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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与你我息息相关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记者张
铎）国家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那
么哪些行为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
损害？维护国家安全，个人又能做什
么？
在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来临之际，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国家安
全学教授李文良。
这些情况要小心，陷阱或在不远处
“只要有经济回报，就要提高警
惕。”李文良告诉记者，对于国家公务
员而言，职业原因使他们势必会接触
到不同层次的涉密信息，而不法分子
往往会先以交朋友、求帮忙的形式，
请国家公务员提供资料、文件等信
息，并给予相应的经济报酬。
“ 一开
始，不法分子并不会直接索要涉密信
息，而是先请对方有偿提供一些公开
的、普通的信息资料，来往多次后，就
会升级要求，索要涉密信息。
”
长期以来，金钱收买都是不法分
子惯用的手段，面对不正常的经济回
报，一定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
“不
仅是国家公务员，大学生也一样。”李
文良说，
“ 有些不法分子会以非政府
组织工作人员等形象为掩护，以做调
研、查资料等手段，拉拢大学生从事
一些非法活动，比如去军事基地等敏

感场所拍照片等，并给予相应的经济
报酬。
”
此外，李文良还提醒，国家公务
员、科技工作者等掌握着一定涉密信
息的群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谨言慎
行，
“ 绝不能在无关场合谈论敏感话
题，绝不通过互联网、手机等载体传
递涉密信息。如果遇到可疑人员，不
要犹豫，立即拨打国家安全举报受理
电话 12399。
”
善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
随着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不论
是国家公务员，还是科技工作者，都
会有出国旅游、学习等机会，然而，很
多不法分子也会利用这些机会开展
犯罪活动。
李文良介绍，首先，在海外要遵
守当地的法律和风俗习惯，避免给不
法分子造成借口。其次，如果在海外
被不法分子或组织所控制，要在保障
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向相关
机构报告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间谍法》规定，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
诱骗参加敌对组织、间谍组织，从事
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及时向我
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者入境
后直接或者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
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如实说明情
况，
并有悔改表现的，
可以不予追究。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4 月 12 至 14 日，备受各
界关注的 2019 青海文化旅游节暨中国西北旅游营
销大会举行。在首届丝绸之路文旅产业交易会颁
奖礼上，首次颁发了最佳组织奖、最佳创意奖、最
具人气奖、最佳互动奖、最佳文创奖、最佳战略合
作伙伴 6 大奖项。作为西北联动全国的知名区域
活动，本届文旅节充分展示了大美青海文化和旅
游独特魅力，为青海打造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添
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凸显国际风范的青海特色
本届营销大会以“畅游丝绸之路 共享美好生
活”为主题，三天的大会精彩纷呈，人气高涨，成果
丰硕。吸引了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近 30 个
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旅游局嘉宾代表和驻华使节出
席活动，1268 家各类文旅业态单位，约 5000 人参加

“这是一条法律救济途径，如果
在海外遇到相应的情况，要善于使用
法律手段，灵活处理，保障自身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李文良说，
“但是，如
果已经向不法分子提供了涉密信息，
根据法律规定，不论是否获得报酬，
都构成犯罪行为。
”
让国家安全意识成为公民素质
的一部分
今天，国家安全已不仅仅是国家
安全机构的责任，各政府部门也是国
家安全治理的责任主体，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贯彻执行国家安全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
管理指导本系统、
本领域国家安全
工作。
“这提醒着每一个普通人，特别
是国家公务员，国家安全与你我息息
相关。
”
李文良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提高国民的
国家安全意识，除了在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这一天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外，
更需要常态化、
制度化的安排。
“应该对政府工作人员、科技工
作者等群体开展长期的，具有针对性
的国家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防范意
识。此外，
可以考虑将国家安全教育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中，
让国家安全意识成
为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
李文良说。

全市学生同上国家安全教育课
本报讯（记者 得舟）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我国第四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西宁教育系统连日来在全市各级各
类学校广泛开展以“千万学生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为主
题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全市学校引领广大中小学生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
重要指示,充分认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的丰
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学习宣传宪法规定的关于公民维护祖国的
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基本义务, 不断增强全体公民的国家安全
意识；学习宣传国家安全法以及网络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核
安全法等涉国家安全法律，提高驾驭风险、迎接挑战的本领；紧
紧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维
护国家安全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还充分
利用“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主题党日，或通过党组织书记上党
课、举办教师专题讲座等形式，或发挥思政课教师、法治副校
长、法治辅导员等的作用，开展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切实增
强广大师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引导师生自觉成为社会和谐
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维护者。与此同时，通过宣传栏、电子屏、广
播站、手抄报等形式在学生中进行广泛宣传引导；引领学生通
过参观法治教育基地、开展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活动，推进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同时通过家长学校、
家长会等形式面向家长做好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国家
安全意识入脑入心，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和社会氛围。

江南名曲飘飞大剧院助兴文化旅游节

我省全力打造

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带

青海奏响

文旅融合最迷人乐章
大会。活动从筹备到启动，受到了全国各省区和
丝路沿线众多业态单位的大力支持，举办的各类
主题活动彰显了国际化风范，展现了大美青海的
文旅魅力，提高了世界对青海的认知度。同时，青
海国际会展中心的援青省市文旅展区，成为活动
的一大亮点。
江河文化让人耳目一新
为凸显青海独一无二的特点，本届营销大会
全程展现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江河与水文
化，从源头取水、玉树会水、西宁迎水、峰会融水四
大环节，到现场相继开展的三江沿线文化旅游风
光展、江河文化旅游合作国际峰会，再到首次公布
的“2019 江河文化旅游 50 城”
“ 三江沿线文化旅游
100 景”等，这些主题活动充分展现了江河文化的
魅力，极大地凸显了青海江河文化的独具特色。
同时，本届营销大会上，丝路文旅产业联盟正式成
立，为大会进一步推广丝路城市旅游奠定了基础。
亮点纷呈唱响文旅融合主旋律
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故宫文创以强大阵容
首次走进西北落地展会，吸引了广大群众驻足观
看。深圳博物馆、
兵马俑、
华清宫、
长安礼物等纷纷
加盟，
为展会高端、
大气、
多彩奠定了基础。瑞恩文
创、
唐品文创食品为文创展区增添乐趣。还有
“燕京
八绝”
等京津以及本地非遗产品，
首开的
“丝绸之路
非遗大师对话”
等精彩亮相，
也获得了来自各界的高
度好评。同时，借 2019 青海文化旅游节开幕，文旅
之春交响乐、思路和鸣音乐会、无人机灯光秀等系
列文艺演出，为本届营销大会增色不少。
历时三天的营销大会，共举办各类活动和专
题推荐会 36 场，现场观众和收看视频直播、参与互
动人群超过 1500 万人次，多场直播获得了非常高
的点击率。举行的丝绸之路文旅产业合作暨签约
大会上达成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合作协议近万
份，充分体现了营销大会交流、交易的特色。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蕊）大坝锁
黄河，高峡出平湖，龙羊黄河大峡谷
是黄河上气势最为磅礴的峡谷群。
为加快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提升
我省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带建设水
平，4 月 14 日，来自省内外的专家齐
聚一堂，以龙羊峡生态风景区转型
升级为主题，为我省全域旅游发展
出谋划策。

本报讯（记者 王紫 摄影报道）4 月 14 《我的祖国》奏响时，观众的心激动澎湃，作
日 晚 上 ，在 青 海 大 剧 院 音 乐 厅 ，丝 路 和 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鸣 ——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奏响灵动轻盈
乐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的乐曲。江苏女子民族乐团的演职人员， 绍道，江苏女子民族乐团是国内首支演奏
在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王爱康的指挥下，激 中国传统民乐的职业女子民族乐团，以清
情演奏的民乐《出征》
《我的祖国》及名曲联 新唯美的演奏风格被业界誉为“民乐茉
奏等，给观众带来美好的艺术大餐，也为 莉”，曾多次受文化部、中国侨联、江苏省政
2019 青海文化旅游节添彩助兴。
府的委派，赴欧亚美非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
一曲激昂、振奋人心的名曲《出征》拉 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乐团曾三次走进国家
开了音乐会的帷幕。参与音乐会的为该团 大剧院，在中国音乐最高殿堂奏响“江苏韵
首席、青年二胡演奏家阎妍，青年二胡演奏 律”。该团在专业赛事方面硕果累累。此
家吴爱娟、歌唱家刘佳等。江南名曲《水乡 次乐团参加青海文化旅游节，精心准备了
情韵》让听众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经典 反映江南文化的音乐作品和我国的名曲联
名曲《二泉映月》依旧魅力不减。在舒缓美 奏，其中就有青海名曲《花儿与少年》。通
妙的乐曲伴奏下，女声合唱《半个月亮爬上 过演出，与青海的观众交流，开展江苏和青
来》给人难以忘怀的美感。当动人心弦的 海的文化交流。

龙羊峡生态风景区地处黄河大
峡谷区，拥有高山、峡谷盆地、草原、
河流、丹霞和沙漠等地形地貌，龙羊
峡大坝素有“万里黄河第一坝”的美
誉。为加快该地区运动休闲体育产
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我省以
龙羊峡生态旅游区为核心，整合功
能，建设了适合体育产业发展的配套
项目，逐步打造出产业延伸的运动休
闲旅游特色小镇。作为我省建设黄
河生态文化旅游带的关键点，龙羊峡
景区的转型升级，对进一步盘活文化
旅游资源，提升文化旅游品质，促进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共同打造黄河
生态文化旅游带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实地考察，各界专家对我省
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及地貌、风景感
到震撼，对下一步加强旅游开发合作
提出诸多合作意向。下一步，我省将
紧紧围绕建设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带，
推动景区转型升级，将合作开发建设
中征集的诸多意见建议，转化为龙羊
峡生态建设及黄河生态文化带转型
升级的具体举措，助推我省黄河生态
文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出发。

活动现场，来自玉树州的文旅部门介
绍了玉树自驾游的相关优惠政策。为促
进和推动玉树自驾游产业发展，打造中国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青海的湖、山、 量高原大地，
实现东西交流的梦想。今天， 七大深度自驾穿越之旅路线品牌，玉树州
草原、沙漠……又一次成为这条神奇道路 当我们再次踏上这条神奇的旅程时，别样 制定了自驾游优惠政策实施细则，吸引更
上的必经地。4 月 14 日，2019 青海文化旅 的丝路名城更让旅行的人们流连忘返。本 多自驾车游客来玉树旅游。青海作为丝
游节暨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系列活动 届营销大会特别安排 4 月 14 日为“丝路名 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将搭乘这条旅
之一“丝绸之路·名城之旅”主题日在青海 城主题日”，并举办启动仪式和推介活动， 游东风，开启别样的丝路名城之旅。青海
启动。
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外参会城市互动，增强 八市州也将敞开旅游大门，积极做好洽谈
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
“古丝绸之路 城市间合作交流，
树立线路共同延伸，
互为 对接工作，并组织全国各地旅行社来青海
青海道”从青海湖边经过。无数使者和商 旅游目的地的意识，
引导客源互访，
达成合 市州踩线采风，为青海的文旅产业发展添
旅从青海湖边经过，
他们用脚步、
用马车丈 作共赢，
成果共享的目的。
砖加瓦。

青海将踏上丝绸之路名城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