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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4日，中原区农委
举行“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全委
党员干部共计30余人参加比赛。

上午 9点，参赛选手严阵以
待，随着主持人一声“倒计时开
始”，“学习强国”挑战赛正式开
始。此次比赛，全体参赛人员在
“学习强国”平台“挑战答题板块”

同时答题，30分钟内连续答题数
量最多者获胜。通过激烈角逐，4
名选手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
随后组织 4名选手再比赛，选拔
出两名成绩最佳者参加上级部门
组织的答题挑战赛。

通过比赛，重温了“学习强
国”知识内容，检验了前期的学习

效果，进一步加深了对做好“学习
强国”学习重要性的认识，也为广
大党员干部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
的平台，充分调动了大家参与“学
习强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凝聚
起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合力
攻坚的拼搏精神。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秦宁

“学习强国”学得如何？挑战答题见高低
秦岭路街道 开展“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

本报讯 为更好地激发党员
干部的学习热情，切实将“学习
强国”作为提升理论学习与政治
素养的平台，7月 16日，秦岭路
街道开展“豫学习豫出彩”第二
届“学习强国”河南省千万学员
万场答题挑战赛初赛。经过层
层选拔，街道机关党员和社区
党员共4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本次挑战赛组织形式为两
种：线下试卷答题和线上挑战
答题。线下试卷答题是测试大
家在日常工作中理论学习情
况，线上挑战答题是通过“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手机APP“挑战
答题”栏目进行答题，在规定的
时间内，答对题目多者为胜。
答题结束后，从中选拔出2~3名

政治素质强、学习积分高、群众
口碑好的挑战达人，参加7月底
中原区答题挑战赛。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各
位“学习达人”聚精会神、运指如
飞，熟练答题。最终，来自金源
社区的孙静以答对 195题的成
绩夺得本次挑战赛第一名。

下一步，街道将下大力气
开展线上线下一起学，每天有
督促，每月通报评选，选出“学
习强国”之星，让亮积分、晒体
会活动成为日常，将此项工作
纳入街道工作年底目标必考必
评内容，切实提高秦岭路街道
“学习强国”平台推广应用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孙小雪

航海西路街道“学习强国”伴我行
本报讯 7月13日，航海西路

街道开展“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
街道机关党员和社区党员共40余
人参加此次活动。比赛选手通过
“学习强国”手机APP“挑战答题”
栏目进行答题，在规定的时间内
答对题目多者为胜。比赛现场，

参赛选手个个斗志昂扬、严肃认
真，争分夺秒进行挑战答题。

参赛选手赵曌表示：“能够和
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强国’的答题
挑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通过此次比赛
找到了自身学习上的差距，充分认

识到了加强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充分用好
平台资源，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只争朝夕的责任感、舍我其谁的担
当感，学思践悟强能力，勤勉实干
提效能，为街道工作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记者 张改华

中原区农委 举行“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

本报讯 开窗
见绿景，出门即游
园。中原区棉纺
路周边居民在傍
晚纳凉休憩有了
好去处，这里的棉
纺文化主题街边
游园完工啦！“这
块原来是一片空
地，坑洼不平的，
现在栽上了花草
树木，还有各类休
闲凳，我们不用跑
远去公园了，在家
门 口 就 能 赏 美
景。”7月19日，在
中原区棉纺路棉
纺小院门口，正在
鲜花绿植丛中拍
照的小院居民高
兴地说，家门口现
在这么美，让他们
十分惊喜。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继凯
文/图

家门口变花园 老棉纺工人：“我们晚年真幸福”

7月 19日，记者在中原区棉纺西
路中段路南、三厂中街两侧附近看
到，此处街边游园已基本完工，原来
的空地变成了一个个小花园，栽植的
大片月季和松果菊五颜六色，十分赏
心悦目，随手一拍都可以当壁纸来
用。不仅如此，精心设计的铁艺文化
墙上印着“听党指挥，打起背包就出
发，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塑造出了这座
城市的性格”“一条棉纺路 半部郑州
史”等字样，让人不禁回忆起那些红
红火火的纺织岁月。其中一面铁艺
文化墙上还精心印制了1956年、1982
年、2020年的3幅郑州地图，从不断增
大的城市版图上可以看出，郑州这几
十年间的迅猛发展。驻足这里，沉甸
甸的历史感会扑面而来。

在路边游园重新布置的长椅上，
不少居民正在休闲，在满眼的红花与
绿叶之间，一派祥和景象。“我在这儿
住了大半辈子，小区也改造好了，现在
家门口又变得这么美，我们这些老棉
纺人晚年真幸福。”几位正在长凳上纳

凉的居民告诉记者，棉纺路如今越来
越美，这些致敬老棉纺工人的铁艺文
化墙，让她们感觉到自己年轻时的奋
斗很有价值，十分欣慰。

据悉，棉纺路作为郑州市最早一
批市区规划建设的主要街道，在三、
四、五厂逐步落成后，于 1956年正式
开始规划施工，距今已有近 65年历
史，其间又经历了数次翻修扩建。
2019年底，随着郑州市“双改”工作的
进行，棉纺路街道的“路院共治”工作
也在稳步推进。

郑棉三、四、五厂以其 20世纪 50
年代特有的苏式建筑散发着老棉纺
厂的独特魅力，三厂内还保留有30余
栋具有苏式风格的住宅楼，结构依然
完好。方正的楼体、斗篷式大屋顶，
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棉西小院作
为棉纺路街道的示范点，率先展开改
造工作，并很快全面完工。依托独有
的苏式建筑风格，整体改造效果良好，
经常作为示范点接待各级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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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路厚重感进一步体现 有空来逛逛吧

2020年初，随着棉西小院老旧小
区改造示范点的全面完工及恢复房
屋性质工作的同时完成，棉西小院
门口周边、棉纺西路的人行道至
居民楼间出现了一大片空地，初
期由于缺乏管理，存在乱堆杂物、
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严重影响
市容市貌，且因为缺乏维护，路面
坑洼不平，每逢雨天更是泥泞不
堪，附近居民叫苦不迭。棉纺路
街道在发现这一问题之后，立即
采取措施，决定把这一块空地好
好开发利用起来。在经过广泛征
求周边居民意见，并考虑此处周
边建筑与地下历史防空洞影响因
素后，决定将此处建成棉纺文化主
题街边绿植游园。

经过棉纺路街道多方协调，最终
决定由中原区绿化中心出资 200万
元，并于 2020年 4月开始施工。线缆
入地、地面平整、绿植栽种……经过
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后，如今，棉纺西
路中段棉纺文化主题街边绿植游园
终于完工了。本次修建棉纺西路街

边游园，共新增绿地游园4000余平方
米，有效提升了人居环境，周边居民
拍手叫好。

棉纺路越变越美，不仅体现在棉
纺西路中段路南，路北边经过设计与
修缮，建成了三棉游园，体现出的则
是大气端庄之美。在三棉游园，记者
看到，这里栽植了许多松柏，方形门
廊在整条路依次铺展开来，让人有种
曲径通幽之感。在门廊间设有石凳，
行人可随时歇歇脚。记者了解到，路
北的这处三棉游园占地1200平方米，
去年就已建成。

如今，漫步在棉纺路，在一排排
苏式建筑中间、在棉纺厂的老办公楼
门前，都能依稀看到当年郑州如日中
天的纺织工业辉煌；在一处处新建成
的小游园里、在一个个改造完成的老
旧小区中，更能看到对老棉纺工人的
尊重和他们满意的笑脸。如果您有
空，不妨茶余饭后、夕阳西下时来这
里逛逛，听老棉纺人讲讲棉纺文化，
听听郑州故事，感受一下郑州的厚重
历史。

三幅郑州地图，见证郑州几十年来的蓬勃发展

鲜花盛开，在此小坐，很是惬意

棉纺路文化气息越来越浓

路北游园的门廊很是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