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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合肥12月19日电（记者 张紫赟 陈
诺）严宏昌、严金昌、关友江、严立华……40年
前“贴着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的18位庄稼
汉，如今只剩下10位，多数已年逾古稀。

40年前，在“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
干”的年代，严金昌曾因在房前屋后种几分地的
生姜大葱辣椒、 养了几口猪， 被连续批斗三四
天。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严重挫伤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到百
把斤粮食。

饿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吃饱饭，必须
干天下人之不敢干： 分户单干！ 为了不走漏风
声， 大家特地选了有前后两进房的严立华家。
1978年冬夜，18位庄稼汉托孤求生、立誓为盟，
签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

“大包干” 极大调动了小岗人的生产积极
性。次年，小岗便迎来丰收，粮食总产13.3万斤，
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

这如同一股强劲东风，瞬间冲垮“大呼隆”
“大锅饭”，点燃地火，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农村大

地。18枚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最终上
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中国农村改革
的大幕由此被拉开。

“大包干”后，小岗人吃饱肚子不再是问题，
可如何实现富裕？小岗人改革再出发。2008年，关
友江开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大包干菜馆”。不
久，小岗村又开始了另一项改革———土地流转。

如今，“大包干” 带头人已逐渐把田地流转
出去，和孩子们办农家乐、开超市，不再局限在
地里刨食。“作为小岗人，尤其是大包干带头人，
更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严金
昌说。

今天的小岗，已从当初一百多人的生产队
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名村，正在加速打造文化、旅
游、培训、现代农业四个特色品牌，乡村振兴实
施方案已然绘就。

“纪念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改革。”严
金昌说,�乡村振兴，小岗村不能落后。打造一个
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村民幸福的新
小岗，“这就是我的‘小岗梦’。”

� � � � 新华社长沙12月19日电（记者 周勉 袁汝婷）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常常说起自己的两个
梦———“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
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
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
百姓挨饿。”

1956年，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
几年时间， 袁隆平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
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
不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
的序幕。

1973年， 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
会上， 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
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
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
研协作组。

5年后， 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
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
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

经过9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
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96年， 农业部正式立项超级稻育种计
划。4年后，第一期每亩700公斤目标实现。随后
便是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
1000公斤的“三连跳”。

1979年4月，杂交水稻国际学术会议上，袁
隆平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
中国第一次将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经验传递
给世界。

袁隆平著于1985年的《杂交水稻简明教程》，
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后， 发行到40多个国家，
成为全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用书。

因为“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解除贫困展
示了广阔前景”，并“致力于将杂交水稻技术传
授并应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几十个国
家”，2004年，袁隆平获得了世界粮食奖。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我毕生
的追求和梦想。”袁隆平说。

� � � � 12月18日上午， 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会上隆重表
彰了100名改革先锋和10名中国改革友谊
奖章获得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引起了热烈反响。为此，记者就评选表彰有
关情况采访了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
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问：“改革先锋”称号和“中国改革友谊
奖章”名称有什么特殊含义？

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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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是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对
象勇立时代潮头、敢为人先，奋力推进改革开
放事业的标志特征，使用“改革先锋”名称主
题鲜明、寓意深刻、易于传颂。关于“中国改革
友谊奖章”，按照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及相关政策法规规定， 目前国家对外籍人士
表彰的名称有“友谊勋章”“中国政府友谊奖”
等，形成了功勋荣誉表彰体系的“友谊系列”。
为体现外籍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友好
态度、合作意识和所作贡献，表彰名称中含有
“友谊”字样更为鲜明。

在奖章设计上， 也充分体现了上述特
点。改革先锋奖章以“春华秋实”为设计主
题。 累累硕果象征改革开放40年的丰硕成
果，迎风飘扬的旗帜诠释获奖者砥砺奋进、
披荆斩棘、阔步前行的先锋精神，丰碑象征
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国
改革友谊奖章以“友谊之春”为设计主题。
牡丹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 以绽放于
春天的牡丹花寓意国际友人为改革开放以
来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问： 请介绍一下受表彰改革先锋的基
本情况。

答：这次表彰的100名改革先锋，为推
动改革开放作出了杰出贡献， 发挥了突出
的示范引领作用，是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
一是政治素质较高。 表彰人员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
开放基本国策。其中，担任过“两代表一委
员” 的人数近60%。 二是具有鲜明的导向
性。每名人选背后，都有一段中国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彰显了改革开放鲜明特征，具
有较强的时代性、先进性、示范性。三是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各省（区、市）、港澳台和
改革开放主要领域均有人选， 涵盖改革发
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个
方面。既有领导干部，又有基层一线人员；
既有理论工作者，也有实干奋斗者。四是结
构比较合理。 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人选数量
相对较多；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农
业农村、脱贫攻坚、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政
法战线、 纪检监察等领域人选数量较为合
理；性别、民族、职务层级、在世与已故、地
方与军队、 国内与国外等人选的比例比较
适当； 基层一线的实践奋斗者占有较大比
例。五是荣誉基础较好。受过省部级以上表
彰奖励的占近90%， 其中国家级表彰奖励
和军队功勋荣誉获得者占近60%。

特别要说明的是， 港澳同胞同内地人
民一样， 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
造者，发挥了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

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
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城
市管理的借鉴作用。 这次表彰的改革先锋
人选中有5名港澳同胞， 都是一直以来关
心、支持、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香港、澳门地区杰出代表，充分体现了香
港、 澳门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独特地
位、重大贡献和不可替代作用。

问： 这次表彰专门设置了中国改革友
谊奖章，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答： 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
进步的伟大进程，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怀、
拥抱世界。40年来，许多国际友人长期致力
于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深度参与中国改革
开放进程， 为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
了杰出贡献。 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
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这次表彰专门授
予10名外籍人士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既包
括开启与我国国际合作新纪元的政治家，
率先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企业家和专
家，也有一直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人文、
体育合作的国际组织知名人士， 还有致力
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他们
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支持者、贡献
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问：这次受表彰人员中，已故人员占了
一定比例，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答：这次表彰是党中央、国务院开展的
第一次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专项表彰，表
彰对象是40年来为推进改革开放作出杰出
贡献的标志性人物。 评选过程以改革开放
各个阶段为坐标，遴选出各个领域、各条战
线的杰出代表， 既有改革开放初期的开创
者， 又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践行
者， 生动展示了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波澜壮
阔、开拓创新的改革开放史。因时间跨度较
长，一部分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探索者已经
去世， 一部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身许党
许国。 这次表彰的改革先锋中已故人员占
27%， 真实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奋斗足迹，彰
显了改革精神的时代内涵， 是社会历史前
进的生动写照。 他们为我国改革开放所作
出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问： 请介绍一下受表彰人员是如何产
生的？

答： 党中央高度重视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杰出贡献表彰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明确
要求，为评选表彰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中央专门成立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
导小组）， 加强对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今
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荐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人选
的通知》，明确了人选的推荐范围、标准条
件、评审程序，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要
求。 评选严格遵循党和国家表彰奖励法律
法规，紧紧围绕选全选准选好表彰人选，把
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以推进改革开放的功
绩作为衡量标准， 坚持严字当头、 实字托
底，严格把关、宁缺毋滥，确保受表彰人员
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一是提出拟推荐人选。 各地区各部门
党委（党组）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表彰
人选推荐工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安排，成
立了本地区本部门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具体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严格按照
中央明确的政治素质过硬、 为推动改革开
放作出杰出贡献、遵守宪法法律、道德品质
高尚等四个方面的条件， 聚焦改革开放40
年来在全国具有标志性意义、 产生重大社
会影响、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个人，在广泛
听取意见、充分酝酿、集体研究的基础上，
共提出了拟推荐人选536名。

二是初审。 领导小组办公室请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等20多个相关部门，对本领域
人选进行归口评审和排序， 作为比选择优
的重要参考。梳理近6万名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级表彰奖励和军队功勋荣誉获得者、全
国重大宣传典型。 通过反复比选， 调整优
化，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了初审通过人选。

三是确定推荐人选。按照中央要求，各
推荐地区和部门认真对初审通过人选组织
开展考察、征求意见，召开党委常委会会议
或者党组会研究正式推荐人选并公示。领
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就人选征求了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的意见。

四是复审。 在认真审核各推荐地区和部
门报送的推荐材料基础上， 领导小组根据审
核情况、征求意见情况等，统筹考虑研究提出
了复审通过人选，于11月26日至30日对拟表
彰人选基本情况和简要事迹进行全国公示。

五是党中央决定。 根据全国公示情况
和有关地区部门反馈意见， 领导小组研究
提出了100名改革先锋和10名中国改革友
谊奖章表彰建议人选，报中央审批同意。

问：人选推荐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的
参与情况如何？

答： 这次评选表彰坚持党的领导与发
扬民主有机统一。 从各地区各部门推荐评
选情况看， 广大人民群众对推荐评选工作
表现出极大政治热情，参与积极性非常高。
提出拟推荐人选阶段， 各推荐地区和部门
采取多种措施组织发动， 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人选推荐工作。初审阶段，领导小组办公
室听取了各方面群众、老同志、专家学者的
意见。确定推荐人选阶段，各推荐地区和部
门深入人选所在地区或者单位， 采取座谈
了解、个别谈话、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并
在省（区、市）、系统、部门层面进行了公示，
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复审阶段，领导小组
办公室在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
网对拟表彰人选基本情况和简要事迹进行
了全国公示，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听取对拟
表彰人选的意见建议。

总的来看， 社会各界对这次评选表彰
高度关注，纷纷来信来电，对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自豪之情，
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期待， 对开展以改革
开放为主题的专项表彰给予高度赞扬，对
公示的拟表彰对象普遍表示认可。 大家认
为，受表彰对象事迹过硬，结构合理，涵盖
了主要行业领域，是各个方面的杰出代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

“改革先锋”是如何产生的

因改革“走红”的
18位庄稼汉

一颗稻谷的“中国贡献”
———袁隆平的追梦路

� � � �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袁隆平
超级稻第四期攻关示范片， 袁隆平在查看水稻
生长情况（2013年8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 � �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40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
拼搏， 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壮丽史诗， 中华大地发生了感
天动地的伟大变革。 人民是改革开
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 是推动改革
开放的力量源泉。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
贡献人员的决定，以党中央、国务院
名义表彰了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
出贡献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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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日起，新华社开设“改革先
锋风采”专栏，刊登受表彰人员的先
进事迹，用鲜活的事例讲好改革开放
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故事， 充分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
伟大成就，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 引导全社会致敬先
锋，见贤思齐，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汇
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磅礴伟力，坚定
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