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谊勋章”获得者名单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男，1931
年6月生，古巴籍，古巴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领袖，长
期担任古巴党和政府重要职务。对
华友好， 积极促成古巴在拉美地区
率先同新中国建交， 是中古关系的
重要奠基人、 中拉关系的积极倡导
者和推动者。 将对华关系确立为古
巴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 并坚定致
力于将古中友谊发扬光大， 在重大
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 高度认同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议， 强调中国是维护国际和
平稳定、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的关键
建设性力量， 支持中国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1955
年4月生， 泰国籍， 泰王国扎克里
王朝王室主要成员。深受泰国民众
爱戴。对华十分友好并怀有深厚感
情，中国文学、历史文化造诣深厚。
已访华48次，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广泛、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积极推
广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中泰友好，
为中泰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
的杰出贡献。 曾参加我国庆祝香
港、澳门回归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
活动，在涉及中方重大利益问题上
坚定支持中国。 心系中国人民，在
汶川、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
生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男，
1942年1月生，坦桑尼亚籍，坦桑尼亚
前总理、前外长，坦中友协会长。非洲
知名外交家，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
（非盟前身）秘书长。对华怀有深厚友
好感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
友，为巩固和促进中坦、中非友好合
作、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
杰出贡献，并与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结
下深厚情谊。 高度赞赏我国发展成
就，始终主张中非应不断加强友好交
流合作，支持中国在维护非洲和平与
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重要作用。曾多
次访华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有关活
动。

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
娃，女，1935年2月生，俄罗斯籍，俄中
友协第一副主席、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所高级研究员、著名汉学家。1957年参
与创建苏中友协，1960年进入苏联对
外友协工作。1989年当选为苏中友协
第一副主席并赴苏联（俄罗斯）驻华使
馆工作， 始终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
好关系，为推动中苏（俄）民间外交作
出杰出贡献。现年84岁，仍坚持工作在
中俄民间交往第一线。 其根据亲身经
历撰写的《俄罗斯和中国：民间外交》
一书， 用大量详实的图文资料真实记
录了两国人民7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
曾获“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和全国对
外友协“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让-皮埃尔·拉法兰， 男，1948年8月
生，法国籍，法国前总理、法国政府中国事
务特别代表。长期活跃在国际舞台，拥有重
要国际影响力， 长期致力于促进中法友好
和中法全方位合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中国享有较高声誉。 曾作为法国总理在

“非典”期间坚持如期访华，给予中国人民
极大政治和情感支持。 大力推动“一带一
路” 合作， 曾作为法国总统代表出席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积极为法
国、欧洲各界客观认识、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合作建言献策。发挥“中国通”优势，利
用各种场合和平台宣介中国， 增进中法友
谊，与夫人合著《中国的启示》一书并在我
国出版。积极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为
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奔走努力。

伊莎白·柯鲁克， 女，1915年12月
生，加拿大籍，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
教授。1980年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

“外国老专家”。生于中国成都，经历了抗
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时期。1947年，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
土改运动，与丈夫大卫·柯鲁克穿越重重
封锁来到边区，完成了《十里店———中国
一个村庄的革命》 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
著作。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留在
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
前身）任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半世
纪之久，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
故鼎新，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为
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 为中国教
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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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立特等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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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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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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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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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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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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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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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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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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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荩（下转11版）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加林娜·维尼阿米
诺夫娜·库利科娃 让-皮埃尔·拉法兰 伊莎白·柯鲁克

于漪
“人民教育家”

卫兴华
“人民教育家”

王蒙
“人民艺术家”

王文教
“人民楷模”

王有德
“人民楷模”

王启民
“人民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