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初，我和其他5
名队员一起参加了在平
顶山举办的学习强国知
识竞赛。虽然最后止步
半决赛，但是备战和参赛
让我的人生又一次得到
了挑战。

比赛的经验可以归
纳为三个词语：专心、信
任和协作。

知识竞赛和知识达
人挑战赛不同，这个是六
个人组队，与其他队伍对
抗。每一个人都要锋利，
都要有不可匹敌的战斗
力，才能保证木桶不会出
现短板。

比赛期间，我们拿着

打印题，相互提问，抢答，
慢慢培养团队氛围，而不
是各自为战。

有分工，也有合作。
1500多道题，简单题型人
人做到眼熟，大题大家商
量着领任务。通过赛前的
两天磨砺，大家进一步凝
聚了士气，达成了拼到底
的强烈共识。虽然最后以
一道题的微弱差距，止步

半决赛，但我们也展现了
汝州选手的实力和风采。

比赛虽然早已结束，
人生的路仍在延续，希望
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当
中能以此为激励，多些

“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坚
持，少些“书到用时方恨
少”的遗憾，让脚下的路，
更多一些精彩，更多一些
出彩。

作为集团党支部负
责人，有着23年党龄的
老党员，10月31日代表
平顶山市参加“学习强
国”河南省百万学员万
场答题挑战赛总决赛获
得三等奖，并作为选手
代表在全省决赛现场分

享学习心得。现结合参
赛经历，再和大家分享
学习心得和方法。

一、领导重视，学习
强国工作全面推进。

“学习强国”上线
后，按照汝州市委工作
部署和市教体局的要
求，教育系统2500多名
党员迅速注册完毕。9
月21日，平顶山市学习
强国学习总决赛在汝州
进行，平顶山市委书记
周斌，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雷明，汝州市委书记
陈天富，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鹏等亲临现场。

二、营造“比学赶
超”的学习氛围。

你多少分啦？你挑
战答题最高纪录多少？
这是向阳小学教育集团
党员们见面时最常聊的
话题。日常见面问候语
也从“吃了吗？”变成“今
天你学了吗？”从注册“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以来，
我和支部委员们每天第

一时间在党员群中晒自
己当天的学习积分，支部
每周评选“周学习标兵”。

三、构建“学习强
国”学习长效激励机制。

要结合实际建立
“学习强国”学习长效激
励机制，让学习达人们获
得荣誉感和成就感，让

“每天坚持万步走，学习
强国拿满分”成为一种时
尚，引领身边更多的人加
入学习队伍，让正能量充
满社会的每个角落。

学 习 竞 赛 活 动 一 览

10月31日

8月6日 “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汝州通讯站授牌。

8月19日 汝州市37支代表队、共222名党员，参加全市“学习平台”知识竞赛笔试。

8月20日 从笔试竞赛脱颖而出的8支代表队参加复赛。

8月21日 汝州市纪委、人民法院、司法局、地矿局4支队伍决赛。汝州市人民法院折桂，司法局获第二名，汝州市纪委、地矿局并列第三。

9月21日 平顶山市学习强国学习总决赛在汝州进行。

10月8日 汝州市举行“学习强国”知识达人挑战答题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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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日 平顶山市举行“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130余名选手参赛。汝州市选手李静、随幸卫、刘银霞、肖忠善等6人一次闯关超千分，集训备战“省赛”。

“学习强国”河南省百万学员万场答题挑战赛总决赛如期举行，由汝州选手李静、刘银霞、随幸卫等5人组成的平顶山市代表队所有选手全部一次通关，团队名列总分第一。
李静、刘银霞、随幸卫分获一二三等奖。作为“学习达人”代表，随幸卫还在颁奖仪式上分享了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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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登录“学习强国”平台学习风行汝州

“吃了吗？”的问候 变“今天你学了吗？”
□本版策划 统筹 大河报汝州运营中心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文图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既是知识的“百宝箱”，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锤炼党性，提高政治意识和站位，强魂铸魄的“加油站”。
自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手机APP上线以来，每天登录该平台学习已在汝州市蔚然成风。许多党员干部见面的问候语也从“吃了吗？”变为“今天你学了吗？”
为了持续加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广泛和深度应用，助推全民学习热潮，11月8日下午，汝州市召开“学习强国”学习先进分子座谈会，李静、刘银霞、随幸卫、肖忠善、李卫

宾、张好娜等16位先进分子代表参加座谈会。汝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赵爱军主持会议。
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魏学君在座谈会上指出：要通过树立先进典型，以点带面，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学习“学习强国”热潮，进一步营造浓厚的“比、学、赶、超”学习氛围，为

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汝州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培培简要总结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正式上线以来，汝州市委高度重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应用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和积极要求进步的

同志，争先恐后注册、你追我赶学习的情况。
统计数据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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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量均位居平顶山市先进位次。

“学习强国”学习心得分享

养成学习习惯需要坚持不懈
□李静（汝州市畜牧局）

“强国”学习，一直在路上
□刘银霞（天瑞集团）

“学习强国”每日一
曲《相信梦想》歌词这样
说道：不是不能，是不够坚
持，这世界，有太多的梦
想，看谁能迈出那勇敢的
第一步，相信梦想，相信奇
迹，其实你真的可以……
这也是我“强国”学习，一

直在路上的真实写照。
自“学习强国”平台上

线以来，我的生活也充满
了激情。清晨，伴着昨日
的“新闻联播”醒来，分享要
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听“每日一曲”，精神
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
天。晚上下班到家，饭后，
或读“每日金句”，观“每日
一景”，悟“每日一读”，收藏
分享经典美文，陶冶身心
长知识；或看《诗词大会》
《朗读者》，或听古典名著导

读，学习博大精神、源远流
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
理念等。

备赛期间，为了练习
挑战答题速度、准确率、
专注力，我曾专门从网上
搜索题库，转发队友，并
收藏打印，把每一道题题
干的关键词眼和其答案
所在位置，牢记于心，力
求自己从练习第一道挑
战题开始，眼到、心到、口
到、手到相结合，练就了

“看答案做”和“看题干

做”两种通关答题方法。
通关题练了一遍又一遍，
失败了一次又一次，越挫
越勇，把错题记到本本
上，把“通关”得失写下
来，力求答题一步步稳、
准、快。就这样，一路走
来，70后的我，心永远年
轻着、坚强着、自信着，不
断地挑战着自我，最终，
决赛以48分45秒的成绩
一次性通关1072题，荣获
二等奖，“不负领导，不负
自我”。

作为一名6年党龄的
共产党员，尤其是工作以
来，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
思想觉悟亟待提高。在提
高业务素养、人品涵养的
同时，更要重视提高党性
修养。通过“学习强国”这个
平台，我切实感觉到了自

己知识体量的增加，更感
觉到了自己思想观念的充
实。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
供职于一线机关单位，是
党的干部队伍的基石，是
许多国家政策的贯彻者、
实施者，而只有当我们对
国家的整体概况有所了解
后，才能理解制度的初衷，
才能明白政策的科学性和
必然性。进而在实际的工
作中，我们才会有更多的

信心和耐心去贯彻落实好
这些政策，去更好地发挥
自身这颗螺丝钉的能量。

在“学习强国”平台注
册学习后，我发现自己对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对某些社
会现象有了自己的见解和
思考，对党的理论和政策
方针背后的逻辑性、科学
性有了自己的理解，开始
真正明白党中央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良苦用心。感谢“学习强
国”，让我说起来“党性修
养”四个字的时候有了几
分的底气，让我对党有了
更多的认识，对工作有了
更多的担当。

希望有更多地人加
入我们的队伍，也能尽快
地从“学习强国”平台里
得到知识的满足和信念
的充实，做一棵有思想的
芦苇。

让“学习”成为一种时尚
□随幸卫（向阳小学教育集团）

三千年读史学习有归期
九万里悟道践行无穷期
□肖忠善（焦村镇政府）

我在焦村镇政府
工作，很荣幸可以参加
这个座谈会，并有机会
谈谈自身学习的体会
和感受。真理的味道
非常甜，知识的海洋
非常宽，榜样的力量
非常大，奋斗的路上
非 常 美 ，学 习 强 国

APP 涵盖思想理论、
时政要闻、基层创新
实 践 ，有 视 频、有 文
字、能点赞、可互动，
是方便党员干部学习
的一个好平台，一条便
途径，也是工作的参谋
助手。

一、学习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

“立身百行，以学为
基。”做心中有党的明白

人，在岗位看态度，就必
须加强学习；做心中有
民的贴心人，为人民更
好服务，要时刻注意学
习；做心中有责的开路
人，在状态看效果，要
以“清晨之问、静夜之
思，案无积卷、事不过
夜”的精神状态提升学
习；做心中有戒的党员
干部，在路上看作风，
始终保持“旁若有人、常

若有人”的慎独警醒，讲
党性、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做到清清白白
做人，干干净净做事，需
要学习。

二、学习是立身之
本，修身之要，是一种更
健康更经济更有益的生
活方式

阔达心胸，高远志
向，提升境界离不开读书
学习。

多些“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坚持
少些“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
□李卫宾（汝州市地矿局）

感谢“学习强国”
让我说起“党性修养”有了底气
□张好娜（汝州市人民法院）

作为一名普通的党
员，最初我只是把学习当
成每天的任务来完成，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强
国、学理论、做试题、晒积
分、比学习”已成为畜牧局
党员干部新潮流，也激励
着我形成了每天学习的习

惯。
“学习强国”特别吸

引人的地方是学习积分
和在线答题。最开始
时，我能得到6分就很不
容易了，也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通关。直到参加
市里的预选赛，才知道
向阳小学教育集团党支
部书记随幸卫早就一次
答了 1000 多道题“通
关”了，太厉害了。

参加平顶山举行的
挑战赛对我来说是很幸

运的事，但更多的是一种
激励。那些日子，我每天
都会抽空进行“挑战答
题”，把错题用手机截屏，
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总
结。在去平顶山参加比
赛的前一天晚上，我终于
第一次尝到了“通关”的
感觉，并在第二天的半决
赛中进入前5名，代表平
顶山市参加省里的总决
赛。在全省总决赛时，我
以47分10秒答对题库全
部1027道题，进入全省

前10名，荣获一等奖。
比赛是一时的，提高

自己的理论水平、养成学
习习惯则需要坚持不懈。
通过“学习强国”的学习，
我明白了，做任何事情，只
要端正态度，用心去做，总
有回报。要“活到老，学到
老”，化被动为主动，通过
学习的自觉性带动工作的
自觉性，让做事变得更加
踏实认真，为建设学习型
强国贡献自己应有的力
量。

座谈会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