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观点

保护英烈名誉就是保护民族尊严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军表示，英烈代表着国

家形象和民族脊梁，保护英烈名誉就是保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和
精神命脉。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些网民肆意发布诋毁、贬损英
烈言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建议以中小学生教育为重点，将
英烈事迹和精神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铭记英雄、崇尚
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③4

（供稿来源：河南省人大融媒体中心）

据新华社沈阳 4月 3日电 3日上午，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
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0位
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11时 36 分许，空军专机平稳降落在
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这架飞机当天从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起飞回国，机上载有10
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 145件相关遗物。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两架战斗机全程护
航，用空军特有的方式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退役军人事务部、辽宁省以及北部战区
陆军某旅有关部门同志等200多人，参加了
在机场举行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迎接仪式。

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烈士遗骸的棺椁
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到场
迎接的解放军官兵军容齐整、庄严肃立，现
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躬。

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被护送
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根据安排，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
仪式于4月4日在这里举行。

清明时节网友热议英烈保护法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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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4月 1日中午，家住濮阳市某小
区的一名女童被健身器材“方向盘”卡住，不停
哭叫直喊疼。消防队员们一边安慰她，一边切
割器材，同时还用手护住她。几分钟后，“方向
盘”的一面圆弧被剪断，小女孩儿顺利得救。

女孩被卡住 消防员紧急施救

4月2日 13时20分，
猛犸视频首发相关报道。此
后，东方今报、新浪河南等多
家媒体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4月3日12时，视频播放量
达到7.1万次。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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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21时15分，
时间视频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人民网、中国日
报、天天正能量等多家媒体
微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4月3日12时，视频播放量
达到252.1万次。

传播数据：

252.1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3 月 17日，信阳一所高校的宿
管阿姨们利用周末闲暇时间，组团给学生缝被
子，同学们纷纷抱着需要“拯救”的被子来求
助。阿姨们当天一共缝了30多床被子，她们称
想让孩子们感到“学校里也有妈妈的温暖”。

春风暖人心
大爱在中原

高校宿管阿姨组团给学生缝被子

新闻事件:中牟县黄店镇王俭村的小芸 5
岁时严重烧伤，如今9岁的她，仍无法正常到校
上课。在当地学校倡议下，16位教师志愿者每
天轮流上门，和小芸面对面开展“家庭课堂”，
演绎现实版《一个都不能少》。

16位老师接力为烧伤女童讲课

3月29日郑州媒体首
发相关报道。此后，人民
网、中国之声、大河报、南方
都市报、扬子晚报等多家媒
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4月3日12时，视频播放量
达到503.7万次。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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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4月 3
日，南阳传出消息，经多方努力，南阳邓州籍烈士杨双喜的亲属
找到了。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发起“寻找英雄”行动，为自
2014年起迁回沈阳安葬的 589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寻找亲
属。其中有线索可查的烈士 24人，河南籍烈士 3人。杨双喜，
男，河南邓州人，1910年出生，1951年 5月 18日牺牲，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15军 45师 133团 3营营长。

为寻找杨双喜烈士的亲属，南阳市有关部门积极行动，众
多网友纷纷提供线索。邓州市民政局将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下
发的烈士杨双喜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发送到各乡镇（街、区），进
行全覆盖排查寻找。各民政所将烈士信息打印下发，张贴在
乡村主要位置。对寻找烈士的来电来访他们热情接待，详细
记录，并对相关信息进行甄别。

4月1日下午2点34分，南阳市民政局接到省民政厅转来的
信息，确认杨双喜籍贯为厚坡公社后寨大队皂角树组，有关部门
立即安排人员在淅川县厚坡镇及相邻乡镇寻找。厚坡公社原属
邓县（今邓州市），为支持淅川县“移民后靠自安”的要求，1972年
冬，原属于邓县的厚坡镇被划归淅川县。当晚9点多，淅川县九
龙镇民政所查找到杨双喜亲属的信息。

目前，杨双喜的堂弟杨金付、杨金有和堂妹杨金风均已找
到。两位堂弟居住在淅川县厚坡镇后寨村，杨金风在厚坡镇唐
庄村生活。74岁的杨金付告诉记者：“我们没见过杨双喜本人，
只是从小听大人说过有两个堂哥，一个从参军入伍后一直没有
音讯，一个在陕西病逝了。没想到堂哥杨双喜这么早就牺牲了，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为有这样的亲人感到自豪！”③5

去年，守岛卫国 32年的哨所所长王继才因病去世，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
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近日，凉山救火英雄遗体运抵西昌，市民
深夜走上街头泣喊“英雄一路走好”；去年6月，信阳乡村女教师
李芳为保护学生献出宝贵生命，4000余人自发参加追悼会；4
月 3日上午，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
机护送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后，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逐步成为全社会共识。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成为全社会共识

战机护航战机护航 英魂归来英魂归来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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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
全票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

志愿军烈士杨双喜
亲属找到了

网友声音

礼赞英雄是最动人的篇章
网友“田建琪”：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礼赞英雄

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

网友“行者致远”：泪眼模糊了您的身影，您的形象似

峻岭青松，挺拔在我心中，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网友“西西”：立法保护英烈，是对英烈的尊重，是弘

扬传承英烈精神的助推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阎乃川 高利国 谢岚 席茜 田凯中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近日四川凉山30名救火英雄的事迹打动了无数国人。然而，诋毁、贬损

英烈的事件时有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谴责。如何让英雄不会流血又流泪，让英雄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

障？以法治权威捍卫英烈荣光显得极为重要。

一部英烈保护法 公理正义得伸张

去年4月 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今年5月1日该法将迎
来实施一周年纪念日。

去年9月30日是该法实施后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年全国人
代会，栗战书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时指出，

“一部英烈保护法，公理正义得伸张”。

2014年以来，中韩双方已连续六年成功交接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599具

志愿军烈士遗骸
将被护送到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安葬。❶交接仪式

❻安葬

❷登机

❸战机护航

❹礼兵列队

❺迎接护送

第六批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交接仪式在韩国举行。

礼兵双手托起烈
士遗骸棺椁列队登上
我国接运飞机。

两架歼—11战机
为英魂护航，祖国用最
高礼遇向英雄致敬。

沈阳桃仙机场举
行庄严仪式迎接烈士
英灵回家。

礼兵护送烈士遗
骸棺椁上车，英雄踏上
祖国土地。

4月3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中方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上飞机。

资料来源/央视新闻

□本报记者 辛莉
本报通讯员 张晓娟

品质升级 评选活动启幕

4月26日-28日，备受国内外食品
行业瞩目的第23届郑州国际糖酒会将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
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河南省酒业协
会、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和瑞城
传媒集团共同主办，郑州瑞城展览和
九州糖酒网承办展览面积达到50000
平方米，再次创展会规模之最。

规模的扩大得益于品质的提升，
更依赖于展会同期品质活动的支撑，
第 23届郑州国际糖酒会评选活动将
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

据了解，第 23 届郑州国际糖酒
会将推出一系列配套活动，其中，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而特别策划
的主题评选活动，将唱响弘扬行业正
能量、树立行业标杆和风尚，以此推
动中原糖酒食品行业产业的快速、高
质量发展。

第23届郑州国际糖酒会评选活动
由郑州国际糖酒会组委会主办，4月 1

日正式启动，奖项评审材料提交时间
截止 4月 20日。参评对象为第 23届
郑州国际糖酒会全体参展商，奖项涉
及企业、产品、人物等多个类别。

重磅奖项 究竟花落谁家

针对参展企业，设立了优秀展台
创意设计奖和十佳企业奖。其中，优
秀展台创意奖要求展台设计及用料具
有强烈的环保意识、较强的时代感，能
突出参展企业文化和产品特色，展品
陈列具有一定的美感和创新。对于参
评十佳企业的参展商，则需满足该奖

项在企业文化、品牌科研、管理创新、
社会贡献等方面的要求。

对于参展产品，设置了创新产品
奖和新锐品牌奖，要求参评产品需具
有独特优势和魅力。组委会还特别
设立了以“甄选精品，放飞味蕾”为主
题的“精品葡萄酒大赛”，奖项包括精
品葡萄酒大金奖、金奖、银奖，为广大
消费者推出值得信赖的优质葡萄酒
产品。

备受瞩目的十大先锋人物评选更
是优中选优，要求严格。该奖项的参
评者需是企业负责人，长期躬耕于食

品行业，带领企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绩，该奖项每个企业限报一名，可采用
组织推荐和个人推荐两种方式。

强化服务 彰显展会价值

此次评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由省酒业协会、郑州国际糖酒会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行业知名专家、学
者和消费者代表等组成评审委员会，
依据各奖项参评规则和评选条件对所
有参评对象进行评审和打分，根据分
数高低最终确定获奖结果。评选结果
和获奖名单将通过郑州国际糖酒会合

作媒体进行公示。
近年来，郑州国际糖酒会不断升

级，展会同期品质活动越来越多，服务
日益提升，效果越来越好。郑州国际
糖酒会组委会执行主任、瑞城传媒集
团总裁王永祥介绍：“举办第 23届郑
州国际糖酒会评选表彰活动，旨在推
动参展企业产品品质升级、加强企业
品牌培育力度，增加食品安全责任意
识，提升产品品类创新和科技研发水
平；同时，通过此次评选，郑州国际糖
酒会将向社会推荐一批好的企业和质
量过硬的产品。”

第 23届郑州国际糖酒会评选活动正式开启

第一批 接回烈士遗骸 437具2014年3月28日

第二批 接回烈士遗骸 68具2015年3月20日

第三批 接回烈士遗骸 36具2016年3月31日

第四批 接回烈士遗骸 28具2017年3月22日

第五批 接回烈士遗骸 20具2018年3月28日

第六批 接回烈士遗骸 10具2019年4月3日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吴春波

4月 3日 15时 36分，新乡
市宏力大道北侧，一声巨大的
轰鸣后，一座建筑轰然倒下。

印证新飞曾经辉煌的原新飞电器销售大楼（新
飞大厦），在其建成后第 18年被爆破拆除。属
于老新飞的时代正式结束。

3日下午，在新飞大厦门前宏力大道对面
的警戒带后面，不少市民前来，不时有人拿出
手机拍照，记录和等待这座大楼最后的时
刻。按照新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信息
显示，“新飞一部”用地性质已由工业用地调
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将在区域内新增学校和
医院。

记者注意到，就在新飞大厦爆破的当天，新
飞电器官方发布了一组数据。2019年 3月，新
飞电器销售额 1.09亿元，环比增长超过 80%，
实现了销售规模爬坡过程。其中，线下传统渠
道业务新增终端分销网络超过1000家，销售规
模占比超过50%，环比增长超过90%。线上业
务已经覆盖全平台，环比增长100%，规模增长
了一倍。

4月 3日，新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
并购初期的规划，从 2019年开始，未来三年新
飞电器将努力实现三个“亿”的目标，即产品研
发投入1个亿，品牌再造1个亿，智能制造改造
1个亿。②47

新飞大厦昨日拆除
18载回忆终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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