来
临之前投产8项迎峰度夏专
项工程，保障汝州电网今夏供
电，缓解夏季负荷高峰用电压
力。

据了解，随着近期气温
不断走高，汝州居民用电负
荷快速增长，加上该市产业
集聚区落户企业相继开工，
预计迎峰度夏期间全市最大
负荷将达39万千瓦，部分地
区由于负荷增速过快，已经
出现供电“卡脖子”现象。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该公司及
早谋划，建设实施一批迎峰
度夏工程，包括 35kV 温泉

变 温 #2 主 变 扩 建 工 程 、
110kV镂铧变10kV配出工
程及 6 项 10 千伏负荷转移
工程。目前各项工程正在加
紧建设中，将陆续完工，届时
电网运行质量和供电能力将
得到明显提升。

为确保迎峰度夏工程按
计划投产，降低工程施工对
用户的影响，该公司提前对
各项工程的建设时间节点进
行了审查，优化建设方案，最
大限度减少施工造成的计划
停电；加强工程建设管控，对
施工现场安全作业、工程进
度等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各
项度夏工程高质量按期完
成。

AⅠ·242018年6月7日 责编 余淼 美编 冯帅汝州服务

本报讯 6月2日上午，由汝
州市旅游局、汝州市教体局（教
育）联合主办，宝贝计划研学游联
盟承办的“无六一，不童年”——
萌娃游汝州六一特别活动在市凤
凰动物园举行。

仪式上，汝州市旅游局副局
长党晓叶，市教体局（教育）教研
室主任郭遂宾，共同为汝州市第
一家研学游基地授牌。汝州市旅
游局相关领导表示，作为研学游
的发起人、倡导者，“宝贝计划”研

学游基地的成立对汝州的教育事
业来说，是新发展，能让孩子们更
好地了解汝州的历史文化。它让
蒸蒸日上的旅游事业与教育事业
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习
到文化知识，希望更多的教育机
构加入到研学游的队伍。

据了解，“宝贝计划”是汝州
市第一个研学游公益组织，立足
于汝州的文化旅游资源，从娃娃
抓起，把课堂搬出校园，让孩子们
在轻松愉快的游玩过程中收获到

丰富的知识。该组织从2017年
11月 18日至今，一共策划组织
了22期不同的研学游活动。

本次研学游活动，把课堂延
伸到景区，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次
亲近大自然的机会。活动中，探
秘汝州八景、倾听汝州故事这一
环节，根据老汝州八景的典故，在
园区中创设八个亲子游戏环节，
让家长和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度过节日。

本报讯 6月1日上午，汝州
交警开展“爱的罚单”一系列交通
安全体验活动，以多重形式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促进孩子养
成交通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交
通安全知识和技能。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贴出
“爱的罚单”，观看骑警训练，学习
3D斑马线、可变车道、行人闯红
灯曝光栏等知识，到路口体验交
通指挥疏导，参观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基地等5个环节开展。

6月1日上午，27名“小交警”
从汝州市交警大队出发，在市委
门前听民警讲解了3D斑马线的
相关知识。在汝州市金博大购物
中心，“小交警”们拿着亲手绘制的

“爱的罚单”，向停放车辆送出了自
己的“礼物”，有的孩子画了卡通形
象做劝导，有的画了不文明停车
影响他人通行，孩子们融入想象
力的笔迹，非常打动人心。

据了解，“爱的罚单”是由汝
州市公安交警大队联合汝州市子

通美术教育开展的“文明交通安
全出行”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主要
通过孩子们手绘“爱的罚单”的形
式，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与
规范。虽然“爱的罚单”并不具备
实际处罚功能，但是教育驾驶员
的效果却十分明显。

在汝州市体育文化中心东
侧，孩子们观看了骑警训练，训练
结束时，孩子们纷纷向骑警们礼
貌地敬礼。

在朝阳路与风穴路交叉口，
“小交警”在民警与家长的带领
下，打着交通指挥手势，正式上
岗。上岗前，民警模拟了上路执
勤、劝导行人和各类非机动车辆
遵守交通法规，劝阻各类交通违
规行为，使孩子们切身感受了道
路上人车行走规则。在这里，民
警还为孩子们讲解了可变车道、
行人闯红灯曝光栏相关知识。

最后，民警带领“小交警”们
走进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
地，通过切身体验，给他们上了一

堂生动形象的交通安全课。
孩子们观看了交通事故案

例，亲身进行交通标志互动识别、
模拟安全驾驶，模拟醉驾等交通
安全互动体验。同时，跟着民警
在模拟红绿灯体验区进行了闯红
灯互动体验，观看了模拟安全带
碰撞体验机，切身体验了安全带
对人的保护作用。通过民警与

“小交警”们的互动，“小交警”们
对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文明
出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帮助孩
子们从小树立遵守交通规则的好
习惯，让他们更安全、更文明地成
长。同时，也对该市的每一位交
通参与者起到了警醒作用。汝州
市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遵
守交通规则是公民最基本的涵
养，不论是哪一个年龄层次的人，
都应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交通安
全，做文明交通人。

本报讯“六一”儿童节
当天，洗耳河街道各中小学、
幼儿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
动，洗耳河街道办事处领导
也为小朋友送去了节日的祝
福。

6月1日上午，洗耳河街
道办事处相关领导分组为辖
区内9所中小学、3所公办幼
儿园送去了篮球、足球、乒乓
球拍、跳绳、书籍、笔记本、玩
具等慰问物品，并看望辖区
评选出的 50 名“美德好少
年”和22名建档立卡户贫困

生。洗耳河街道主要领导对
评出的洗耳河街道 2018 年

“美德好少年”表示热烈的祝
贺，鼓励他们将来成为德、
智、体、能全面发展的新一
代；勉励贫困学生要树立远
大理想，努力学习，立志成
才，通过学习改变生活，回报
社会。同时希望老师们在继
续做好教书育人的同时，注
重加强学生体育锻炼，促进
学生学习和身体共同发展，
推动教育教学质量再创新
高。

本报讯 来自纸坊镇中心小
学的最新消息，6月1日至6月4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
导中心主办，全国跳绳运动推广
中心、安徽省亳州市体育局承办
的2017-2018年全国跳绳联赛
亳州站暨2019年跳绳世界杯赛
选拔赛在古城亳州圆满结束。来
自全国各省市的55支参赛队伍，
864名运动员齐聚亳州，纸坊镇
中心小学在赛事中表现颇佳，获

得最佳人气奖。
由纸坊镇中心小学跳绳队员

组成的河南汝州代表队，参加了
速度赛、规定赛和花样赛等9个
项目的比赛。纸坊镇中心小学跳
绳队的同学们，用独特的创意、
高难度的展示、优美的动作、默契
的配合、速度与激情共燃，展示了
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奋发向上、
自信热情的风貌，在6个项目中
共获得3枚银牌、4个第四名、2

个第六名、1个第八名的优异成
绩，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由于
代表队成绩突出，网络投票居55
支代表队第二名，获得最佳人气
奖。

据悉，纸坊镇中心小学跳绳
队自2012年成立以来，在全国大
赛中先后斩获金牌14块，银牌5
块，铜牌4块。

本报讯“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6月2日
上午，汝州市图书馆内书声琅
琅。由图书馆、新华书店联合
举办的“寻找最美朗读声”儿
童节亲子阅读活动拉开序
幕。全市50个家庭的家长、
小朋友在图书馆内或诵读著
名篇章，或共读《三字经》等国
学经典，或朗读唐诗宋词，小
朋友们精彩的朗读赢得阵阵
掌声。

近年来，汝州市图书馆持
续完善相关设施，积极拓展

服务途径，全面提升服务质
量和服务水平，相继开放了
图书借阅室、报刊阅览室、电
子阅览室、低幼阅读室等。
为方便全市人民到馆内学
习，合理设置了自动借还机，
实现图书自借自还，节约图
书借还时间。同时该市开设
图书流动点 2处，便于群众
就近借阅图书。

据悉，目前该图书馆藏书
量达12.5万册，为国家三级
图书馆，是该市重要的公共文
化场所。

汝州市首家研学游联盟基地成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文明劝导再出招

萌娃“小交警”开出“爱的罚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张少格 张世豪 文图

快乐写在脸上幸福扎根心中

洗耳河街道六一儿童节
慰问辖区少年儿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李彦国

纸坊镇中心小学跳绳队

获全国跳绳联赛最佳人气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赵时康

“寻找最美朗读声”
儿童节亲子活动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要伟

汝州市供电公司：
八项工程确保度夏用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韩笑 高明哲

以玩促学，以学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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