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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范好人，讴歌时代精神；传承

榜样力量，弘扬崇德向善。6 月 28 日，

2019年 6月“四川好人榜”、2019年第一

批新时代好少年发布仪式暨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德阳什邡市举

行。来自全省各地的道德模范、好人代表

和新时代好少年齐聚在“沐浴文明、精致

向善”的美丽什邡，接受这座城市和全省

群众最崇高的礼赞。

当天活动通过四川文明网、新华社

现场云、什邡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

道、什邡手机台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

上午 9点 30 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代表们身佩绶带，踏上“四川好人星光

大道”，经“崇德门”步入“四川好人榜”

发布仪式现场。观众们集体起立，为他们

送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崇高的敬意。

随着领导和嘉宾将金沙均匀注满好

人发布仪式牌匾，6 月“四川好人榜”正

式揭晓。他们是诚实守信的楷模、是敬业

奉献的标兵、是孝老爱亲的表率、是见义

勇为的榜样、是助人为乐的典范。他们中

有：照料脑梗塞婆婆多年，勤劳奔康的凉

山州宁南县披砂镇码口村村民方永秀；

寒冬勇跳“冰河”成功救起2名落水少年

的资阳市雁江区迎接镇青龙村村民胡华

清；面对 10 余万元彩票奖金不动心，苦

寻中奖得主的绵阳市北川县永昌镇中国

福利彩票投注站店主王勇；20余年尽心

竭力帮助200余名贫困孩子的遂宁市射

洪县巾帼志愿者联合会会长陈远芝；21

年扎根偏远山区，育人无数终不弃的教

师李其江……他们来自四川各地，却有

着不需言明的默契，他们用温暖善举，凝

聚起向善向美的力量，成为新时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夺目坐标。

现场，第二届全国见义勇为模范赵

刚，第六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王家元，第

五届全国诚实守信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赵

庆珍，孝老爱亲中国好人张巧，第五届四

川省助人为乐模范鲁鹏，与参会领导一

起为入选6月四川好人榜的好人们颁发

了道德传家宝。

孝老爱亲中国好人张巧将散发着墨

香的道德传家宝，郑重颁发给入选 6 月

四川好人榜的孝老爱亲好人。在她看来

这不只是一个物件，更是一种精神和力

量。在今年3月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上，

张巧从首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崔荫森手

中接过道德传家宝，崔老紧紧握着张巧

的手说：“真不错，以后继续努力。”而此

次作为颁奖嘉宾站上颁奖台，张巧表示：

“每一位好人的事迹都让我感动并反思，

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孝

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希望更

多的人能够感受身边的温暖，传承践行

美德。”

同样在今年第二次站上好人榜发布

仪式颁奖台的，还有第五届全国诚实守

信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成都市邛崃市委

目督办重点工作督查科科长赵庆珍。他

说：“很荣幸能够作为特邀嘉宾，为‘诚实

守信’四川好人代表颁发证书和道德传

家宝。相信我们身边会涌现出更多诚实

守信的典范！”

发布仪式现场还通过事迹展板、视

频短片、文艺节目、代表访谈等形式，从

多个角度展现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的感人故事、高尚精神。穿插在颁奖仪

式环节间的诗朗诵《百善孝为先》、音乐

情景剧《冲向泥石流》、原创歌舞《我在

什邡微笑》等文艺节目，更是让观众直

观了解了一段段或温暖，或磅礴的凡人

善举、小行大义。

“听完这些好人和道德模范的事迹，

我感觉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市民廖女

士在观看完整场发布仪式后感叹道：“我

们平时就应该多多看看正能量的故事，

发现身边的真善美。”

至此四川省2019年上半年共5场好

人榜发布仪式全部圆满举行。模范，是一

面旗帜，引领更多的好人携手前行；榜

样，似一盏明灯，照耀更多的善举延绵永

续。接下来，发布仪式还将走进汉源、阆

中、简阳、大英、米易、乐至，在全省各地

营造出学习好人、宣传好人、争当好人、

关爱好人的社会风尚。

活动现场举行了主题旗帜交接仪

式。2019 年 7月“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

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将

在雅安市汉源县举行。

当天，2019年四川省第一批“新时代

好少年”名单在现场正式发布，徐彬洋、

赖佳璘、樊恬伽等 15 位同学获“新时代

好少年”称号。此举旨在进一步引导广大

未成年人立志向、有梦想，传承孝敬、友

善、节俭、诚信等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

就读于什邡市朝阳小学三年级的蒲

同学在聆听孝老爱亲好人事迹时感动得

留下了眼泪，在了解了新时代好少年樊

恬伽刻苦训练、多次参加市级、省级、国

家级游泳比赛并在 2018 年四川省运动

会独揽 9金时，她深受触动。“他们都是

我的榜样，我今后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蒲钇璇说着，眼神里透着坚定。

“互帮互爱、与人为善，做助人为乐

好人；无惧无畏、扶危救难，做见义勇为

好人；坚守正道、一诺千金，做诚实守信

好人；忠于职守、精益求精，做敬业奉献

好人；事亲行孝、血脉情深，做孝老爱亲

好人。让我们，学习传承榜样力量，弘扬

文明风尚，共同向上向善，争做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新时代好

少年”赖佳璘带领全场观众向全社会发

出《践行核心价值观、向上向善、共圆中

国梦》的倡议。声声倡议深入人心，句句

号召振聋发聩。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

需要榜样引领。”以凡人善举弘扬天府文

化，用道德风尚塑造城市精神，四川将进

一步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

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

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

有力的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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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6 月 28 日电
（记者 林碧锋）中央文明办6月

28日在云南省曲靖市举办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

活动，并发布 6 月“中国好人

榜”。经网友推荐评议，共有102

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6 月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

边好人”活动平台共收到网民举

荐的好人好事线索118万多条。

评选出的身边好人包括医生、教

师、护士、警察、出租车司机、保

洁员、快递小哥、一线员工和农

村群众，其中多半是共产党员。

在上榜好人中，有坚持多年

为群众讲党课的老党员刘鹏，有

临终缴纳特殊党费助学的藏族

党员宽卓太，有带领群众苦干

10 年变问题村为文明村的“操

心支书”琚宪庆，有坚守大山观

测站十四载、零差错的“气象夫

妻”顾建兵、姚淑萍，还有创新

36项成果的电力“金牌工人”赵

伟……网友称赞：好党员守初心

担使命，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是

群 众 的 贴 心 人 、新 时 代 的 领

头人。

在活动现场，先后帮助 10

余名贫困学生圆上学梦的云南

省道德模范董永山、奋不顾身跳

入河中救人的曲靖市见义勇为

公民张石亮、一家三代人坚持为

红军守墓83年的全国道德模范

杜正云等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与观众和网民进行了互动交流。

情景表演《爱的心语》、歌舞《不

忘初心》等原创节目，用艺术手

法讲述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的感人故事，台下不时响起阵

阵掌声。活动最后，全场起立齐

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本次活动通过中国文明网

和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

视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及部

分商业平台同步直播。一位观

看网络直播的网友留言：“好人

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

但他们的平凡却散发着持久的

光和热。”

中央文明办依托中国文明

网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鼓励网友积

极发现身边好事、推举身边好人，每月按照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发布“中国好人

榜”，以生动的道德实践活动，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7大领域将进一步放宽外商

投资准入

◎南方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

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有高温天气

◎嘉陵江全江通航 千吨级船

队可从广元直达上海

◎我国生物医学成像领域大

科学工程项目在京启动

◎铁路警方进校入班开展暑

期轨道交通“安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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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印发《勋章、奖章、纪念章管理办法（试行）》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功

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勋章、奖章、纪念章管理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推动建立了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

制度体系。勋章、奖章、纪念章是功勋荣誉表彰的重要载体

和直接体现形式，规范勋章、奖章、纪念章的管理和使用是

健全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

该《办法》共15条，分别对勋章、奖章、纪念章的设计制

作、颁授佩戴、保管宣传、补发补办、监督管理等作出规定。

《办法》针对不同功勋荣誉表彰项目的类别和层级规定了各

类勋章、奖章、纪念章的通径尺寸和设计制作要求。针对不

同佩戴情况规定了相应的佩戴方式、佩戴位置、佩戴数量等

内容，并绘制了佩戴示意图。

《办法》的出台，构建了梯次鲜明、规范有序的勋章、奖

章、纪念章管理和使用规制，对于健全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制度体系，切实维护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荣誉

性、权威性、严肃性，更好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的激励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 6月 30 日电 中央组织

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

比上年净增103.0 万名，增幅为1.2%。党

的基层组织 461.0 万个，比上年增加 3.9

万个，增幅为0.8%。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不

断增强，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党员数量持续稳步增长。中国共产

党党员总量突破 9000 万名，比 1949 年

新中国成立时的 448.8 万名增长约 19

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平均每年约有

390 万人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着眼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把党员队

伍“入口关”，注重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加

强党员总量调控，党员数量增幅保持平

稳态势。

党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新鲜血液

不断充实。现有党员中，99.8%是新中国

成立后入党的，其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

三 中 全 会 后 入 党 的 7423.0 万 名 、占

81.9%，“80后、90后”党员已超过总数的

三分之一。文化程度明显提高。随着教育

事业全面快速发展和吸纳优秀人才入

党，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已达 4493.7 万

名，占 49.6%。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比

重不断提升。与新中国成立初相比，全国

女党员增加约 45 倍、达 2466.5 万名，占

比由11.9%提高到27.2%；少数民族党员

增加约32倍、达664.5万名，占比由2.5%

提高到7.3%，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一

定数量的党员，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党员

中少数民族比例达 35.6%。党的阶级基

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扩大。工人和农

民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35.3%，

数量是新中国成立时的12倍。党员队伍

中，经营管理人员980.0 万名、占10.8%，

专业技术人员 1400.7 万名、占 15.5%。

2018 年发展的 205.5 万名党员中，来自

生产、工作第一线的占52.6%。

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巩固。全国党

的基层组织数量从1949年的 19.5 万个，

增加到 2018 年的 461.0 万个，增长近 23

倍，全面覆盖各个领域。重点领域基层党

组织建设全面加强，机关、事业单位、农

村、社区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5%，公有

制企业覆盖率为 90.9%。新兴领域党的

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扎实推进，全国有

158.5 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建立

党组织，26.5 万个社会组织法人单位建

立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素质

不断提升。54.3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20.7%，45 岁及以下

的占 29.2%，致富带头人占 51.2%；10.1

万名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占 63.7%，45 岁及以下的占 45.9%。

基层基础保障力度加大。68.3%的村、

89.8%的社区党建活动场所面积达到

200平方米以上，90.7%的县、93.1%的社

区落实了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党员9059.4万名 基层党组织461.0万个

中国共产党队伍稳步壮大 结构持续优化
党员质量不断提高 党组织作用有效发挥

现场讲述好人故事

6月“四川好人榜”
2019年“第一批新时代好少年”发布

王露 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