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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荣耀无限。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这是党和人民对一名共产党员的

最高褒奖。
29名“七一勋章”获得者，有4位已

是百岁高龄；还有3位已离世，其中最年
轻的一位永远留在了30岁的芳华。

他们以毕生奋斗，向党和人民报告：
这一生，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他们播撒下清澈的爱
高原深处的加勒万河谷，青山肃立。

牺牲在这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原分
队长陈红军，永远缺席了这次授勋仪式。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
位33岁的父亲，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未
出世的孩子。

英雄清澈的爱，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翻开72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

史册，“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的故事震
撼人心。

子弹迎面袭来，打烂了船帆，击中
她的右臂。14岁的安徽无为县渔家少
女紧咬牙关，一手掌舵、一手划桨，向长
江南岸冲去。

“不怕死吗？”
86岁的老人豪气未减：“我当时只

有一个念头，把解放军送过江，对岸的
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抗美援朝战争金城战役已经打了4
天4夜，敌军疯狂反扑38次，都被王占
山率队击退……

“排长！排长！”战士们两次把他从
炸弹坑中挖出来，醒转了他就继续指挥
战斗。

“死而复生”的，还有孤胆冲锋、歼
敌百人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柴云
振。组织最终找到他时，这个“失踪”的
英雄已回乡务农33年。

为什么对自己的功劳不提不念？
他只说了一句：

“我不是英雄，那些牺牲了的战友
才是真正的英雄！”

以身许国，他们无所畏惧。硝烟散
去，他们深藏功名。

许多年后，因为一件挂满军功章的
破旧军装“刷屏”了，辽宁省丹东市元宝
区金山镇山城村的村民才知道，带领他
们修沟渠、战贫困的老生产队长孙景坤，
竟是在辽沈、平津、解放海南岛、抗美援
朝等战役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从不向组织开口、伸手。20多处伤
疤、留在身上的弹片，是这位老兵自己
珍存的回忆。

为了民族独立解放，为了国家繁荣
富强，时代大潮翻涌向前，共产党人挺
立搏击。

蹲在排列整齐的纺织机前，灵巧的
双手在纱锭上翻飞——黑白照片记录
下第一代劳模黄宝妹的身影。

年仅22岁的她一人能照看800个
纱锭，而一般工人大概是600个。

旧社会，黄宝妹在日本人开的棉纱厂
当童工，动作稍慢，就会被工头毒打。新
中国百废待兴，“这双手终于属于自己
了”，她立誓“要为国家纺出更多的棉纱”！

车间常年燥热如酷暑，机器轰鸣声巨
大，女工们的手被勒出了血，下班后经常
吃不下饭、听不见声，可是黄宝妹带头坚
守、争分夺秒，她所在的上海第十七棉纺
织厂为国家贡献了大量优质棉布。

“我的战场永远在这里。”曾有机会当
干部，也曾有机会当专业演员，可黄宝妹
却主动要求回车间，42年冲在一线。

69岁的治沙英雄石光银依然守着
毛乌素沙漠：“活一天，就得栽一天树。”
1984年，陕西定边县海子梁乡南海子农
场场长石光银砸掉“铁饭碗”，承包治理
荒沙，成了众人眼里的“疯子”。

沙到哪里，石光银就睡在哪里。为
了战沙，他变卖家产、负债累累、痛失爱
子……数十年来，硬是带领乡亲们筑起
一条百余里长的“绿色长城”。

与贫瘠的命运抗争，为人民的幸福
而战，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使命。

唯一的水源，在三重山外。
“一两百号劳力，能凿通三座山？”

31年前，面对乡亲们的质疑，贵州省遵
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
党支部书记黄大发撂下狠话：“水过不
去，拿命来铺。”

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一条
9400米的“天外来渠”凿成了！

水引来了，路修通了，贫困的帽子
摘掉了！年逾八旬，他仍奋战在乡村振
兴的一线：“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
不干半辈子。”

而返乡担任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
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黄文秀，把刚刚
开始的一辈子，献给了她眷恋的土地。

遍访贫困户、推广种植砂糖橘、建立
电商服务站……驻村一周年的那天，她已
在崎岖的扶贫路上奔波了两万五千公里。

“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
怎么能阻拦我前行？”面对基层工作的
种种挑战，她冲锋在前。谁能想到，匆
匆的脚步因为一场山洪戛然而止。

“文秀只是1800多位牺牲在脱贫攻
坚战场的英雄中的一个。”姐姐黄爱娟
抚摸着这枚沉甸甸的勋章说，“在祖国
最需要的时刻，他们贡献了光和热。”

他们扎下了最深的根
“祖国，我回来了！”1956年6月，陆

元九终于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力，踏
上他魂牵梦萦的土地。

一颗在惯性导航技术领域冉冉上升
的“新星”，从此隐没在国际学术舞台。
若干年后，当“两弹一星”升腾在东方的
苍穹，陆元九的名字方为世人所知。

半个多世纪，陆元九在惯性导航和
自动化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基础性工
作，为我国卫星、火箭、导弹等领域的快
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已过百岁仍然
躬耕育人，“一代一代还要继续接力”！

心之所向，就是根之所系。
20世纪50年代末，从朝鲜战场归

来的塔吉克族战士吴天一，又一次响应
党的号召，奔赴雪域开展高原病研究。

帐篷扎在生命禁区，实验室建在世
界屋脊，白天他与牦牛为伴，夜晚独坐酥
油灯前。为了建设首个模拟高海拔环境
的实验氧舱，急速下降的气压打穿了他
的鼓膜；为了采集一手的数据资料，他多
次遭遇车祸，全身14处骨折……

“青藏高原是我生命的根。”87岁的
吴天一仍在跋涉，“我还要和时间竞走，
有生之年继续和高原病战斗到底！”

风雨兼程，他们与人民，如同种子
与泥土紧紧相依。

1974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
旗萨如拉图雅嘎查，当淳朴的牧民把自
家舍不得吃的面条端上来，19岁的下乡
知青廷·巴特尔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乡亲们不该这么苦！”巴特尔的父
亲廷懋是新中国开国少将，从父亲身
上，这个蒙古族青年继承了勇猛无畏，
还有责任担当。

他学打草、放羊、种树、开拖拉机，
与嘎查里的姑娘结了婚……这一待，就
是40多年。当年下乡的60多位知青，
只有他留了下来，带领牧民，把“沙窝
子”变成了“幸福窝”。

山高水长，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
印着他们的足迹。

1964年，24岁的山东小伙儿魏德
友来到狼嚎不断、风雪埋人的萨尔布拉
克草原。

家住路尽头，种地是站岗，放牧是
巡逻……天地苍茫，魏德友习惯了在脖
子上挂一个收音机。40多双破了洞的
鞋子，曾默默陪他走过20多万公里。

半个多世纪，战友们陆续离开，这
座“活界碑”还在。二女儿魏萍接过父
亲的羊鞭，“根在这里，心才安宁”。

33年前，同样接过父亲的拐杖，年轻
的藏族姑娘卓嘎扛起西藏隆子县玉麦乡

乡长的担子，行走在为国巡边的路上。
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日拉雪山上

往下望，这条边境线在牧场和原始森林
中若隐若现，走上一次要七天七夜。

走累了，卓嘎会仰望雪山，想起爸
爸捧着亲手缝制的那一面五星红旗，告
诉她“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南海之滨，琼海市潭门海港。老船
长王书茂最爱远眺一道道挂着五星红
旗的船桅从海平面“升起”，直到大大小
小的渔船归家靠岸。

潭门渔民世代守护和耕耘着这片海。
王书茂战过台风，护过岛礁，把全身被紫外
线灼伤的皲裂视作“成长的记忆”……

如今，发展休闲渔业、建设海上民
宿让渔民渐渐告别了昔日赶海的辛苦，
当选新一任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
的王书茂依然喜欢钻进颠簸的船舱。

“根在船上，船锚就是身后的祖国”。
有了更深沉的爱，才有更磅礴的力。
68岁的退休干部买买提江·吾买

尔，在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勤勤恳恳30
余年，把贫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
县温亚尔乡布力开村，变成全县排名第
一的“富裕村”。

给孤寡老人当女儿，给失足青年当
妈妈，给全体居民当“保姆”……福建福
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
记林丹凭着一颗热心和一双脚板，把一
个有着3500多户居民的老旧小区变成
了拥有170多项荣誉称号的模范家园。

放弃了当领导的机会，婉拒了“赚
大钱”的邀约，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
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把毕生积累的十
多万字技术笔记、数百项焊接工艺献给
国家，带出了数百名跻身世界制造舞台
的“钢铁裁缝”……

来北京领奖的这段时间，云南省丽
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张桂梅的手机响个不停，那是高考后
的学生们向“校长老妈”报喜。

13年来，她亲手创办的这所公办免
费女子高中，已累计走出2000多名大山
女孩。

曾经难愈丧夫之痛的张桂梅，在这片
大山里得到了淳朴无私的帮助，她要掘一
口教育的清泉，报答人民的滴水之恩。

每天清晨，她一边巡视，一边用喇叭
喊话，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到了假期，她
就背上面包、矿泉水，徒步去山里家访。

近12万公里的家访路，相当于绕地
球3圈。这个吞着药片、伤病难行的弱
女子，激励着孩子们“向前走”：“祖国哪
个地方需要，就上哪个地方去！”

他们追寻着大道的光
大案疑案，无一错案。1955年至

今，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植检
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了7000件，平均
每3天鉴定一件。

很少人知道，当年入行时刚刚21岁
的小伙子，曾对着一张张弹道轨迹的照
片，做过多少次试验、比对过多少种可能。

“很笨很笨，但必须这么做。”即使
现在早已蜚声海外，他依然会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独自思考到深夜。

“技术手段或有穷尽，公平正义没
有止境。”

人间正道是沧桑。他们守住了道，
就守住了心。

中国医生真的能在不使用麻醉药
品的情况下完成手术？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期间，代表团点名要求参观辛育龄的开
胸手术。在全程的摄影记录中，针灸师
用一根针在病人前臂外侧的穴位上扎
针捻动，辛育龄随后实施了右肺上叶切
除术。原本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只
用了72分钟，且病人全程清醒无痛苦。

“奇迹”竟是辛育龄在自己身上试出
来的！从亲身体验在针麻状态下切阑尾，
到用镊子夹皮肤测试止痛效果，他最终锁
定针灸麻醉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

那时，开胸手术耗时长、麻醉药品

用量大、副作用大，病人术后康复效果
不好。辛育龄的手术水平已冠绝全国，
很多同事劝他不要冒险。他却说：“如
果不能帮助病人，算什么‘名医’？”

至善至真，只为所求纯粹。
第一眼见到奄奄一息的白血病患

儿马天乐，宁夏吴忠市的退休职工王兰
花心碎了。这个自己还过得紧巴巴的
妇女见门就进、逢人便说，东奔西跑了1
年多，终于筹到13.12万元善款，救活了
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

如今，从只有7个人的“王兰花热心
小组”到超9.5万人的志愿者队伍，古稀
之年的王兰花领着一群“傻”大妈，走上
了“越来越宽广的爱心大道”。

曾在多个非洲国家工作，先后出任
中国驻津巴布韦、南非大使……每当有
人将刘贵今略显黝黑的肤色与数十年
从事对非工作的经历联系起来，这个外
交官都会呵呵一乐。

作为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
代表兼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他
在退休后依然多次飞赴一线，开展外交
斡旋，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捍卫和平
的理念传得更远。

至臻至美，只为初心所属。
《大雷雨》里的钟表匠，《茶馆》里的秦

二爷，《王昭君》里的呼韩邪大单于……被
称为中国话剧“活化石”的蓝天野，在学生
时代亲历北平的沦陷，毅然以中共地下党
人的身份走上了话剧舞台。

年逾九旬，蓝天野依然没有告别戏剧
舞台和讲台：“不要叫我化石，那就定格
了，我还要和党的文艺事业共同成长。”

1965年2月，因一曲《弹起我心爱的
土琵琶》红遍全国的青年作曲家吕其明接
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歌颂祖国的序曲。

他热血沸腾、夜不能寐，7天就写出
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红旗颂》。然而，
直到2019年，修改了半个多世纪，他才
又一次向党交出心目中的完美版本。

“与时代脉搏共振，被人民所喜爱，
这就是我的追求。”吕其明说。

无论时空变迁，一颗心依然滚烫。
一句“共产党人不会离退休”，周永

开拎起拐杖一头扎进四川万源花萼山，
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一干又是15年。

101岁的老红军郭瑞祥离休后生活
简朴，为解决老干部和遗属实际生活困
难发挥余热……

1935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瞿秋白背手挺胸、面带笑容，高唱
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从容走向刑场。
多年后，他的女儿瞿独伊凝望着这张照
片，情不自禁地用俄语再次唱起这首歌。

因为父母献身革命，她的幼年颠沛
流离。得知父亲牺牲的那一天，她哭晕
在异国他乡的学校。

在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
报毛主席的讲话，与爱人共同创建新华
社莫斯科分社……此后的人生，她就循
着7岁时父母领她走进中共六大会场时
的样子，笃定不悔、一往无前。

先烈的求索，后辈的追随，老去的
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

李宏塔在安徽省民政厅一干 18
年。当了厅长，他每天依旧蹬着自行
车，穿行在熙来攘往的街巷。

年复一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
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很久以后，沿
途的交警、摊贩才知道，这个总是和他们微
笑问好的李厅长，祖父竟然是李大钊！

不搞接送、不打招呼，多年来李宏
塔始终坚持“一头扎到最基层”。他从
百姓家的蒸锅里“闻”出救济米问题，在
应急帐篷里感知受灾群众的暑热，在全
国两会上为困难群众奔走“发声”，退休
后又投身慈善扶危济困……

在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看到祖
父李大钊在青年时代下地拉犁、同工人们
一起过年时的场景，已经72岁的李宏塔
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和人民在一起。”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吴
晶 任沁沁 屈婷 丁小溪）

向党和人民报告
——“七一勋章”获得者速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0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接续奋
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
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
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

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
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英勇牺牲的革命烈
士、一大批矢志进取的英雄人物、一大批

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为了隆重表彰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为党和人民事业一辈子孜孜以求、默默
奉献，贡献突出、品德高尚的功勋模范
党员，激励全党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干
净担当，党中央决定，授予马毛姐、王书
茂、王占山、王兰花、艾爱国、石光银、吕其
明、廷·巴特尔、刘贵今、孙景坤、买买提
江·吾买尔、李宏塔、吴天一、辛育龄、张桂

梅、陆元九、陈红军、林丹、卓嘎、周永开、
柴云振、郭瑞祥、黄大发、黄文秀、黄宝
妹、崔道植、蓝天野、魏德友、瞿独伊同志

“七一勋章”。
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

我们党各个时期、各条战线党员的杰出代
表。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矢志不渝
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切；他们践行宗
旨，为了人民根本利益和美好生活，呕心

沥血，拼搏奋战；他们勤勉务实，不论在什
么岗位，都忘我工作、奋发有为，成就非凡
功绩；他们不怕牺牲，保持革命者大无畏
的战斗精神，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
践行使命，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

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赓续
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不懈怠、一往无前，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2021年6月29日）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6月29日上午9时50分许，琼海市
潭门渔民王书茂的家里，十几双炽热的
目光，紧紧地盯着电视机。这是等待海
南“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出现的“亲
友团”，由王书茂家人、海上民兵连队员、
镇村干部组成。

2000多公里外的北京，王书茂即将
获颁“七一勋章”。

10时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开始。

“快看快看，他走出来了！”电视机前，
潭门村村民王振福激动地说。

“太让人激动了，这是潭门渔民的荣
光，是我们的骄傲！”村民王振才也随即
高兴地说。

围坐在电视机前的“亲友团”，你一
言我一语，眼神中满含激动的神情。

颁授仪式中，王书茂第二个上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为他戴上了“七一勋章”，并和
他握手。

“快看啊，茂叔很激动！”细心的王振

福发现，电视机里王书茂的双手，因为紧
张，竟有些颤抖。

王书茂的家里，“亲友团”成员纷纷
激动地鼓掌。王书茂妻子郑仕娟高兴地
擦着泪花，她深知，这一刻是王书茂在南
海的浪涛里无数次乘风破浪换来的。“王
书茂获得‘七一勋章’，我感到很自豪，这
不仅仅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和骄傲，也
是海南省和琼海市以及潭门海上民兵连
的荣誉，以后我会多多支持他的工作，做
他坚强的后盾。”她说。

王书惠是王书茂的弟弟，他是潭门
海上民兵连一排排长。看着电视中的哥
哥皮肤黝黑，他指着自己的皮肤说：“我
们的肤色一样，都是南海渔民的颜色，是
我们闯深海的印记！”

今年 58岁的王书惠从 10多岁就
跟从父亲和哥哥闯荡南海。哥哥获
授“七一勋章”，让他深受鼓舞，“哥哥
的这份荣誉，既是对哥哥身为共产党
员守护祖宗海的认可，也是对潭门海
上民兵连以及所有潭门渔民的鞭策
和勉励！”

（本报嘉积6月29日电）

王书茂“亲友团”在电视机前见证光荣时刻

家乡人的守候和自豪

■ 本报特派记者 况昌勋 陈蔚林

6月29日，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隆重举行。“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
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

“很激动，很感动……”“七一勋章”
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潭门海上
民兵连副连长王书茂，这样形容习近平
总书记为他戴上勋章那一刻的心情。

王书茂说，这不是给他一个人的荣
誉，是给所有守卫南海的渔民的荣誉，是
给所有海南党员、海南人民的荣誉。

“总书记先开了口：‘我
知道，你是老王’”

人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向王
书茂颁授勋章时，与他进行了简短而亲
切的交谈。

他们说了什么？
“走到总书记面前时，我正准备介绍

自己，总书记就先开了口：‘我知道，你是
老王。’”颁授仪式后，王书茂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专访时说，听到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地叫“老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紧
张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

“这是第六次与习总书记‘面对面’，
前几次分别是总书记来海南视察时，以及
我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荣誉称
号来京接受表彰的时候。”王书茂说。

王书茂第一次见习近平总书记是
2013年4月。当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琼海市潭门镇看望渔民群众，随后登上
一艘从南海捕鱼归来的渔船，询问渔民
出海捕鱼和收入情况，并看望慰问了由
潭门渔民组成的海上民兵连。

“习总书记鼓励我们‘造大船、闯深
海、抓大鱼’。我们一直朝着总书记指明
的方向努力着。”王书茂说，以前出海都
是木船、小船，现在有了大吨位渔船，还
有北斗星通讯导航系统指引方向。在耕
耘南海的同时，渔民还发展休闲渔业、建
起海洋民宿，吃上了“旅游饭”。

这次参加颁授仪式，王书茂向
习近平总书记简要汇报了这几年潭门
渔民生产生活发生的变化。

“这些伤痕是我的‘成长
印记’”

“总书记非常惦记潭门渔民，惦记海
南人民。他勉励我继续带领渔民群众耕
耘和守护祖国的南海。”王书茂说，“我向

总书记转达了海南人民对他的问候，邀
请他有机会一定要再来海南、再来潭门
看看，看看这里发生的变化。”

“为国护海的模范”，王书茂在上台
接受勋章时，主持人这样介绍他。“‘为国
护海’这四个字，也一直刻在我心中。”王
书茂说。

王书茂出生在海洋世家，祖祖辈辈都
生活在潭门镇，从小就跟随父辈闯荡南海。

“我们潭门人世代都在南海抓鱼，这
片海域就是我们的‘祖宗海’‘责任田’，
我们要守护好！”王书茂说。

1985年，潭门海上民兵连成立，王书
茂成为最早的成员之一，随后担任副连
长。此后，他一边在海上辛勤劳作，一边
积极组建“守卫祖国南大门”的民间力量。

在一次岛礁建设中，王书茂开着自
己的小渔船，不畏风雨一趟一趟地往返
于潭门和南沙之间，连续工作100多个
日夜，为建设前方运送建筑材料和给养
物品。由于高强度紫外线辐射，他的皮
肤被灼伤，家人和战友都劝他休养治疗，
可他依然坚持运送完最后一批物资。

长此以往，王书茂的脸上、身上都留
下了十分明显的皲裂。“这些伤痕是我的

‘成长印记’。”他总是这样调侃，但最后
一定会严肃地加上一句：“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就应该不怕辛苦、不怕牺牲。”

“这枚勋章分量很重，
是对我最大的鞭策”

“这枚勋章分量很重，既是对我最大
的鼓励，也是对我最大的鞭策。”王书茂
说，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岸上，我都要担
当起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今年65岁的王书茂，当选为潭门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新的岗位，有着新
的任务。”王书茂说，他将牢记习总书记的
嘱托，带领渔民转产转业，走上致富之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书茂一直牢记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多年来，他带领群
众造大船、闯深海、抓大鱼，主动关心帮助
家里困难的村民，毫无保留地传授航海捕
鱼经验技术，是远近闻名的“双带”典型。

如今，随着国家对渔业资源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加强，很多渔民需要转产转
业。王书茂开始探索以渔船入股的方
式，尝试一条发展休闲渔业、建立海洋民
宿的路子，努力让渔民没有赶海的辛苦，
生活也可以富足。

“只有让南海越来越美丽、乡亲们的
日子越过越好，才无愧于这枚勋章，无愧
于共产党员的身份。”王书茂说。

（本报北京6月29日电）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

“为国护海，刻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