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安全教育日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线索 请拨打12339举报

●● ●● ●●

06│综合新闻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高超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
谦镇，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
背倚青山，面朝一江碧水。苍松
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着
一座花岗岩石雕砌成的塑像：一
个青年工人站得笔直，泰然自若，
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地望着
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
祥谦烈士。95年前，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最高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林
祥谦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拾级而上，庄严肃穆的林祥
谦烈士纪念堂出现在眼前。一件
件珍贵的历史照片、烈士遗物和
历史文字资料，把参观者带回了
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
的一个贫农家庭。1906年，年仅
14岁的林祥谦进入马尾造船厂，
成为一名学徒。他聪明好学，很
快掌握了钳工的技术。1912年，
林祥谦进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
辆厂当钳工，1913年转到工务修
配厂当铁路工人。当时，京汉铁
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
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
义，铁路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
军饷主要来源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
在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在这段时
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思
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
走上革命道路。不久，他担任京
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干部，并
于 1922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
江汉分会委员长，领导铁路工人
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
斗争。

1923年 1月，党领导下的京
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
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参加会议
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
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
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
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
成立，并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全
路总罢工。

2月 4日，京汉铁路2万多工
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
顿时瘫痪，总工会对外发表宣言，
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
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
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
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在
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
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
案”。

2月7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

军阀、湖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
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
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
他下令复工。在屠刀面前，林祥
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断然拒绝
复工，献出了年仅31岁的生命。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听奶奶
一遍遍地说起，在那个雪花纷飞
的寒夜，刽子手的屠刀一刀刀地
向爷爷身上砍去。爷爷拼尽全力
高喊‘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
复’，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林祥谦的大孙子林耀武告诉记
者，“在我眼里，爷爷是一个有信
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
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
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革命先行
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就算他
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他也要
用鲜血唤醒更多的人民，所以爷
爷视死如归。”

1928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
祥谦烈士的妻子陈桂贞运送烈士
棺木回到家乡，草草掩埋在闽侯
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
祥谦烈士的丰功伟绩，党和政府
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山西麓建
造陵园。1963年初，陵园完工并
对外开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
岗石砌筑的照壁式墓碑上镌刻着
郭沫若手书“二七烈士林祥谦之
墓”。微风呜咽，英雄沉睡在壮阔
山河之中。清明节已过，依然不
时有群众前来祭扫烈士墓，敬献
上洁白的雏菊。

“有信仰，有正气，有纪律，克
随性，有爱心，乐助人。”如今，林
祥谦烈士的后人将他的精神浓缩
成这样一则家训，并一代代传下
去，教育子女，影响他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有自
己坚定的信仰。爷爷在那个年
代，为了信仰选择了英勇就义；生
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正
气、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
的鲜血不白流，让烈士的精神永
远传递下去。”林耀武说。

（新华社福州4月15日电）

本报讯（记者 曹萍 尹江勇）4
月 14日，第三届清华校友创意创新
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总复赛暨中
原国际先进制造大赛决赛在古都洛
阳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
支创业团队同场比拼，30多位知名
创业导师进行点评指导，涌现出一
批引领先进制造业科技前沿的创业
项目。

本次大赛从去年年底启动，由
清华校友总会及河南清华校友会主
办，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洛阳先进制造业产业研发基地等承
办。经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中原以及北美等五个赛区的层层选

拔，共有 86 个项目参加此次总复
赛，比赛涵盖了智能制造、机器人、
轨道交通、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共
有 20多个河南本土创业团队入围。
由3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团对
创业项目的可行性等进行了仔细评
估，最终，轻巧型高速流水线并联机
器人、石墨烯复合新材料的产业化应
用等项目脱颖而出，获得了一致好
评。优胜项目可享受一系列政策奖
励，将被优先推荐给清华合作投资机
构和校友投资人。

据介绍，前两届大赛共有 600
多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近 20%的
项目获得融资。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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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林祥谦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全国先进制造业创业团队洛阳“论剑”

机器人新材料等项目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周青莎

你知道网络安全也属于国家安
全吗？平日里，有不少人会觉得，国
家安全似乎离我们普通公民很遥远，
其实不然。在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到来之际，我们来聊聊网络安
全这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
安全”。

2014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全
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
所指的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
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
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
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安全
问题时常发生。第41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收集到的信息系统安全漏洞
累 计 15981 个 ，较 2016 年 增 加
47.7%；感染网络病毒的终端有2095
万个，相比2016年下降29.8%。

安全部门曾经公布了一个案例：
2014年 8月 1日晚，浙江温州15万
多有线电视用户遭受黑客攻击，电视
屏幕上出现大量非法图文信息。经
查，此案是北京某公司技术人员出于
个人泄愤所实施的破坏活动。《国家
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防范、制
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
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
违法犯罪行为。”经法院审理，该技术
人员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网络信息鱼龙混杂，不乏有人时
常在网上传播谣言，释放负能量，甚
至激化社会矛盾。例如，某网络名人
秦某为谋取私利发布 3000多条谣

言，其中针对动车事故的谣言在2小
时内被转发1.2万次。这些在网上故
意误导公众、破坏政府公信力的行为
达到一定程度就属于危害国家安全
的范畴。

网络安全不仅事关广大人民群
众的工作生活，更关乎国家安全和国
家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
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与网络安全紧
密关联。

据有关部门披露，近几年，针对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时有
发生，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运
行带来重大危害。我国基础信息技
术水平较为薄弱，信息产品的漏洞一
旦被攻击，可能产生重大网络安全事
件，而这不仅与个人、企业的切身利
益休戚相关，还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威胁广泛、隐蔽性强。
有关专家指出，网络安全的最大风险
是没有意识到风险。因此，国家安全
部门提醒，要高度重视、提高公众的
网络安全意识，提升广大网民的辨识
和抵御能力。③4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
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今年4月15日
是我国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
进一步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凝聚起共
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连日来我
省各地紧紧围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
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
宣传活动。

4月15日，鹤壁、焦作、商丘、济源、驻
马店等地政法委、国家安全部门等机关工
作人员在各自城市的广场、车站等人流密
集场所，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
板、设置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宣讲有关
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日常生活中防范、
辨别间谍活动的相关知识。当天，开封首
个国家安全基层教育展馆在开封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正式开馆。

在河南工学院，新乡市公安局特勤支
队和学校联合举行的反恐防暴主题演练，
吸引了众多大学生观看。新乡市针对部
队、军工科研企业、大专院校等重点涉密
单位开展宣传，采取现场宣讲、播放专题
教育片等方式，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宣传。

除了现场举办活动，我省各地还通过
媒体、网络等传播渠道，向广大干部群众
传递相关信息。濮阳市从4月13日开始，
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及广场LED大屏，滚
动播放有关《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宣传
公益广告等视频资料，利用手机短信、微
信公众号等向全市干部群众推送《国家安
全法》等相关信息100多万条。

4月份正值旅游旺季，周口、商丘等地
巧借当地的文化旅游活动开展宣传。4月
15日，淮阳县古庙会在太昊广场举行，宣
传人员向前来赶庙会的群众讲解国家安
全知识。宁陵县以宁陵梨花节为契机，深
入景区开设咨询台、发放宣传单。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
者,国家安全教育应从学生抓起。为此，
我省各地纷纷深入中小学校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4月14日，信阳市浉河区在全区
选拔8名工作人员作为义务宣讲员，走进
信阳一高举行颁发聘书仪式。杞县在各
中小学开展“争当国家安全小小宣传员”
为主题的征文比赛。

全省各地丰富多彩样的宣传活动吸
引了广大群众的关注。不少市民表示，以
前总认为国家安全就是反奸防谍，是国家
安全机关的事，没想到国家安全还包括经
济、文化、网络、生态等这么多内容，维护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③7

□张二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
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国
家安全却受到了新的挑战。国家相
关职能部门公布的危害国家安全典
型案例显示，国家安全的形势非常
严峻。危害国家安全的形式多样，
既有利用互联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的行为、间谍犯罪行为，为境外窃
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情报的行为，也有资助危害国家安
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
行为的实施主体多元，既有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在校
学生，也有出租车司机等。因此，维
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就需要
国家、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与人民群众共同行动捍卫
国家安全，构建预防、惩治、宣传教
育“三位一体”的国家安全保障机制
迫在眉睫。

第一，预防为主。预防为主就
是国家对国家安全要防患于未然，
采取科学可行的措施预防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首先，国家安全立法
应先行，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也是预防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法律
基础。当前，我国已经制定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是预防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前提。其次，
司法实践应切实贯彻国家安全法
律，做到依法惩治，通过惩治措施达

到预防的目的。再次，预防可采取
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方式。国家
职能部门通过加强国家安全法律的
宣传，提高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达
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同时，针对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通过依法惩治达
到特殊预防的目的。最后，国家安
全机关应加强宣传教育工作。通过
谁执法谁普法，让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人民群众知道危害
国家安全的严重法律后果，从而自
觉守法，做到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

第二，惩治为辅。《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安全法》第2条指出：“国家安
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
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
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
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
全关乎国家安危，与每个公民的切身
利益紧密相连。依法惩治危害国家
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国家安全
部门的职责所在，也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惩治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人，即是切切实实地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惩治危害国家
安全行为，要适应预防危害国家安全
行为多样化和主体多元化的需要，让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
人民群众居安思危，把握世情国情，
充分认识到国家安全当前所处的国
内国外复杂形势。

第三，宣传教育并重。国家安全
法明确规定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旨在将国家安全的意识扎根于人民心
中。因此，采取形式多样，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国家安全法律，
教育引导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相当
必要。国家需要针对不同社会群体，
制定不同的宣传教育方式：针对学生
需要制定国家安全法律教科书；针对
青年群体钟爱网络的现象，可制定适
应互联网的国家安全教育措施。针
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尤其是
军工涉密企业，应注重宣传教育，使
其充分认知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赋予
国家安全新的内涵与外延，知其职责
所在，做国家安全坚实的捍卫者。针
对少数公民被蒙蔽实施危害国家安
全的现象，可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为契机，让国家安全揭开神秘面纱，让
人民群众知道国家安全就在他们身
边，国家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的安全，人
民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从而增
强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

总之，维护国家安全，预防为
主，惩罚为辅，宣传教育并重，三者
是有机整体。预防是为了落实人民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人民的安
全感、幸福感是检验国家安全的根
本标准。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能够矫治教育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人，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突显依
法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宣传教
育是为了强调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
家安全的重要性，培育全民的国家
安全意识，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能够自觉履行公民的义务，体
现“总体国家安全观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在国家安全领域
的贯彻和落实。③7

（作者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
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三位一体”维护国家安全

全省各地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集中宣传活动

国家安全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说说网络安全那些事

4月15日，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国家安全教育日相关知识。⑨3 邵博 摄

4月14日，卢氏县五里川镇五里川村村民曹连军向客商介绍杜鹃盆景
作品。他从事盆景制作已有数十年，在他的带动下，村里10余户群众通过
盆景制作走上致富路。 ⑨3 邓放 聂金锋 摄

15981个
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收集到
的信息系统安全漏洞累计 15981
个，较2016年增加47.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月 15日是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省会反恐办开展
宣传活动，走进社区宣传反恐怖法律知
识，讲解传播暴恐音视频的危害，增强全
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
自觉性。

省会反恐办通报称，郑州市公安机
关严厉打击传播暴恐音视频违法行为，
2017年，警方共刑事拘留 1人，行政拘
留3人，警告处罚74人。

警方提醒，一些年轻人出于好奇猎奇
心理，观看暴恐音视频，并利用网络向他
人传播，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对于宣扬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
动、极端主义活动的，情节轻微，尚不构成
犯罪的，公安机关将对违法人员处以10
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其刑事责
任。③4

郑州警方严打
传播暴恐音视频行为

什么是间谍行为
根据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三十

八条，间谍行为是指：

（一）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

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

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

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三）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

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

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

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

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

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

人员叛变的活动；

（四）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

（五）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③4

（周青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