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2019年 9月 30日 星期一
www.jfdaily.com

一版责编：陈煜骅 竺暨元 二版编辑：崔丰

习近平：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在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讲话

（2019年 9月 29日）

习近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
行仪式，将国家最高荣誉授予为国家建设和发
展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和为促进中外
交流合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
中央军委，向今天获得“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的英雄模范、获得“友谊勋章”的国际友
人，表示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天受表彰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是千千万万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贡献
的杰出人士的代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华
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的事迹
和贡献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
雄辈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
表彰。 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
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
鲜明品格。

———忠诚，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对党和人民
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坚守一心为民的理
想信念，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用一生的努力谱写了感天
动地的英雄壮歌。

———执着，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在党和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几十年如

一日埋头苦干， 为国为民奉献的志向坚定不移，

对事业的坚守无怨无悔，为民族复兴拼搏奋斗的
赤子之心始终不改。

———朴实， 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舍小
家顾大家，具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
高精神，其中很多同志都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
动地事的典型，展现了一种伟大的无我境界。

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 伟大出自平
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
的奋斗精神， 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
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
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用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影响更多的人。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关心、关怀、关爱英雄模范，推动全社

会敬仰英雄、学习英雄，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力量。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受到表彰的还有长期给予我们支持和
帮助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衷心感
谢他们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愿同世
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
我们这个星球越来越美好。

同志们、朋友们！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
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新时代必将是
大有可为的时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
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
时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歌！

谢谢大家！

作为基础教育领域唯一获奖者，“人民教育家”于漪谈“教育之魂”：

教育不能只谈“育分”不谈“育人”
■本报记者 徐瑞哲 通讯员 吴晗怡

昨天，于漪作为基础教育领域唯一的获奖
者，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对于这位年届九旬的人民教师，于漪所获
的头衔和荣誉许许多多，而她最喜欢一个最简
单的称呼：“老师”。 作为上海首批语文特级教
师， 仅于漪所在的杨浦高级中学语文教研组，

就先后走出了 6名特级教师，形成了全国罕见
的特级教师团队。耄耋之年，她还连续担任了
三届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基地主持人，手把手
带教了百余名青年教师，帮助他们将学科育德
理念在语文学科中落地扎根。

在于漪老师眼中， 究竟什么才是教育？赴
京接受国家荣誉称号之际，于漪与前来送行并
致敬的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
等教育工作者交流，其间她谈论最多的就是教
育之魂。

于漪一直认为， 语言文字不仅仅是技术
工具，它更是为我们的“根”和“魂”服务的，是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所有的学科中，语文
是最指向人的，涉及到思维、情感、性格、价值

等，一定体现了人的思想、情感、性格，体现了
人的价值、气质、人格。语言文字是人独有的，

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之
根。

学科本身是有德有育，具备内在的育人
价值。教师要做的，就是把学科本身的德育
特点激发出来，把它与知识传授能力的培养
相结合，全方位育人，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实
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加强教师的育
德能力。

基础教育不是简单的教学生识字算数，而
是为民族素质铸魂筑基，是“铸魂”工程。我们
的教学、我们的育人，它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
题。我们的教课，是要带着理想情怀和责任担
当的。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传播思想、传播
真理，把理想情怀撒播到孩子心中，在孩子心
中点亮一盏明灯， 指明人生道路的前进方向。

这是我们教育质量最最根本的关键。

于漪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
命线。教育质量，不是学生考了多少分，出了多
少成绩。教育质量，是我们培养的人的质量。而
人的质量，必须按照我们教育方针，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必须有中国
心、 中国情，

以及世界眼
光，要学习建
设有我们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真本
领。育人是第
一位的，育什
么样的人是
教育的生命
线。但现在很
多人不重视，

甚至不认这一点。眼中只有“分”没有“人”，只谈
“育分”不谈“育人”。

而教育的质量， 说到底就是教师的质量。教
育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核心价值。于漪这么说：我
一辈子奉行的就是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人是第
一位的。做一名新中国的教师，应当德才兼备，一
辈子锤炼立德树人的大基本功。 把这件事做好
了，我们的孩子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80余年艺术生涯塑造众多脍炙人口形象，“人民艺术家”秦怡深信精神力量：

干文艺不“为谋生”而“为理想”
■本报记者 施晨露 见习记者 顾杰

“感谢党给我的这份荣誉， 我永远爱我的
祖国。”昨天上午，97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秦怡在病房中通过电视收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获颁
“人民艺术家” 国家荣誉称号的她手持一面小
小的五星红旗，不住喃喃道。

陪同秦怡家属在京参加仪式的上海电影
家协会主席、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说，老艺
术家对获得新中国前所未有的荣誉激动不已，

“那天我带着鲜花去报喜， 老人家在病床上轻
轻地说，国家给这么高的荣誉，很激动，感受很
多，很想流泪……”

1922年 1月出生于上海的秦怡是中国影
坛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获得几代人的尊重和爱
戴。她在 80余年艺术生涯中，塑造了众多栩栩
如生、脍炙人口的形象。她先后获得中国电影
表演艺术学会终身成就奖、“国家有突出贡献
电影艺术家”称号、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
十大女杰”称号等荣誉，享国务院特殊津贴。

16岁开始舞台生涯，25岁走上大银幕，秦

怡主演了《遥远的爱》《农家乐》《两家春》《摩雅
傣》《北国江南》《女篮 5号》《铁道游击队》《林
则徐》《青春之歌》《海外赤子》等 30多部影片。

秦怡总结自己的性格为“外柔内刚”。上世
纪 60年代中期，家里，儿子“小弟”突患精神分
裂症，她自己被查出肠癌，母亲去世，丈夫金焰
卧病在床；家外，社会环境动荡飘摇。 “外柔内
刚”的秦怡撑过去了。此后数十年如一日，秦怡
悉心照料“小弟”。带“小弟”外出拍戏时“小弟”

发病，看见秦怡进屋就狠命打。秦怡用双臂抱
着头和脸，弯着腰，让“小弟”打她的背。“妈妈
让你打，你打妈妈的手和臂，千万不要打妈妈
的脸，因为妈妈要工作，要拍戏，要接待外宾。”

后来，秦怡和“小弟”约定他不打人就不再送他
去医院。也许是母爱让奇迹发生，二十多年里，

“小弟”的病情稳定，没再发作。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秦怡先后捐出 21

万元，青海玉树地震后，她又捐出 3万元。据估
计，多年来，她向各方面捐款超过 60 万元，这
对屡遭家庭变故、长期照护儿子的秦怡来说并
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她始终低调。

作为“人民艺术家”，秦怡深信电影饱含的
精神力量。“活着，就要拍戏。活着，就不退缩。”

这是秦怡一贯
的人生信念。

93岁，她亲笔
写下剧本，上
海拔 3800 米
高原拍摄电影
《青海湖畔》。

别人担心，她
说，“没有那么
多可怕的，电
影工作者服务
人民， 就该吃
得起苦。”

筹备 《青
海湖畔》期间，秦怡常说的一个词是“价值”，“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一
个价值， 就是自己给予这个世界什么。” 在她心
中，干文艺不是“为谋生”，而是“为理想”，这种理
想需要内在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力量的源头就在
人民大众。

“留给我的时间也许不多了。每天还是有做
不完的事，我想，来不来得及做是客观的，去不去
做是我主观的。”秦怡的话，令人难忘。

于漪。 （资料照片）

秦怡。 （资料照片）

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壮丽凯歌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掌声如潮，见证人民
共和国褒奖英雄模范、尊崇英雄模范的重要时
刻。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之际，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颁授“共和国
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振奋
人心的场景、前所未有的规格、格外隆重的仪
式，是崇高的礼赞，是庄严的宣示，致敬英雄模
范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建立的卓越功勋，致敬为
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号召我们敬仰英雄、学习英雄，用实际行动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
出的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
革各个历史时期，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
批批英雄模范人物。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
英雄模范的表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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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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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进一
步激发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的壮志豪情，进一步凝聚起国际友
人参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火热激情。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
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受表彰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是千千万万为党和人民事业作
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
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
的事迹和贡献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今天
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
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忠
诚，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

坚守一心为民的理想信念，坚守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执着，就
是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
搏，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为国为民奉献的
志向坚定不移，对事业的坚守无怨无悔，为民

族复兴拼搏奋斗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改。 朴实，就
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 无私奉献，不
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具有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精神。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
辈出。我们的事业是靠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作为
生力军和骨干来推进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
旭华同志发言时说：“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
祖国，此生无怨无悔。”真挚的话语，见证爱国情
感藏于胸、人民利益举过顶的赤子情怀。英雄模
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
伟大。 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

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新时
代必将是大有可为的时代。敬仰英雄、学习英雄，

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就
是要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不懈
追求，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为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汇聚起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在呼唤英雄人物的产
生，也为他们准备好了最壮阔的舞台。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英雄
模范群体、英雄模范人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
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 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
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歌！

（载今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 9月 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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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黄玥 孙少龙

“英雄模范们用行动
再次证明， 伟大出自平
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
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
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
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
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
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
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
的成就。”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颁授仪式 29 日在京举
行。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
表重要讲话，在社会各界
引发热烈反响。

此生报国无怨无悔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今天受表彰的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是千千万万为党和
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杰
出人士的代表。他们身上
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
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将
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93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旭华是我国第一代核
潜艇总设计师。“此生属
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黄旭华铿锵的话语，道出
了英雄模范们的心声。

“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只是为党和国家、

为人民做了一件应做的事情。” 胸前佩戴着
习近平总书记颁授的共和国勋章，94岁的张富
清十分激动。“我要牢记党的恩情， 永远跟党
走，听党话。我要为党和人民做出我应该做的
事，奋斗一生。”张富清说。

友谊勋章获得者玛哈扎克里·诗琳通走遍
中国大江南北，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
泰友好， 为中泰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
出贡献。她说：“中国作为一座象征改革发展、社
会进步和现代化的光辉灯塔， 正以自信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之林。 我愿为促进我们国家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事业贡献力量。”

弘扬英模鲜明品格
“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

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
鲜明品格。”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作家，“人
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蒙见证着新
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时代必将是大
有可为的时代。我希望一直写下去，也希望有
更多的优秀作家出现，为国家、民族和历史创
造新时代的经典。”王蒙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获得“文物
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的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樊锦诗深有感触：“我只是一个平凡
的人，这个荣誉是对国家文物事业的支持和肯
定， 是对敦煌研究院多年来不断艰苦探索、奋
斗的肯定。”

做好每件平凡的事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

英雄辈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强
烈共鸣。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李保国
的爱人、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萍
说：“保国再次获得荣誉，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激
励，也是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
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
来中推进。

“英雄榜样们忠诚、执着、朴实的品格，激
励着我们一定要恪尽职守，把好动车组生产的
安全关。” 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动车组
制造中心调试车间首席操作师罗昭强说，下一
步，我们还要跟上榜样们的步伐，在创新上发
力，创造中国高铁事业新的辉煌。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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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邹伟 黄玥

9月 29 日， 北京，

旭日跃出天际。

温暖的阳光，洒落
在宽阔的长安街上。9

时许，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集体
乘坐礼宾车从住地出
发，在英姿飒爽的国宾
护卫队护卫下，汇成一
列车队，向人民大会堂
进发。

台阶上长长的红
毯，为他们铺就。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拾级而上，进入
人民大会堂东门。东门
过厅内，党和国家功勋
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领导同志在这里集体
迎接。

今天，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即将迎来 70 华
诞的喜庆日子里，在这
座曾见证新中国无数
胜利、团结、欢庆时刻
的国家殿堂里，党和人
民以至高礼遇，欢迎这
些功勋模范人物的到
来。

9时 58分，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一同步
入会场， 全场起立，热
烈鼓掌。他们与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以及各有
关方面代表约 1000人， 共同等候那庄严神圣
的一刻———

仪式号角奏响，2名护旗手高擎五星红旗，

3名礼兵手捧共和国勋章、 友谊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奖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授
勋现场。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

习近平站在授勋台正中，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奖章，并同他们亲
切握手、表示祝贺，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少先队员向这些功勋模范人物献上美丽的
鲜花，敬礼致意。

一枚枚勋章奖章， 铭记着不可磨灭的功
勋———

于敏、孙家栋、袁隆平……一个个名字，一
段段传奇，穿梭了岁月，响彻金色大厅，传遍神
州大地。

一枚枚友谊勋章， 见证着历久弥新的情
谊———

70年来，许多国际友好人士满腔热忱支持
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作出了
杰出贡献，也留下了许多互信互助、相知相亲
的佳话。

一枚枚勋章奖章， 饱含着国之赤子的情
怀———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发言席
前，93 岁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坦陈心
声， 代表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倾诉对祖国母亲最深沉的爱。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向获得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英雄
模范、获得友谊勋章的国际友人表示热烈的祝
贺、致以崇高的敬意。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
雄辈出。

习近平深刻指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
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
奖英雄模范， 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
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

这是习近平对很多功勋模范人物的高度
评价———“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习近平
说，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

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
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
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习近平勉励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用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影响更
多的人。 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
怀、关爱英雄模范，推动全社会敬仰英雄、学
习英雄。

受到表彰的还有长期给予中国支持和
帮助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习近平
衷心感谢他们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寄语
“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我们这个星球越来越
美好”。

“很感动，很激动……还要继续努力，继
续奋斗。”89岁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这
样形容习近平为他戴上勋章那一刻的心情。

一生农业报国， 他一直认为， 自己热爱的中
国，既是他永攀新高的动力，也是所有梦想的
终极目标。

“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荣誉，这属于我所
在的林业战线，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楷模”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眼中蓦然有泪光，

“治沙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如果能重来，我还
是要治沙，这是为了国家”。

会场之外，电视机前，全国众多观众全程
收看了颁授仪式直播。很多人热泪盈眶，振奋
不已，纷纷表示，国庆 70 周年之际，以最高规
格表彰共和国的功勋模范，是党和人民对他们
的热情礼赞和崇高敬礼。我们要把榜样和旗帜
的力量转化为新时代爱国奋斗的行动，站在 70

年筑就的历史新起点上，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
大，让五星红旗永远迎风飘扬！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