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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學習英雄堅守奮鬥 新時代必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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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及新華社報道）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
頒授儀式 2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己亥年九月初二 初十寒露 氣溫 27-32℃ 濕度 50-85%
港字第 25395 今日出紙 3 疊 11 大張 港售 10 元

大會堂金色大廳隆重舉行。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獲勳章很激動 不會躺功勞簿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國家勳章
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頒授勳
章獎章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
平強調，崇尚英雄才會產生英

一切偉大成就都是接續奮鬥的結果，一切偉大事業都需要在繼往開來中推進。

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獲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創造不平凡的成就。

偉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偉大。

崇尚英雄才會產生英雄，爭做英雄才能英雄輩出。

習近平
重要講話金句

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90 後」袁隆平最惦記他的超級
稻，29 日下午就結束北京之行，已連夜
趕回湖南，「來拿獎之前，我下田跟我
的超級稻告一下別。明天，我第一個動
作，就要到田裡面去。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就想，我的超級稻怎麼樣啊，有沒有
病蟲害啊，是不是有乾旱啊，有沒有脫
水啊」，袁隆平瞇着眼睛說。這位備受
人們喜愛的老科學家，直爽又幽默。

雄，爭做英雄才能英雄輩出。
英雄模範們用行動再次證明，
偉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偉
大。只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
不懈的奮鬥精神，腳踏實地把
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

■習近平向「『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 ■習近平向「共和國勳章」獲得者屠呦呦頒授勳
號獲得者董建華頒授獎章。
新華社 章。
新華社

的人都可以獲得不平凡的人
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創
造不平凡的成就。

■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隆重舉行。習近平頒授勳章獎章並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強調，一切偉大成就都是接續奮鬥的結果，一
切偉大事業都需要在繼往開來中推進。新時代必將

是大有可為的時代。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範那樣
堅守、像英雄模範那樣奮鬥，共同譜寫新時代人民共和國
的壯麗凱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趙樂際、
韓正，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頒授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王滬寧主持。

習近平親頒授 42 人獲授勳
9 時許，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集體乘坐禮賓
車從住地出發，由國賓護衛隊護衛前往人民大會堂。人民
大會堂東門外，高擎紅旗的禮兵分列道路兩側，肩槍禮兵
在台階上莊嚴佇立，青少年熱情歡呼致意。國家勳章和國
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沿着紅毯拾級而上，進入人民大會堂東
門。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領導同志在這裡集
體迎接他們到來。
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氣氛熱烈莊重。巨幅紅色背景板
上，共和國勳章、友誼勳章、國家榮譽稱號獎章圖案熠熠
生輝。背景板前，18 面鮮艷奪目的五星紅旗分列兩側，18
名英姿挺拔的解放軍儀仗隊禮兵在授勳台兩側持槍佇立。
9 時 58 分，伴着歡快的樂曲，習近平同國家勳章和國家
榮譽稱號獲得者一同步入會場，全場起立，熱烈鼓掌。
10 時整，頒授儀式開始。解放軍軍樂團奏響《義勇軍進
行曲》，全場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王滬寧宣讀習近平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主席
令指出，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隆重表彰
為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功勳模範人物，弘揚
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的決定，授予于敏等 8 人共和國勳
章，授予勞爾．卡斯特羅．魯斯等 6 人友誼勳章，授予葉
培建等28人國家榮譽稱號。
2 名護旗手高擎五星紅旗，3 名禮兵手捧共和國勳章、友
誼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獎章，邁着雄健的步伐，行進到儀
式現場。
在雄壯激昂的《向祖國致敬》樂曲聲中，習近平為國家
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一一頒授勳章獎章，並同他們
親切握手、表示祝賀，全場響起一陣陣熱烈的掌聲。少先

隊員向這些功勳模範人物獻上美麗的鮮花，敬禮致意。

堅定信仰信念 實現民族復興
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首先代
表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今天獲得共
和國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英雄模範、獲得友誼勳章的國
際友人表示熱烈的祝賀、致以崇高的敬意。
習近平指出，今天受表彰的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
得者，是千千萬萬為黨和人民事業作出貢獻的傑出人士的
代表。他們身上生動體現了中華民族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他們的事跡和貢獻將永遠寫在共和國史冊上。
習近平強調，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對英雄模範的表
彰。今天我們以最高規格褒獎英雄模範，就是要弘揚他們
身上展現的忠誠、執着、樸實的鮮明品格。
英雄模範們都對黨和人民事業矢志不渝、
百折不撓，都在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衝
鋒陷陣、頑強拚搏，都在平凡的工作崗

中新社

位上忘我工作、無私奉獻，其中很多同志都是做隱姓埋名
人、幹驚天動地事的典型，展現了一種偉大的無我境界。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榮譽、再接再厲，用堅定的信
仰、信念、信心影響更多的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
關懷、關愛英雄模範，推動全社會敬仰英雄、學習英雄，
用實際行動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人類命運與共 合建美好星球
習近平指出，今天，受到表彰的還有長期給予我們支持
和幫助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我們衷心感謝他們對
中國發展作出的貢獻。中國人民願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我們這個星球越來越美好。
儀式上，共和國勳章獲得者黃旭華、友誼勳章獲得者瑪
哈扎克里．詩琳通代表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發
言。
頒授儀式後，習近平等領導同志同大家合影留念。

■習近平同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一同步入會場。

新華社

29 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向「共和國
勳章」獲得者袁隆平院士頒授勳章時，
與袁隆平愉快交流。人們都在猜測，總
書記與袁隆平到底在說什麼高興的事？
袁隆平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揭曉了
答案：「總書記問我，最近有什麼進
展？我說正在向畝產1,200公斤衝刺。」
「我得過很多的獎，國際國內的，這
是給我最高的榮譽，是最隆重、最莊嚴
的獎勵，而且這個獎章好重好重。」袁
隆平說，獲得「共和國功勳」感到很激
動，對自己是個鞭策，不能躺在功勞簿
上睡大覺，應該繼續攀高峰。

雜交稻衝產量 海水稻進展佳

袁隆平說，現在他主要有兩個任務。
一個是雜交稻，要高產更高產超高產。
中國正在向每畝 1,200 公斤也就是每公頃
18 噸衝刺。袁隆平心心念念的超級稻寶
貝，或將在今年 10 月中旬完成這個衝刺
任務。目前的長勢非常好，若沒有特大
自然災害，90%以上的可能性能實現。
海水稻，也就是耐鹽鹼水稻，是袁隆
平另一大重要研究方向。他表示，全國
有十幾億畝鹽鹼地是不毛之地，其中有
將近兩億畝可以種水稻。按照每畝最低
產量300公斤計算，十年之內發展到一億
畝，也就是可以產300億公斤糧食，這相
當於湖南省全年糧食總產量。可以多養
活 1 億人口。袁隆平團隊的海水稻第一批
畝產就到達620公斤。這令袁隆平對完成
海水稻的任務充滿信心。
「90後」還給自己定下了目標：要在自
己100歲之前，完成每公頃20噸的目標，
這將是理論上的最高產量。「我現在腦瓜
子還沒糊塗，挺管用」，袁隆平對自己完
成這個目標充滿信心。目前，雜交稻已走
出國門，覆蓋全球。袁隆平希望，全球能
夠有一半的土地種植雜交稻，這樣以來，
增產的糧食就能多養活5億人口。

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名單

90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馬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 後」袁隆平：明天首先下田看苗

中國最高規格表彰英模 弘揚忠誠執着樸實品格

共和國勳章
核物理學家、「氫彈之父」 于敏
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黨總支副書記 申紀蘭
「中國衛星之父」 孫家棟
原54251部隊副政治委員、戰鬥英雄 李延年
中國建設銀行湖北省來鳳支行原副行長、戰鬥英雄
張富清
「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719所名譽所長 黃旭華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
屠呦呦

友誼勳章
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勞爾．卡斯特羅．魯斯
泰王國扎克里王朝王室主要成員
瑪哈扎克里．詩琳通（女）
坦桑尼亞前總理、前外長，坦中友協會長
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
俄中友協第一副主席、著名漢學家
加林娜．維尼阿米諾夫娜．庫利科娃（女）
法國前總理、法國政府中國事務特別代表
讓-皮埃爾．拉法蘭
北京外國語大學加拿大已過百歲老專家
伊莎白．柯魯克（女）

國家榮譽稱號
人民科學家
「嫦娥之父」 葉培建
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吳文俊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學家兼總工程師
南仁東（滿族）
小兒麻痹症「糖丸之父」 顧方舟
「中國核司令」 程開甲

人民教育家
基礎教育改革的優秀教師 于漪（女）
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衛興華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高銘暄

人民藝術家
著名作家 王蒙
著名表演藝術家 秦怡（女）
著名歌唱家 郭蘭英 （女）

人民英雄
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皮山縣
公安局原副局長 艾熱提．馬木提（維吾爾族）

國賓護衛隊護航 最高禮遇迎功勳
國賓護衛隊全程護送、禮兵托槍致
& 敬、國家領導人陪同入場——國家勳章
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還沒開始，國
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就已受到
了國家最高禮遇。

實施外交禮儀 禮兵托槍行禮

■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乘坐禮賓車，在國賓護衛隊的護衛下，前往人民大會堂。

新華社

昨日舉行的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是共
和國歷史上首次。29 日上午 9 時許，國家勳章和國家
榮譽稱號獲得者們乘坐數輛禮賓車，在國賓護衛隊的
一路護衛下，前往人民大會堂。而這種護衛方式，只
有當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華國事訪問、正式訪問
時，國賓護衛隊才會在抵京、離京及出席歡迎儀式的
行車途中，以摩托車編隊的形式，對主賓車輛實施外
交禮儀和安全警衛。央視直播畫面顯示，在禮賓車

內，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也受到高規格的
接待，有專人陪伴。
大會堂東門外，已早早鋪好了紅地毯，手持鮮花的
少年兒童和高擎紅旗的禮兵分列兩側。在國家勳章和
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們抵達時，青少年熱烈歡呼，禮
兵則托槍行注目禮，央視報道稱，「這些都是國家的
至高禮儀」。
大會堂東門大廳內，丁薛祥、王晨、楊潔篪等領導
人早早迎候，與每一位入場的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
稱號獲得者一一握手，熱情問候。
當日的授勳儀式也體現了高規格，舉辦場所設
在號稱人民大會堂「第一廳」的金色大廳，
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外國政要和各國
大使遞交國書的重要場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在馬里執行維和任務犧牲的原 65307 部隊 70 分隊
班長 申亮亮
「鋼鐵戰士」、91708部隊副部隊長 麥賢得
捨生命護戰友的92950部隊原飛行中隊長 張超

人民楷模
國家羽毛球隊原總教練 王文教
科學治沙探路人 王有德（回族）
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助理 王啟民
江蘇省灌雲縣開山島民兵哨所原所長 王繼才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恰縣吉根鄉護邊員
布茹瑪汗．毛勒朵 （女，柯爾克孜族）
動過 47 次手術仍堅持帶領鄉親建設家園的山東省
沂源縣西里鎮張家泉村原黨支部書記 朱彥夫
知名經濟林專家、山區治理專家 李保國
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牧民 都貴瑪（女，蒙古族）
雲南怒江州委原獨龍江幫扶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高德榮 （獨龍族）

民族團結傑出貢獻者
■習近平同「友誼勳
章」獲得者讓-皮埃
爾·拉 法 蘭 親 切 交
流。
新華社

頒授
「一國兩制」
傑出貢獻者稱號

習主席手攙董建華合影

「董建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
者，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為香港順利回歸與平穩過渡作出
重大貢獻。」29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
儀式上，當司儀念出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
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頒獎詞時，已屆 82

歲高齡的董建華穩步走上主席台。
已站在主席台中間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笑着迎候董建華走來，
兩人握手，微笑致意。習近平為董建華戴上國家
榮譽稱號獎章，並認真幫他整理獎章章鏈。隨
即，習近平伸出右手，主動攬住董建華左臂，兩
人笑着面對鏡頭，親切合影。其間，習近平數次

與董建華言語互動，其樂融融。頒授程序行將完
畢，兩人再次緊握雙手，習近平並用左手在董建
華的雙手上用力拍了拍，後用右手輕輕扶了扶董
建華的胳膊。董建華在習近平的微笑目送中轉身
離開，「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的獎章在其胸前
熠熠生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核潛艇元老黃旭華：核心技術要靠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共和
國勳章」獲得者、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
華院士，昨日下午來到中國工程院參加座談會。他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中國核潛艇事業變
化翻天覆地」，黃旭華表示，回頭看中國核潛艇工
程，關鍵核心技術是買不來、要不來、求不來的，
都要靠自己。科研事業的前途不可能一帆風順，往
往是障礙重重、風險多多。「自力更生，艱苦奮
鬥，大力協同，無私奉獻」的核潛艇精神，對當下
科研工作依然有着積極啟示。

「沉甸甸的勳章戴到我的脖子上，我非常榮幸
也非常激動。」黃旭華說，共和國勳章是國家給
予的最高榮譽，授予給為黨為國家為人民作出重
大貢獻，建立卓越功勳者的榮譽。「我想到我自
己，僅僅作為核潛艇事業的一個成員，在工作層
面上和大家一道完成任務。」
黃旭華回憶起新中國的核潛艇事業，從 1958 年
起一天也沒有離開過核潛艇這個項目。「我們沒
有專業人才，都是土包子，對核潛艇知識一無所
知。」黃旭華回憶說，科研人員當時不知道美國

核潛艇是什麼樣子，後來是通過從美國和香港帶
回的兩個華盛頓號導彈核潛艇的兒童玩具模型，
才明確知道美國的核潛艇總體跟收集資料上的基
本一致。
當時的中國核潛艇事業缺乏條件，更不要提現
在使用的高端計算設備。面對計算難題，黃旭華
他們用手算，算盤打起來、計算紙拉起來、磅秤
秤起來，製造出中國第一台核潛艇。1974 年，第
一條船下海的時候，總結核潛艇研製工作的經驗
教訓，就是十六個字的核潛艇精神。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前人大常
委會主任 熱地 （藏族）

「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
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

外交工作傑出貢獻者
中國原駐美國大使 李道豫

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樊錦詩
資料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