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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 10 月 8 日举行的“学习强国”知识达人挑战答题大赛

一女工 30 分钟累计答对 526 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通讯员 陈培培
本报讯 定时 30 分钟累
计答对 526 题，天瑞集团焦化
厂女工刘银霞在汝州市 10 月
8 日举行的“学习强国”知识
达人挑战答题大赛中，拔得
头筹。紧随其后的是该市向
阳小学党支部书记随幸卫，
30 分 钟 内 连 续 答 对 了 416
题。
当日下午 3 时 45 分，汝
州市“学习强国”知识达人挑
战答题大赛如期拉开战幕，
来自该市市直局委、乡镇（街
道）及天瑞集团等 63 个单位

的 71 名达人，在手机“学习强
国”APP 挑战答题。汝州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魏学君等
同志到场巡视监赛。
本次大赛由汝州市委宣
传部主办，旨在检验学习成
果，发挥引导示范促进作用，
把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应用工作进一步推向
深入。汝州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赵爱军说，汝州市在“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的注册率超
过了 100%，活跃度、人均学
习积分位居平顶山市先进位

次。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已
成为汝州市党员干部，及要
求进步的同志提高政治意识
和站位，提高理论水平、工作
能力，干事创业的理论宝库、
强魄铸魂的精神家园。
”
本次参赛达人多为二三
十岁的年轻人。记者现场了
解到，年长的两位分别是 54
岁的纸坊镇包村干部尹中
义、51 岁的汝州市融媒体中
心记者陈凝，二人在规定时
间内分别累计答对了 116 题、
174 题。

链接
这些参赛达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学习。出生于 1974 年的刘银霞说“学习没
有诀窍，就是多学”。尹中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自费订阅汝州和平顶山当地报
纸，及大河报、大河文摘报，陈凝是“今日汝州”读书会发起人，年过不惑的随幸卫 10
月 6 日在“学习强国”挑战答题自学时一举通关，拿下题库中全部 1065 道题。

三位汝州全国劳模再获殊荣
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凝
本报讯 国庆节前夕，汝
州市三位“全国劳动模范”称
号获得者周遂记、焦顺、陈爱
国再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由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
发，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
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纪念章颁发对象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
命工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
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

上荣誉并健在的人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参战荣
立一等功以上奖励并健在的
军队人员（含退役军人）；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杰
出贡献的国际友人等。
周遂记，1951 年生于汝
州市王寨乡温庄村，现任河
南省四知堂制药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
焦顺，1940 年生，汝州
市焦村镇焦村人。
陈爱国，1963 年出生，
汝州市庙下镇小寨村人。

古城汝州：欢乐度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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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山公园办晚会，
为新中国庆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通讯员 张世龙 文图

本报讯 9 月 29 日晚，汝
州市煤山公园内，13 名空竹
爱好者正在台上表演抖空竹
技艺，提、拉、抖、盘、抛、接，
灵活多变的抖空竹技艺惹得
现场观众纷纷鼓掌、称赞。
该园负责人钟纪刚说，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B

剧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还是吸
引了千余名观众。经常来煤
山公园锻炼的贾定说：
“ 我是
一个老农民，今年 81 岁了，新
中国成立的时候才 11 岁，还
在上学，现在的日子比以前
好得太多了。
”

湛蓝天空下，
交警队升国旗

煤山公园文艺演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通讯员 张少格

本报讯 10 月 1 日早上 7
时，汝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
队全体民警整装肃立。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
下，护旗手昂首挺胸，迈着矫
健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至升
旗台。
“ 升国旗、奏国歌，向国
旗敬礼！”

C

公园特别组织了这场文艺晚
会，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经
常在煤山、丹阳公园演出的
社会团体和文艺爱好者，是
一场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自发性的文艺会演。
虽然是业余水平的演
出，但歌曲、舞蹈、快板、情景

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
阳，在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
行曲》中冉冉升起。全体民
警神情庄重，面向国旗敬礼，
表达汝州交警对伟大祖国的
深切祝福和赤胆忠诚。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
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

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
富强……”全体民警合唱《歌
唱祖国》，升旗仪式在赞美、
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
民更加幸福安康的歌声中结
束。接着，全体民警立即出
发，奔赴各执勤岗点，为交通
安全保驾护航。

煤山公园文艺演出

戴上助听器，
观看阅兵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文图

本报讯“以前听不见的
时候都是看的字幕，前几天
赶上市残联免费适配助听
器，正好戴上看阅兵，感受到
我国阅兵仪式的震撼。”10 月
1 日，汝州市残联工作人员走
访辅具适配受助残疾人冯占
现时，冯占现正在家中观看
阅兵式。

冯占现今年 65 岁，是一
名环卫工人，3 年前因为患病
留下了听力障碍后遗症，给
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
在得知市残联免费适配助听
器，冯占现赶紧申报，通过审
核得到了免费名额，顺利领
到了助听器。
据了解，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汝州市残联共
为 全 市 4000 多 名 残 疾 人 适
配辅具，其中为 200 多名听障
患者适配了助听器，使其能
及时收看国庆阅兵，并更好
地融入社会，感受党和祖国
的温暖与美好。

冯占现佩戴助听器，
冯占现佩戴助听器
，
收看国庆阅兵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