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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 42 人国家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 （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
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 （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古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 （女，泰
国）、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坦桑尼亚）、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
娜·库利科娃 （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伊莎白·柯
鲁克 （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
号；授予王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
艾热提·马木提（维吾尔族）、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
称号；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

（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女，蒙古族）、高德荣（独龙
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
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樊锦诗（女）“文物
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隆重
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
范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根据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
决定，授予下列人士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一、授予于敏、申纪兰 （女）、孙家栋、李延
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 （女）“共
和国勋章”。

二、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古巴）、玛哈
扎克里·诗琳通 （女，泰国）、萨利姆·艾哈迈德·
萨利姆 （坦桑尼亚）、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
利科娃 （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

国）、伊莎白·柯鲁克 （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三、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 （满族）、

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漪 （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

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蒙、秦怡 （女）、郭兰英 （女）“人民

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艾热提·马木提 （维吾尔族）、申亮亮、

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文教、王有德 （回族）、王启民、王继

才、布茹玛汗·毛勒朵 （女，柯尔克孜族）、朱彦
夫、李保国、都贵玛 （女，蒙古族）、高德荣 （独

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热地 （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

家荣誉称号；
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

家荣誉称号；
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

誉称号；
授予樊锦诗 （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

家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年9月17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四号

70 年前，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
中国出现在了世界的东方。对于这个刚刚
诞生的共和国，有不少西方人士心存怀
疑，他们认为众多的人口是新中国不堪负
担的压力，甚至有人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不
了人民吃饭问题。

然而 70年过去，中华大地可谓“换了人
间”。经过长期积累和不懈奋斗，中国综合国
力、人民生活水平与日俱增，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惊人的历
史成就面前，一切质疑和否定早已烟消云散。

中国人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来之不易，
其中凝聚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浸透着中国
人的辛勤汗水，也蕴含着中国人的巨大牺
牲。新中国 70年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书写的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
诗，而贯穿始终的一条文脉就是伟大的奋斗

精神。中国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发展繁荣，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回溯华夏历史长河，奋斗精神是根植
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基因。“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积极进取
被认为是做人、成事的基本态度。中国人
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
事，要幸福就要奋斗。几千年来，中华民
族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建大好河山，垦
广袤良田，治大江大河，营造多姿多彩的
生活，推动中华文明绵延赓续，同时也在

这个过程中不断砥砺奋斗精神，使之深深
融入自己的血液和灵魂。

聚焦中国近现代史，奋斗精神是推动历
史不断发展前进的密钥。建立中国共产党、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也是中国人民砥
砺奋斗的三座历史丰碑。从一代代仁人志士
为救亡图存抛头颅、洒热血，到革命战争年
代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再到深化改革开放
时期啃硬骨头、涉深水区……不难发现，中
国人每一次从困难中站起来继续向前，每一
次创造、每一次超越的背后，都有奋斗精神

提供着强大的支撑。
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奋斗精神是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需动力。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当今中
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是奋进的时代，必须传承和弘扬伟
大奋斗精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新中国 70年里，那些展现奋

斗精神的身影历历在目：为堵井喷，“铁
人”王进喜纵身跃进泥浆；狂风肆虐，“公
仆”焦裕禄带头顶着风沙去查风口；武夷
山下，“樵夫”廖俊波身先士卒“背石上
山”……今天我们所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更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新时
代的奋斗者，是钻研技艺的“大国工匠”，
是奋战在扶贫一线的驻村干部，是风雪中
穿行的快递小哥，是千千万万的劳动者。
每一个为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的奋斗者，
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的接力者、传
承人，他们正在广袤的国土上续写着近 14
亿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辉煌中国·精神篇②

国庆特刊·健康篇 （第五版至第八版）

70 年，伟大的奋斗精神
■ 孙 懿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栗战书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北京9月17日电（记者王比学） 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7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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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号主席令予以公
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栗战书作了讲话。他
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根据宪
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专门加开一次会议，作出授予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首次
授予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强化国家意识，形成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劲合力的现实需要；是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时代精神的现实需要；是全面实施宪
法、落实国家勋章荣誉制度的重要举措。

又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17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的决定草案交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
议闭幕会表决。

又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7日上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
长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对评选情况及授予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建议人选进行了审议并提出关于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受委员长会
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对
草案作了说明，阐述了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的重大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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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本报圣彼得堡 9 月 17 日 电
（记者吴焰、张慧中、屈佩）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9 月 17 日下午
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
夫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
期会晤。

李克强表示，中俄互为最大邻
邦，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今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双方本着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
则，推动两国关系稳步前行，健康发
展。前不久，习近平主席成功访俄，两
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俄加
强战略协作，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
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

双方，也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
稳定释放出积极信号。

李克强和梅德韦杰夫听取了国
务院副总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
方主席孙春兰，国务院副总理、中俄
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中国东北地区
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
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胡春华，中俄投
资、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代表，以及
有关机制俄方负责人、俄第一副总理
西卢安诺夫，副总理科扎克、戈利科
娃、阿基莫夫等的工作汇报。

两国总理充分肯定双方各委员
会一年来务实高效的工作。李克强指
出，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
经济联盟更好衔接，保持双边贸易稳
步增长势头，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

平，努力实现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
标。共同执行好能源领域大项目合
作，扩大双向开放，探索炼油一体化
的合作模式。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发
挥互补优势，充分挖掘两国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
面的合作潜力，办好中俄科技创新
年。进一步拓展双方在金融、农业、地
方、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推动中俄
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

梅德韦杰夫表示，今年对俄中关
系而言是一个重要年份，中国即将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俄中也将迎
来建交 70 周年。俄中是重要友好邻
国，当前两国关系处于最好水平并进
入新时代。发展对华关系是俄方外交
优先方向，也符合俄自身发展的需
要。双方在国际舞台密切合作，主张
多边领域的国际规则应得到遵守，
反对单边制裁。在世界形势不稳定
性上升、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的背景
下，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战略沟通与
务实合作，在开展好能源等传统领
域合作的同时，扩大在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
扩大双方贸易规模，推动能源、农
业、工业、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
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努力实现
两国贸易额翻番的目标。俄方重视
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愿进一步推
动两国地方、高等院校、青年之间
的交流，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两国总理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
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会晤后，李克强与梅德韦杰夫签
署了《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联合公报》，并共同见证投资、经贸、
农业、核能、航天、科技、数字经济等
领域十余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李克强同梅德韦杰夫共同主持
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李克强同梅德韦杰夫共同主持
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理梅
德韦杰夫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新华社记者 丁 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