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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力果）4月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市

举办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旨

在进一步增强我市党政领导干部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

识、反奸防谍意识和法治意识。

市委书记张文深参加。参加活动

的市领导还有曾垂瑞、景劲松、张

富治、刘树华、张明体。

上午 9 时，张文深一行来到

七一路市委门前，道路两侧整齐

地摆放着内容丰富的国家安全宣

传教育展板，张文深认真观看展

板并聆听讲解。

此次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以

《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情

报法》、《反恐怖法》、《境外非政

府组织管理法》、《军事设施保护

法》为主要内容，通过图片展示、

法制宣讲、发放资料等形式，在

活动现场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

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本次活动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法律条文、

典型案例、防范措施等四个部

分，分层次展示了国家安全呈现

出的总体性、全局性和复杂性等

基本特征。

大家一致表示，国家安全是

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

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

在。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

平总书记对国家安全观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切实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和能力，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

人民防线，全力做好维护国家安

全各项工作，共同铸造捍卫国家

安全的钢铁长城。②4

张文深等参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

增强意识树防线 维护安全筑基石

我市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丰富多彩——

普及法律知识
开展技能演练

本报讯（记者赵 洋）月

季大道是通往南阳世界月季

大观园的主要通道，昨日记

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工程已

进入收尾阶段，沿途的花船、

花瀑、花墙等花卉造型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

月季大道是在我市举行

的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主干道，全长约 5680 米，大

道以“七彩南阳，花开半城”

为设计主题，将七彩月季点

缀其中，打造南阳的“一带一

路”，把色、姿、语、韵的“月季

四美”赋予道路景观设计之

中，体现南阳城市特色，展现

南阳月季文化。

昨日，记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经过施工方的不懈努

力，月季大道已经进入收尾

阶段，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补

种苗木，路灯亮化，在剩余路

段铺设面层沥青等，而沿途

新建成的各类花卉造型成为

市民竞相合影的“明星”。在

月季大道西段的花开五洲地

球仪和五桶花瀑，大气磅礴；

中央绿化带上的花船，将白

河泛舟自然美景演绎到道路

景观设计中；东段的飘带花

池，以带有中国红色韵律的

飘带为灵感将世界人民连接

在一起；中原路桥东南角花

韵，寓意各方来宾汇聚南阳；

两处造型各异的花墙，运用

框景的艺术手法，喜迎四海

宾客。

月季大道项目部经理宋

海涛告诉记者，花开五洲、五

桶花瀑等花卉造型，广泛运

用孔雀草、矮牵牛、一串红、

万寿菊、石竹、四季海棠、美

女樱、鸡冠花等时令花卉，展

现南阳地方文化特色，是月

季大道的标志性景观，表现五

洲花开相聚南阳的理念，同

时也饱含和平之花、幸福之

花开满五洲的寓意。②4

月季大道花船花瀑等花卉造型惹人喜爱

花韵悠扬 喜迎宾朋

本 报 讯 日 前 ，南 阳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指

挥部办公室传出消息：作为

南阳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的主题活动之一——“幸

福像花儿一样”集体婚礼即

将举行，现面向全市招募新

人。

为树立积极健康的婚姻

价值观和婚庆消费观，宣传

南阳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广泛传播南阳源远流长

的汉文化，4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世界月季大观园月季

大舞台举办一场盛大、隆重、

庄敬、充满仪式感的汉式集

体婚礼。

本次集体婚礼由中共南

阳市委宣传部、南阳市林业

局、南阳市总工会、南阳市妇

女联合会、共青团南阳市委

联合主办，河南掌控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承办。计划面向

全市招募新人30对，凡是有

意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均可

报名。参与的新人全程免费

提供婚车、服装和化妆，并将

获赠大礼包以及现场摄影录

像的光盘留作纪念。在婚礼

上，参加南阳2019世界月季

洲际大会的国内外嘉宾、组

委会相关负责人将作为主婚

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 30

对新人开启幸福的大门。

据了解，汉式婚礼不同

于西式婚礼,也不同于一般

以清、民国风格为主的中式

婚礼。汉式婚礼以周礼为蓝

本,以典雅、尊贵、庄敬为气

韵,追本溯源,是体现华夏经

典文化传统的民族婚礼，是

礼乐文化的具体呈现。其浓

厚的盟誓氛围、独有的礼仪

秩序，更能体现新人之间坚

贞、深沉的情感。②4

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名额有限，先报先

得），报名咨询及联系电话为

河 南 掌 控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李女士 18737777898。

南阳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幸福像花儿一样”
集体婚礼招募新人——

花好人圆 品汉代文化

为深化校地结对帮扶，助力脱贫攻坚，日前，淅川县农特产品及旅游

资源展销推介会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借助师生的推广和销售，助力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据悉，本次展销活动为期两天，共有饮料、艾产品、风

干鱼等 150多种农副产品 26个展位。②4 特约记者 杨 冰 摄

结对
帮扶

连日来，我市各地中小学纷

纷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主

题教育活动。

4月 11 日，淅川县西簧乡中

心学校依托国家安全有关部门、

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组织专题

讲座报告会、研讨会，同时与有关

部门联合举办知识竞赛、演讲比

赛、微课大赛，有机结合“实体课

堂”“空中课堂”“网络课堂”，做出

规模、形成声势，扩大教育覆盖面

和受益面，形成“千万学生同上一

堂国家安全教育课”的生动局面。

内乡县瓦亭初中利用大课间

时间，集中全校师生开展“国家安

全教育”专题宣讲活动，此外，召

开主题班会，组织学习了《国家安

全法》等有关法律知识，观看国家

安全教育视频，还通过校园广播、

宣传标语、办手抄报等活动，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②4
（记者高 雪 通讯员孟得会）

国家安全教育走进中小学校

昨日，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在

师生中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宣

传活动。

相关部门领导与 2000 余名

学生一起，在学校操场上观摩了由

学生们带来的军事技能演练，教职

工应急处置队带来的军事技能演

练、军体拳和反恐应急演练以及消

防技能演练。演练人员反应迅速，

动作准确到位，彰显了师生们过硬

的本领和敢打硬仗的精神面貌。

当日高新公安分局干警向学

生们发放了国家安全教育宣传彩

页，并对反恐教育、网络安全、防火

逃生、师生应对突发危险和灾害防

范能力等国家安全教育知识进行

了讲解。

(记者李 玉 通讯员崔丽萍)

开展技能演练增强安全意识

昨日，市公安局在解放广场

举 办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活

动。活动依托网站、微信群、窗

口 LED建立宣传教育阵地，采用

公益广告、微电影、小品、戏曲等

节目形式，进机关、进企业、进军

营、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警

方通过开展这些活动，让全体公

民认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增

强责任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记者郑 磊 通讯员王 龙）

梅溪派出所组织社区民警走

进辖区大中小学校，开展专题宣

传活动，向学生们讲解国家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老师

和中小学生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

意识。 （记者周 梦）

昨日，方城县人民法院组织

干警在县城繁华路段，开展宣传

教育活动，通过摆放法治宣传展

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宪法、国

家安全法等法律知识，同时还对

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解

答，让群众切实认识到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记者张 玲 通讯员程远景）

宣传法律知识普及安全教育

4月 15日，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里，我市各界通过讲

座、展览、演练等形式，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国家

安全知识，增强全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实效。

月季故里月季故里
香飘五洲香飘五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