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新
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
范人物。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地
区各部门反复比选、集体研究的基础上，

经组织考察、统筹考虑，产生8名“共和国
勋章”建议人选，28名国家荣誉称号建议
人选。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
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有关人选情况予以公
示，公示时间从2019年8月27日起，至9
月2日止。如对建议人选有异议，请于公

示期间通过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党
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反映。

电话：（010）55604941
传真：（010）55604946
电子邮箱：gxrybz@163.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19号
邮政编码：100032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

2019年8月27日

关于“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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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

于漪，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
年2月生，江苏镇江人，上海市杨浦高
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
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
长。她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
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
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
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
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
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
称号。

卫兴华

卫兴华，男，汉族，中共党员，
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
员。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
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
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
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
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
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荣
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
奖。

王蒙

王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4
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中国作家协
会名誉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长，第八、
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作为与共
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其作品
《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具有代表
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
字在各国出版。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第九届茅盾文
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文教

王文教，男，汉族，中共党员，
1933年11月生，福建南安人，原国家
羽毛球队总教练，第五、六届全国政协
委员。1954年，他为振兴新中国羽毛
球事业，从印尼回到祖国，曾多次获得
全国羽毛球赛男子单打、双打冠军。
退役后先后执教福建羽毛球队、国家
羽毛球队，在他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
毛 球 队 获 得 了 1982、1986、1988、
1990年汤姆斯杯团体赛冠军，涌现出
56个世界单项冠军。荣获国际羽联

“终身成就奖”。

王有德

王有德，男，回族，中共党员，
1953年9月生，宁夏灵武人，宁夏灵武
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
委书记、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带领职工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营造
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
亩，有效阻止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
扩，呈现出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探
索形成“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
度、乔灌混交”的防沙治沙模式，实现
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斗目
标，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经
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先进工作者”“全国治沙英雄”“改革先

锋”等称号。

王启民

王启民，男，汉族，中共党员，
1937年9月生，浙江湖州人，大庆油田
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他发扬

“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敢于挑战
油田开发极限，研究并提出了“分阶段
多次布井开发调整”理论，其中表外储
层开发利用技术突破了国内外认为不
能开采的禁区。他主持的油田高含水
后期“稳油控水”项目研究，为大庆油
田实现27年5000万吨以上高产高效
持续开发作出重要贡献。荣获“全国
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
革先锋”等称号。

王继才

王继才，男，汉族，中共党员，
1960年4月生，2018年7月去世，江
苏灌云人，江苏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
长、燕尾镇开山岛村原党支部书记。
1986年开始，他和妻子奉命守卫开山
岛，32年如一日排除困难、坚守孤岛、
为国戍海，自己动手修缮营房、建设哨
所，坚持每天巡海岛、护航标、写日志，
坚决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
有力捍卫了国家利益，把人生最美好
的年华无私奉献给国防和海防事业。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爱国
拥军模范”等称号。

艾热提·马木提

艾热提·马木提，男，维吾尔族，中
共党员，1969年10月生，2016年9月
去世，新疆皮山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地区皮山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从
警27年始终战斗在基层一线，紧紧围
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充分
发挥反恐处突实战经验丰富的优势，
事事冲锋在前，带领公安干警成功侦
破一系列案件。2016年9月在搜捕公
安部A级逃犯时遇自杀式爆炸袭击，
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
牲。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诠释了一
名人民警察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
铮铮誓言。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称号。

布茹玛汗·毛勒朵

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
族，中共党员，1942年6月生，新疆乌
恰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吉根
乡护边员。她长期扎根于祖国边疆，
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年华奉
献给祖国的守边事业，在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的冬古拉玛边防线上50
多年如一日巡边护边，每天最少要走
20公里山路，在她守护的山口，创造
出无一例人畜越境事件的守边业绩。
她积极宣传爱国护边工作，在边境线
的许多石头上刻下“中国”两个字，这
些“中国石”成为当地护边守边、彰显
爱国情怀的象征。荣获“全国爱国拥
军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叶培建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

1945年 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
国科学院院士。他是嫦娥一号总设
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首席科学
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
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
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
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
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特等奖。

申亮亮

申亮亮，男，汉族，中共党员，
1987年8月生，2016年6月去世，河
南温县人，原 65307 部队 70分队班
长。他从军报国信念坚定，军事技能
训练刻苦，熟练掌握连属主战装备，精
通运输车、瞄杆钻车、挖掘装载机等装
备操作，成为“一专多能”型骨干，入选
集团军“百名专业技术能手”人才库。
2016年5月赴马里执行第四批维和任
务，在执行任务中遭遇恐怖袭击，果断
指挥战友向目标射击，在汽车炸弹爆
炸瞬间将战友推离，用自己的生命换
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被评为烈
士并追记一等功。

朱彦夫

朱彦夫，男，汉族，中共党员，
1933年7月生，山东沂源人，山东省沂
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书记。
1947年参军，经历战斗上百次，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10
次负伤，3次荣立战功。退伍后用自
己的抚恤金，建图书室、办夜校，帮助
农民提高文化素质。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脱贫致
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山
青水秀的富裕村。他身残志坚，用残
肢抱笔，历时7年创作两部自传体长
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荣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
范”“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麦贤得

麦贤得，男，汉族，中共党员，
1945 年 12 月生，广东饶平人，原
91708部队副部队长。1965年“八六”
海战中，他在弹片插在头部、脑浆外
露、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坚持战斗
3个小时，凭着惊人的战斗意志和过
硬的素质本领，在几台机器、几十条管
路、几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拇
指大的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
故障，确保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
全。他的英勇战斗事迹被媒体广泛报
道，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

“钢铁战士”。荣立一等功，荣获“八一
勋章”和“战斗英雄”“全国自强模范”
等称号。

李保国

李保国，男，汉族，中共党员，
1958年2月生，2016年4月去世，河
北武邑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他始
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
育人第一线，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培育

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带动
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参与
开发的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
论，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
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荣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改革先锋”
等称号。

李道豫

李道豫，男，汉族，中共党员，
1932年8月生，安徽合肥人，原中国驻
美国大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他
长期从事多边和双边外交领域工作，
深度参与我国在多个重大外交问题上
的决策和处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
间，稳妥处理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等
重大复杂敏感问题，提升了我国国际
话语权。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积极宣
传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巧
做工作，善于斗争，妥善处置中美关
系，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吴文俊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
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
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第五、六、七、八届全
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
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
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
究影响深远。他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研
究领域，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
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
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
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

张超

张超，男，汉族，中共党员，1986
年8月生，2016年4月去世，湖南岳阳
人，92950部队原飞行中队长。2015
年3月，他加入舰载机部队，在很短的
时间内掌握了舰载战斗机操纵特点和
舰载飞行要领，飞行技战术水平得到
跨越式提升。2016年4月，执行任务
时突遇空中险情，他果断处置，尽最大
努力保住战机，被迫跳伞，不幸壮烈牺
牲，年仅29岁。被追授为“逐梦海天
的强军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
称号，被中央军委批准为全军挂像英
模。

南仁东

南仁东，男，满族，群众，1945年2
月生，2017年9月去世，吉林辽源人，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学家
兼总工程师。他潜心天文研究，坚持
自主创新，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主
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
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
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
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
关键作用。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秦怡

秦怡，女，汉族，中共党员，1922
年1月生，上海市人，上海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第三、
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坚持文艺
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主演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
歌》《女篮五号》等30多部影片，塑造
了多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等称号。

都贵玛

都贵玛，女，蒙古族，中共党员，
1942年4月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
更苏木牧民。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
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28名上海孤
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
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70
年代，都贵玛自学蒙医蒙药和妇产科
知识，先后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
生命。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热地

热地，男，藏族，中共党员，1938
年8月生，西藏比如人，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副委员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
大代表。他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
重要领导职务，先后配合6位自治区
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工作，积极维护
班子团结和主要领导同志威信，参与
西藏自治区稳定与发展各项重大决策
的研究和实施。向中央建议召开第
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西藏稳定
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观点和意
见。他几十年来为西藏发展、和谐稳
定、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
巨大努力，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
戴和尊重。

顾方舟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
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
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
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
科技攻关的先驱者。他研发的脊髓灰
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
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
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

“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
等称号。

高铭暄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
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
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
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
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
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
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
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
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
贡献。

高德荣

高德荣，男，独龙族，中共党员，

1954年3月生，云南贡山人，云南省怒
江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第十届全
国人大代表。他是少数民族脱贫攻坚
的带头人。在任期间，科学制定发展
战略，突出培育“水电、矿业、旅游、边
贸”为主的特色产业群，为当地经济社
会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退休后，继
续驻扎在独龙江河谷，跑工地、进农
家，千方百计打通了独龙江乡通往山
外的唯一公路，实现独龙族整族脱贫，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家中。荣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郭兰英

郭兰英，女，汉族，中共党员，
1930年12月生，山西平遥人，中国歌
剧舞剧院一级演员。她为中国民族歌
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
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新中国成立
后，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
黑结婚》中的小芹等众多光彩夺目的
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
《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
五月儿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
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董建华

董建华，男，汉族，1937年7月生，
浙江舟山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
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
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作出重要贡献。他带领特区政府
和香港各界人士，成功抵御了亚洲金
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非
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妥善处理
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维护
香港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
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
大的历史性贡献。

程开甲

程开甲，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
学社社员，1918年8月生，2018年11
月去世，江苏吴江人，原国防科工委科
技委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
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核
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先
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
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
验，为建立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
体系，锻造改革开放安全屏障，推进科
技强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八
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

樊锦诗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
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
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至十二届
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
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
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
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
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
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
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
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
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
先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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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敏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
年8月生，2019年1月去世，天津宁河
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
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
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
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
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
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
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申纪兰

申纪兰，女，汉族，中共党员，
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顺人，山西省
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
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积极维
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

“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改革开放
以来，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为发展
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
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

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改革先锋”等称号。

孙家栋

孙家栋，男，汉族，中共党员，
1929年4月生，辽宁复县人，原航空航
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
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十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国人造卫
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
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
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
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
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
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李延年

李延年，男，汉族，中共党员，
1928 年 11 月生，河北昌黎人，原
54251部队副政治委员。1945年参
加革命，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湘西剿
匪、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
战役战斗20多次，是为建立新中国、
保卫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战斗英
雄。离休后，他初心不改、斗志不减、
本色不变，积极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充
分展现了一名老革命军人、老战斗英
雄的光辉形象。荣立特等功1次，被
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荣

获解放奖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

张富清

张富清，男，汉族，中共党员，
1924年12月生，陕西洋县人，中国建
设银行湖北省来凤支行原副行长。他
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
浴血疆场、视死如归，多次荣立战功。
1955年，他转业后主动要求到湖北最
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
一生。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
工作，连儿女对他的赫赫战功都不知
情。荣立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三次、二
等功一次、“战斗英雄”称号两次。

袁隆平

袁隆平，男，汉族，无党派人士，

1930年9月生，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
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
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
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杂
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

“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
“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
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
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
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
等称号。

黄旭华

黄旭华，男，汉族，中共党员，

1926年3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
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
贡献。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
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
品深潜到极限。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
号。

屠呦呦

屠呦呦，女，汉族，中共党员，
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
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
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
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
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
重要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
先锋”等称号。

“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
（按姓氏笔划排序）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人就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评选颁授工作答记者问》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