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四平市区的28支社区老年
人艺术团体近400人前来参赛，每队
18人至25人，最小的55岁，最大的69
岁，他们队形整齐，服装艳丽，接受
检阅。

8时30分， 主持人宣读比赛规
则，组委会规定曲目为广场舞《站在
草原望北京》， 自选曲目均为歌颂
党、歌颂祖国的红歌曲目。大赛设专
业评委2�人、专业舞蹈教师4人爱心
医疗救护机构1家，负责临时应急处
置和意外损伤医疗。

四平市老年人协会晚晴艺术团
表演的开场舞蹈《祝福祖国》、模特
表演《和谐中国》、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 拉开整个赛会的帷幕。 大赛现
场，28支代表队施展技艺， 各显神
通，先后上演了舞蹈、广场舞、模特

走秀、革命歌曲、京东大鼓、腰鼓等
35个精彩节目，赏心悦目的激情表
演，引来无数市民驻足观看，纷纷用
手机拍照、录小视频。

比赛中， 许多老年市民和艺术
团体现场要求报名加入老年人协
会， 纷纷表示日后有活动与大家同
喜同乐。

欢歌阵阵， 唱不尽盛世中国和
谐曲；翩翩起舞，舞不尽祖国山河新
篇章！下午4时，大赛圆满结束，评委
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纪念
奖。

参赛的老年人艺术团体针对这
次比赛，非常重视，提前一个多月开
始精心准备，天天排练，尽管苦点累
点，大家都无怨无悔。即使在大赛现
场，许多老年人，既当演员，又当义

工，负责赛事事务。
参赛老年人纷纷表示，身处和平

时代，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生活无限
美好， 决心将全部预热奉献社会，给
全民带来快乐。

四平市老年人协会负责人郑玉
霜接受采访时说，当今社会，许多老
人晚年生活没有子女陪伴， 一年中
只能在春节时才能看到儿女们一家
团聚，他们曾经孤单、经受冷淡，他
们比仅仅需要物质上的满族， 更需
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 这就需要政
府、企业、社会民间组织对他们给予
精神上更多的关心和关爱， 让他们
身心健康生活丰富多彩， 真正体现
老有所乐，尽享晚年美好生活，更推
动全市老年人文化事业红红火火蓬
勃开展。 /记者高鸿报道摄

四平市举行“壮丽70年永做追梦人”舞动健康广场舞大赛

健康快乐老年人 歌舞赞颂新时代
9 月 16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活跃和丰富四平市老年人精

神文化生活,按照政府、社会、企业共同推进老年人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精神，引导更多的老年人
积极参与文化娱乐中来，展示老年人丰富的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由四平市老年人协会主办，爱心企业山东巧媳妇集团、四平市建鑫商贸有限公司承办的以“壮丽 70 年 永做
追梦人”为主题的首届巧媳妇杯舞动健康广场舞大赛在仁兴商业街和发金店门前盛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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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
决定草案， 拟决定向一批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
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授予国家勋
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最高荣
誉。 颁授为什么要经过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决定？ 此次评选经过
了哪些程序？ 将授予哪些种类名
称？ 记者带你一一解码。

颁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决定 由国家主席授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党中央决定开展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
授。

根据宪法规定， 全国人大常
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
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
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亦对此作出了规定， 并明确了具
体程序。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各方面
的建议，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授予国家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的
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沈春耀受委员长会议委
托作草案说明时表示， 按照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 这次授予工作的
法律程序安排是， 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案， 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
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并签署国家主席令。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还规定， 国家一般在国庆日或者
其他重大节日、纪念日，举行颁授
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仪式。
此外， 对于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法施行后（即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去世的，可以追授国家
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候选人评选坚持最高标准
和功绩导向

沈春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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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2019 年 1 月初，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
工作的通知》，对做好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的提名评选工作作
出整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各项
工作始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
展，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

提名评审工作正式启动后，
各地区各部门报送提名人选后，
由相关单位承担归口评审任务。
各归口评审单位认真制定工作方

案，采取工作小组评议、听取专家
及相关部门意见、 党组会（党委
会）会议研究等方式，对本领域初
步建议人选进行了严格评审，确
定了人选排序。

在充分参考归口评审单位
排序意见基础上， 经全面比选、
综合平衡，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
彰工作委员会决定正式开展考
察工作。 8 月上中旬，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牵头对“共和国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人选进行考察。根据考
察结果，8 月 23 日，党和国家功
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全体会
议研究通过了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8 月 27 日
至 9 月 2 日， 进行全国公示，建
议人选得到全社会广泛和高度
认可。

沈春耀说， 评选工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最高标准，坚持
功绩导向， 以实际贡献为最重要
衡量标准，坚持立场坚定、品德高
尚、群众公认的基本要求，反复比
选、好中选优，确保建议人选经得
起人民考验、时间考验。

将颁授共和国勋章、 友谊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授予
“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 国家
荣誉称号的人选。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法，“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
作出巨大贡献、 建立卓越功勋的
杰出人士；“友谊勋章” 授予在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
外交流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中作
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国家荣誉
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
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
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
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还规定， 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冠
以“人民”，也可以使用其他名称。
国家荣誉的具体名称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决定授予
时确定。

据悉， 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
“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
民艺术家”“人民英雄”“人民楷
模”“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一
国两制’ 杰出贡献者”“外交工作
杰出贡献者”“文物保护杰出贡献
者”等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沈春耀表示， 此次评选突出
时代精神， 充分考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鲜明主题，在社会主义
革命、 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均应有代表性人物入选； 优先考
虑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
人物， 注重人选蕴含的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坚持实事求是，适当
考虑各方面情况，合理确定人选。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第
一次集中颁授 具有创制性

我国宪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作出基本规定， 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对这一重要
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为开展颁授
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

“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活动， 将是现行宪
法公布施行以来的第一次， 具有
创制性， 是实施宪法关于国家勋
章荣誉制度的重要实践， 对于切
实彰显宪法精神， 增强全民宪法
意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沈春
耀说。

沈春耀表示，开展颁授活动，
隆重表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
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就是
通过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 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他们国
家最高荣誉， 彰显其政治声誉和
崇高地位， 向全社会发出关心英
雄、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信
号。

他还指出， 授予功勋模范人
物勋章荣誉， 大力宣扬他们的丰
功伟绩， 更重要的是通过树起标
杆、立起旗帜，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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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
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 新华社

初中时， 我喜欢吃必胜客的法
式蜗牛，但是由于价格昂贵，我并不
能及时行乐，于是在那个夏天，我欣
喜的买了两只小蜗牛。 第一次看见
近拳头大的活蜗牛时， 我不禁为它
们的美丽而赞叹， 它洁白的肉体晶
莹如玉， 螺旋式的壳， 那样厚重可
爱，那时我就想，他们或许就是自然
的天使吧！ 然而， 时间久了我才发
现，它俩就是活脱脱的智障！

他们会趴在缸子上一天，我怎么
拽也拽不下来。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
殊癖好：它们会在彼此的壳上，食物上
排便便，然后把菜叶与便便混淆。更令
人作呕的是，这一切都要我来收拾，看
着它们因吃了不同的东西而排出的
五彩缤纷的便便，我总能想到小罐茶
的广告词：好看吗，好看就是好X。

不到一个月，我便厌倦了与这两
只蜗牛为友，但他们还不足以达到让
我饱餐一顿的程度， 接着一次出行，
我将这两只蜗牛赠给了我表姐。游玩
归来，我惊诧地发现表姐给它们养死
了，在我的询问后，表姐给了我这样
一句回答，“蜗牛还需要喂食吗？ ”

看似一件可笑的事， 而今看来

却那样荒谬。 从只是想吃蜗牛的起
因，到对蜗牛的瞬间厌恶，再到赠出
蜗牛后的神清气爽， 再到表姐的漠
不关心， 我能看到的是我和部分人
类“爱”动物的本质。

人也是一种动物，我们与其它的
生命一样，都从最原始的同一个细胞
发育而来，拥有与狮虎一般侵略的野
心，拥有所有高等动物对低等动物同
样的蔑视，在强大的征服欲望与渴望
被奉承的虚荣心下，我们爱上了逆来
顺受，任自己摆布的宠物，玩物一般，
使它们活于人类的欢喜，最终却也死
在人们摆脱负担的欢喜里。

我们与其他生物生活在一片天
地下，却成为了“玩具制造厂厂长”
和“炼金师”，对它们的喜爱，或为乐
趣，或为利益，人类终逃脱不掉这两
张轮回的网，所以我想，对于我这
类三分钟热度，又不负责任的人类
而言 ，与其接触动物 ，不如远离
它们 ， 给彼此一方净土与尊重 。
你若不能细嗅蔷薇 ，就请克制好
自心心中的猛虎。

/白雪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高一七班

杰出贡献者可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

我国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热点解码

与动物接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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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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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