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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太行，劲松屹立。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自古就是

要与河道抢耕地、与老天抢粮食的地
方。这里有一位执拗的耄耋老者，年
复一年，仍坚持着自己劳作。春天播
种，下地秋收，冬天除雪，步履日渐蹒
跚，但她干起活来仍充满力量。除了
不时整理行装进京开会，几乎没什么
能把她和普通农妇一眼区别开。

她是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
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急先锋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
顺县山南底村。抗战时期，她就担任
过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的组长。一嫁
到西沟村，她就积极参加劳动。
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
时，她成了副社长。这对奉行“好男

人走到县，好女子不出院”古训的山
里人来说，已让人刮目相看。但在她
心里，有一个坎始终过不去：为啥妇
女的劳动报酬要少一半？

为了让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申
纪兰走家串户，向妇女宣传“劳动才
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努力做男
社员的思想工作，积极争取男女同工
同酬。

经申纪兰申请，社里专门给女社
员划出一块地，和男社员进行劳动竞
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休息就
休息；被发动起来的妇女为了争取自
己的权益，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
后，女社员赢得了竞赛。

这场劳动竞赛在西沟村产生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男社员都开始
支持男女同工同酬。到1952年，西
沟村已经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
应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 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
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
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一切为了人民

1983年，西沟村全面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中也出现了许
多新问题。1984年，申纪兰从村民
的根本利益出发，大胆进行改革。

她主张：成林和有林山坡地仍归
集体管理；耕地仍然包产到户、自主
经营，但实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
调，添人增地、减人减地，确保土地不
撂荒。最终，改革宜统则统、宜分则
分，统分适度，实现优势互补。

1985年，结合申纪兰外出考察的
经验，利用当地的硅矿资源优势，西沟
村建立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厂，
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此后，西沟
村又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

村办企业成了西沟村的经济支柱。
但为了响应党中央保护环境的

号召，不把污染留给子孙后代，2012
年，申纪兰和西沟村民决定，拆除了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
铁合金厂，重新寻找发展定位。

作为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
大代表，申纪兰通过建议和议案将老
区脱贫振兴带入了快车道。中西部
开发、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
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等促进了经济
发展；平顺县提水工程、平顺县二级
公路建设、平顺县集中供热、集中供
气工程等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
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申纪兰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本色不改 初心不渝

她的“学历”是扫盲班毕业，她一

辈子坚持自己只是个农民。1973年
至 198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
间，她坚决不领厅级领导干部的工
资，不转干部身份。女儿去省城太原
看她，辛苦坐了一路卡车，她也只在
单位院外匆匆见了一面，就让孩子回
去了。

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
奖’”“改革先锋”等称号。但她只把荣
誉看作一种鞭策。她“勿忘人民、勿
忘劳动”的话语，成了自己对人生的
一种诠释。申纪兰说：“我的话，就是
一个农民对党的恩情由衷的感激。”

永远跟党走是申纪兰不变的初
心。“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要立党为公，两袖清风，一身正
气。”申纪兰说，“按照党的要求干，就
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

（据新华社太原9月18日电 记
者许雄）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国家最高荣誉。颁授为什
么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此次评选经过了哪些程序？将授予哪
些种类名称？记者带你一一解码。

颁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决定 由国家主席授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之际，党中央决定开展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
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这次授
予工作的法律程序安排是，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案，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家主
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并签署国家
主席令。

对于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施行后（即2016年1月1日之后）去世
的，可以追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候选人评选坚持最高
标准和功绩导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沈春耀介绍了决定草案起草的
工作过程和此次颁授活动把握的基
本原则。

2019年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提名评选工作的通知》，对做好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提名评选工
作作出整体安排。

提名评审工作正式启动后，各地区
各部门报送提名人选后，由相关单位承
担归口评审任务。8月上中旬，党和国
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
头对“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人
选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8月23
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
会全体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8月27日至9
月2日，进行全国公示，建议人选得到
全社会广泛和高度认可，经得起人民
考验、时间考验。

将颁授共和国勋章、友
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授予“共和
国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的人选。“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

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
“友谊勋章”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
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国
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
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
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
高声誉的杰出人士。

沈春耀表示，此次评选提出了
“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
术家”“人民英雄”“人民楷模”“民族团
结杰出贡献者”“‘一国两制’杰出贡献
者”“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文物保护
杰出贡献者”等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
第一次集中颁授 具有创制性

我国宪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作出基本规定，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法对这一重要制度作出
具体规定，为开展颁授活动提供了法
治保障。

“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活动，将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
来的第一次，具有创制性。”沈春耀说。

沈春耀表示，开展颁授活动，隆重
表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的功勋模范人物，大力宣扬他们的丰
功伟绩，更重要的是通过树起标杆、立
起旗帜，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
聚力和感召力，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
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
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
陈菲 白阳）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朽功勋，镌刻国家发展史册；光
辉榜样，照亮民族复兴征程。

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出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
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
予于敏等8人“共和国勋章”，授予劳
尔·卡斯特罗·鲁斯等 6 人“友谊勋
章”，授予于漪等 28 人国家荣誉称
号。作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体
现，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庆祝
活动的重要内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的评选颁授，必将进一步激发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之情、

强国之志，进一步凝聚国际友人参与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和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对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工作进行系统性设计、作
出全方位部署。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立大德于社会”，到建立中
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扬大义于国
家”，再到褒扬功勋模范人物“布大信于
天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形
成了精神引领、制度保障、有效实施的
完整系统。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
中评选颁授，体现了开创性、突破性、示
范性，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
和感召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英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热情投身革命、建设、改
革事业，为伟大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
奋斗，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杰出人
物，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
的奋斗赞歌。行程万里，礼赞英雄从
来都是最动人的乐章。或是赤胆忠心
献身国防事业，或是全心全意服务民
生福祉，或是鞠躬尽瘁推动科技创新
……获得“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的功勋模范人物，是新中国英模群
体的典型代表，是人民的光荣、国家的
财富。铭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尊崇他
们的英雄风范，彰显了关心英雄、珍爱
英雄、尊崇英雄的国家态度。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
最高荣誉，是无上的荣光，也是激发亿
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力量。功勋模
范人物不仅是国家栋梁、民族先锋、社
会楷模、行业翘楚，也是我们身边可爱
可敬、可亲可感的榜样典型。以身许国
的崇高风范、奉献牺牲的高尚情怀、默
默无闻的奋斗品质、矢志创新的敬业态
度、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功勋模范
人物身上，生动地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颁授活动，扬起信念风帆、树立模范
标杆，有利于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见贤思
齐、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不
断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
业需要榜样引领。新时代新征程，功
勋模范人物的英名伟绩，是激励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火炬，是引
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建功立业
的榜样力量。以功勋模范人物为榜
样，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蔚然成风，
让新气象新作为不断展现，我们就一
定能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磅礴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
必将因亿万追梦人英雄般的奋斗而更
加精彩。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向功勋模范人物致敬！

谁来授予？如何评审？种类几何？
——我国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热点解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始提出，中
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
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
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
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但
由于种种因素制约，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
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公开指
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
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
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
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1960年5
月24日，周恩来将谈话精神概括为“一纲四目”，
并通过张治中1963年1月4日致陈诚的信转达
给台湾方面。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
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指明了方
向，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确立奠定了政
治基础。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申纪兰：“勿忘人民、勿忘劳动”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
大豆高粱……”一曲哀婉的《松花江上》，勾起了多
少沉重的过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九一八事
变”爆发88周年。当“九一八”的警钟再次响起，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抗日歌曲又一次唱响，战斗在
白山黑水间的抗联将士无所畏惧，战斗不息的精
神，依旧激励着中华民族砥砺前行。

民族危亡时刻也是人民奋起之时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
我的家乡……”歌曲《松花江上》唱出3000多万东
北同胞悲惨遭遇和悲愤之情，更是一个民族发自
心底的抗战呼号。

1931年9月18日。这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
上的一道伤疤。当晚，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
南满铁路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是从那时起，
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救国烽火迅速燃遍全国，中国
共产党第一时间发出抗战宣言，号召民众团结起来
反抗日本侵略者，并迅即派出一大批骨干进入东北
领导抗日武装。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红说，以
赵尚志、杨靖宇等为代表的抗联官兵是东北抗日
武装的中流砥柱。他们面对强敌无所畏惧，身临
绝境依然战斗不息的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

绝境中他们豪情依旧

“春日里游击地利为我用，路泞滑河水冰敌人
难行动……夏日里游击草木来相帮，树叶浓草深
长到处可隐藏。”《四季游击歌》，描写的是东北抗
联战士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抒发了抗联将士的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的必胜信念。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不少参观者真切地感
受到抗联战士遭遇的艰难险阻，并被先辈为理想
信念而献身的精神所感染。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2019年全国青
少年宫系统文化艺术节文艺汇演的1000多名青
少年在这里开展红色教育研学活动，同学们聆听赵
一曼、八女投江等英雄事迹，感受先烈们用生命谱
写的壮丽人生华章。

抗战精神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前进

伴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激昂的旋
律，电影《杨靖宇》17日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将
军殉国地举行了首映式。吟唱着这铿锵有力的军
歌，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抗联岁月。

9月18日当天，当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残历碑广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时，它所承载的
民族忧患史、奋进史激励着新时代的人们为中华
民族“强起来”接续奋斗。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尽，然而抗战精神将世代
相传。“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
为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家园，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吉林省委
党史研究室抗联研究处干部孙太志说，在长期的革
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民族
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不断激励一代代后人践行革
命先辈的精神，为国家强盛不懈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治国重勋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的模范人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功勋模范人物国家最高荣誉，彰显其政治声誉和崇高地位，向全社会发出了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信号。

新华社推出系列报道，重温英模们投身国家建设的丰功伟绩和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英模为党和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全社会形成学习典
型、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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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白山黑水的记忆
——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8周年之际

观影者向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将军纪念碑敬
献花圈（9月17日摄）。 新华社发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
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
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
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
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
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
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
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
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
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
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
究工作。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

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
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
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
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
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
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
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
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
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
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
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
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
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
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
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
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
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
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
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
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
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
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
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
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
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
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
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
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
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
任务。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
配。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
隐姓埋名的生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

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
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
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
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
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
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
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
了 1000 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 45
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
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
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
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
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
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
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
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 年 1 月 9 日，于敏荣获
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
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
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
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
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
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
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
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
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
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