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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
50年前教我手风琴的秦
老师，您在哪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
个愿望在我脑海里越来越强
烈。我想找一下当年曾经教
过我的秦老师。虽经我这几
年的努力，但一直未果。”1月
21日，郑州市民史先生向顶
端新闻·大河报求助说，他想
寻找的这位老师，曾在50年
前教他学习手风琴。

1月21日，顶端新闻·大
河报记者联系到这位史先
生。

现年70岁的史玉平先生
告诉记者，他于1971年回城
到郑州市粮食局工作（当时叫
粮食公司），当时团组织为培
养文艺骨干，特推荐他向市粮
食公司附属幼儿园的秦老师
学习手风琴演奏。

后来，因为工作的调动，
他和秦老师失去联系。

“恩师那时对我很好，一
直辛苦教导我，但我却没有机
会当面言谢。这成了我的一
块心病。”史先生说，随着年龄
的增长，寻找老师的愿望越发

强烈，这几年虽然经过多方努
力四处寻找打听，但一直未
果。

回忆：
当年老师悉心教导，我却
来不及道过一声谢

史先生回忆说，当年，他
跟着秦老师学习手风琴的时
候有20岁。秦老师在那个物
质条件不算优厚的年代不计
报酬、不论早晚，尽心尽力地
耐心教导，结果到学习结束
了，他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
有来得及说。其间好多小事
至今都难以忘怀。

史先生感慨地告诉记者：
“那个时候团组织介绍我去学
习，她不计报酬和教学难易，
很快就答应下来了。”

史先生清楚地记得，夏天
的晚上，他去找秦老师练琴，
她都是一边带孩子一边指导
他，给他倒水喝。

据史先生介绍，秦老师当
时在郑州市正兴街路口的幼
儿园上班，家也在附近，爱人
是勘探队成员，经常野外作
业，因此秦老师一般都是一个

人带孩子。但他只要去找秦
老师练琴，老师都会悉心指导
他。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史先
生和秦老师就分开了。

“20岁不懂事，一句感谢
的话没讲过，现在觉得很遗
憾，就是想再找找她，想当面
向她说声谢谢。50年了，也
没有留照片、纪念物什么
的。我曾经到粮食局、幼儿
园找过她，都没有找到，她当
时工作的单位也都没有了。
想着，如果通过媒体找到的
话，今后，我会经常去看看
她、感谢她。”史先生说。

因时间久远，秦老师的全
名，史先生不能准确地叫出，
大概记得叫秦丽娟。

史先生也提供了秦老师
的基本情况：原郑州市粮食
局幼儿教师，女，现年 75岁
左右，郑州幼师毕业。秦老
师的长女好像叫“玲玲”，现
年有50岁左右，秦老师的爱
人曾在地质勘探部门工作。

在此，我们也希望，如果
秦老师的亲朋好友看到这一
信息后，请和史先生联系，手
机号为13939022831。

本报讯 1 月 23 日上
午，郑州市书法家协会顺利
完成换届，郑州美术馆馆长
罗鸣当选新一届郑州市书
法家协会主席。至此，郑州
市文联所属十一个协会的
换届工作已全面完成。

郑州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王丽艳出席市书协

换届大会并充分肯定了市
书协取得的成绩。新当选
主席罗鸣发言表示，郑州市
书协将引领郑州书法匹配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
努力迈向全国书法先进城
市的行列，为新时代郑州书
法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作出
积极的贡献。

50年前教我手风琴的秦老师在哪里
当年的悉心教导一直没忘，却没来得及给您说过一声谢谢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实习生 张洪瑞

史先生夫妇 受访者供图

您的人生当中，有
没有一个人，让您怀念
感恩至今？或师长、或
朋友、或亲人？

1 月 21 日，现年
70岁的郑州市民史先
生向顶端新闻·大河报
求助说，他的人生当
中，就有这么一位老
师，让他一直怀念和感
恩。然而，遗憾的是，
当年因为年轻，对于老
师的谆谆教导，他却从
未说过一声谢谢。

现在，随着年龄的
增长，他想找到这位恩
师，当面谢谢她，以后
常去看看她。

郑州美术馆馆长罗鸣
当选郑州市书协主席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珂 实习生 熊珂

本报讯 天色阴沉，空气
污染，风力微弱，雨水点点。
我省遭遇重污染过程，多地
污染等级达到严重污染。根
据气象部门预报，最近几天，
我省将先后遭遇两轮降雨过
程。大气扩散形势不利，污
染暂时不会消解，大家需要
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

上周末，我省再遭“霾”
伏。风力微弱，空气静稳，雾
气不散，重霾来袭。24日中
午前后，我省大多数地市的
大气污染等级都达到了严重
污染。郑州市从23日夜里
起就升级为严重污染，并一
直持续至24日白天。空气
质量指数超过300，首要污
染物为PM2.5。

而根据气象和环保部门
分析，这轮重污染过程暂时
还得不到有效消解。24日
至28日，受不利气象条件影
响，区域湿度增加，逆温显
著，且有区域间污染传输，我
省大部分区域依然将遭受中
度及以上污染过程。预计到
28日，我省污染才能得到较
为明显的改观。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干燥

少雨天气之后，我省迎来了
一次弱降雨过程。由于冷
空气势力较弱，气温达不到
降雪条件，所以我省大部分
地区降水的呈现形式为降
雨。降雨从昨日白天便已
经开始，到了夜里范围逐渐
扩大。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预
报，周一白天，全省阴天，黄
河以南和濮阳地区及新乡地
区东部大部分地区有小雨，
其中三门峡、洛阳两地区和
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四
地区西部部分地区有雨夹
雪，高海拔山区有小雪。

全省偏北风转西北风3
级左右，周一白天中西部阵
风5到 6级。西部山区、北
部最低气温零下4℃到零下
2℃，东部、南部2℃到4℃，
其他地区0℃到2℃。

周一夜里，东南部小雨
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
转晴天。周二白天，东南部
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
到多云。周二夜里到周三白
天，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分
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
他地区多云。

风力微弱 空气静稳
“霾”伏预计将持续至周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797746元。

中奖注数
214注
199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1023期

中奖号码：1 3 1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762422元。

中奖注数
773注
531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1024期

中奖号码：0 3 0
“排列3”第21023期中奖号码

8 4 0
“排列5”第2102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10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05 16 22 34后区08 11

8 4 0 6 7

“排列3”第21024期中奖号码

3 4 2
“排列5”第2102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11期中奖号码

5 6 5 6 3 0 4

3 4 2 8 9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62100元，
中奖总金额为156981元。

每注金额
28969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24期
中奖号码

7 12 13 18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2 注

307 注
5231 注
349 注
198 注
13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94162元，
中奖总金额为158396元。

每注金额
17710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23期
中奖号码

3 12 13 21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4 注

273 注
4890 注
319 注
207 注

7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0501 04 11 19 32 33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060622 元
20760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7 注
129 注

1485 注
61961 注

1207796 注
11480560 注

0 注
24 注
48 注

2647 注
53764 注

499359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10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742618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869023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