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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家人的呵护和关爱

下，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海浪

自学汉字、学会用嘴唇打字、创业做

微商，脚踏实地地活出了属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 （B3版）

轮椅女孩海浪：
用嘴唇书写精彩人生

70年 ，中国人的阅读从“有没有”

升级到“好不好”，不仅阅读书目走在

百花齐放的路上，阅读场所从家庭、阅

览室换到兼具“颜值”和“内涵”的新型

阅读空间，书从纸质变为电子……阅

读，让生活更加多彩。 （A4版）

触摸国民70年阅读轨迹

本期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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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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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功勋模范人物致敬！

新华社北京9月
16 日电 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

中宣部新命名 39 个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命名工作

紧密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突出反映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此次

命名后，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总

数达到473个。

中宣部要求，要

进一步发挥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 年 和 开 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等重大

活动中的作用，强化

宣传教育功能，讲好

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

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充

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进一步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凝聚起砥

砺新征程、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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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改革思政课
教师评价机制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施雨
岑）记者 16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

日就实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创优行动”制定工作方案，提出改革思

政课教师评价机制，坚持以思政课教学

为核心的科研导向，强化对思政课教学

实绩和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基本要求，

进一步提高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坚决

克服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问题。

方案提出，要推动高校在专业技术

职务（职称）评审工作中单独设立马克

思主义理论类别，按教师比例核定思政

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各类岗位

占比；丰富科研成果认定形式，要将思

政课教师在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发表

的理论文章纳入学术成果范畴。

同时，要加大思政课教师激励力

度。把思政课教师纳入各类高层次人才

项目，推动将思政课教师作为学校干部

队伍的重要来源。还要实行不合格思政

课教师退出机制。

方案明确，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国高

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强化教学导向，

引导思政课教师潜心从教、热心从教。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
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

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体育产业在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强化体育产业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

力和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让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意见》提出了 10个方面政策举

措。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释放发

展潜能。深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

革，制定体育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参

赛指引，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改革，推

动公共资源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二

是完善产业政策，优化发展环境。落

实已有税费政策，完善体育无形资产

评估制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三是

促进体育消费，增强发展动力。优化

体育消费环境，出台鼓励消费政策，

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实施全民健

身行动，探索实行学生运动技能标准

达标评定制度。四是建设场地设施，

增加要素供给。优化体育产业供地，

鼓励利用既有设施改造及合理利用

公园绿地、市政用地等建设体育设

施，组织实施全民健身提升工程，挖

掘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潜力，建立

体育场馆安保等级评价制度。五是加

强平台支持，壮大市场主体。研究设

立由政府出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

中国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建设体育产

业发展平台，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发

展。六是改善产业结构，丰富产品供

给。提升体育服务业比重，支持体育

用品制造业创新发展，推动体育赛事

职业化，支持校际体育赛事发展，加

快发展冰雪产业，大力发展“互联网+

体育”。七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协调

发展。打造体育产业增长极，差异化

发展区域特色体育产业，推动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马拉松、自行

车等系列体育赛事。八是实施“体

育+”行动，促进融合发展。推动体医

融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指导，鼓励

体旅融合，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范工

程，加快体教融合，引进专业人员和

机构等为学校体育课外训练和竞赛

提供指导。九是强化示范引领，打造

发展载体。鼓励建设体育服务综合

体、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加强体育产

业基地建设与管理，探索体育产业创

新试验区建设。十是夯实产业基础，

提高服务水平。要加强体育产业人才

培养，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体系。

《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强化

责任落实，加强协同联动，各地区要

建立相关协调机制，强化政策衔接，

确保时效。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9 月 18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

路小学举行纪念“九一八”88 周年的主题教育

活动，通过签名、主题班会等活动告诫学生铭

记历史，勿忘国耻。 司伟 张先锋 摄

不朽功勋，镌刻国家发展史

册；光辉榜样，照亮民族复兴征程。

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出授予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的决定，国家主席习

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敏等 8 人

“共和国勋章”，授予劳尔·卡斯特

罗·鲁斯等 6 人“友谊勋章”，授予

于漪等 28 人国家荣誉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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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的评选颁授，必将进

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进一步凝

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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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智慧和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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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立大德于社会”，到

建立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扬大义于国家”，再到褒扬功勋模

范人物“布大信于天下”，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形成了精神引

领、制度保障、有效实施的完整系

统。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首

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集中评选颁授，体现了开创性、突

破性、示范性，对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英

雄。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全国各族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热情投身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伟大祖国

献身、为幸福生活奋斗，涌现出无

数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谱写了

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

斗赞歌。行程万里，礼赞英雄从来

都是最动人的乐章。或是赤胆忠

心献身国防事业，或是全心全意

服务民生福祉，或是鞠躬尽瘁推

动科技创新……获得“共和国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功勋模范

人物，是新中国英模群体的典型

代 表 ，是 人 民 的 光 荣 、国 家 的 财

富。铭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尊崇他

们的英雄风范，彰显了关心英雄、

珍爱英雄、尊崇英雄的国家态度。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

国家最高荣誉，是无上的荣光，也

是激发亿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

力量。功勋模范人物不仅是国家

栋梁、民族先锋、社会楷模、行业

翘楚，也是我们身边可爱可敬、可

亲可感的榜样典型。以身许国的

崇高风范、奉献牺牲的高尚情怀、

默默无闻的奋斗品质、矢志创新

的敬业态度、敢于斗争的革命精

神……功勋模范人物身上，生动

地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

授活动，扬起信念风帆、树立模范

标杆，有利于在全社会推动形成

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

良好氛围，不断培厚中华民族的

精神家园。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

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新时代新

征程，功勋模范人物的英名伟绩，

是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精神火炬，是引领全国各族人

民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榜样力

量。以功勋模范人物为榜样，让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蔚然成风，让

新气象新作为不断展现，我们就

一定能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磅礴力量；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也必将因亿万追梦人

英雄般的奋斗而更加精彩。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