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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把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起来，创新方式载体，推动进机
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连队、进宗教活动场所等。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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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
民族团结
生命线
□苏永生

内蒙古是全国最早成立的
民族自治区。70多年来，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里，内
蒙古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
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
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共同推进自治区经
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演绎了
血浓于水、历久弥新的民族团结
故事，书写了守望相助、团结奋
进的内蒙古篇章，一如既往地呵
护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
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
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
的是争取人心。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
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重在
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人心齐、泰山移。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内蒙古各
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紧密团结、共同奋斗，创造了不
平凡的光辉业绩。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我区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建设“两个屏障”“两
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更加需
要各民族紧密团结，守望相助、
团结奋斗，凝聚起“建设亮丽内
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强大
合力。

内蒙古在促进民族团结上
具有光荣传统，长期以来拥有

“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为
自治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边
疆安宁、生态文明、各族人民幸
福生活营造了团结和谐的良好
环境。在满怀豪情开启“十四
五”新征程的时刻，更加需要发
扬民族团结光荣传统，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抓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教育引导各族
人民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
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
思想，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同。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
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
家。“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
内蒙古 2500 万各族儿女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并肩
携手、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本报记者 苏永生

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多民
族聚居之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团结动人
故事，留下了许多广为传颂的民族团结历史佳
话。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内蒙古作为我国最
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在促进民族团结上具有光
荣传统，长期以来拥有“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
誉，要倍加珍惜、继续保持。要围绕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发展繁荣，牢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
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
开，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把工作做细做实，增强
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
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各族群众中不断加强民族团结
教育，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广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深深扎根各族群众心间。

加快经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各民族广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离不开自治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在2021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脱贫攻
坚成就振奋人心：2020年，自治区精准落实各项帮
扶措施，全年投入扶贫资金112.3亿元，实施扶贫项
目6751个，剩余1.6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从自治区所有贫困旗县全部摘帽到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自治区多措并举，不断加快经济发展，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让各族群众切实享受到了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进一步增强了获得感、幸福感。

——2020年，自治区积极争取安排了48个
少数民族聚居旗县市区中央预算内投资41.29亿
元，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扶持人口较少民
族发展、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社会服务兜底工
程、农业生产发展、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领域
399个项目建设。

——落实边境旗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
和自治区预算内资金11.1亿元，支持226个边境
地区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2020年，自治区本级预算安排民族机
动金 2亿元，主要用于扶持民族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等民族事业发展项目，优先支持社会公
益性项目。共下达各盟市旗县民族地区转移支
付19.06亿元，比上年增加14.06亿元。

随着天气转暖，兴安盟扎赉特旗阿拉达尔吐
苏木沙日格台嘎查广场也开始热闹起来，各族群
众经常聚在这里一起跳舞健身。

这个嘎查是一个蒙古族聚居嘎查。10年前，
嘎查房屋破旧、道路泥泞，村民人均年收入徘徊在
1800元左右，全嘎查392户村民80%的住房是土
房和危房，近70%的住户是不同程度的贫困户。
2014年到2019年，嘎查定点帮扶单位自治区民委
累计向沙日格台嘎查投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1979.2万元，帮助嘎查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富民产
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嘎查3个自然屯全部修通
了水泥路，彻底告别了土坯房，新修了广场、民俗
馆、党群活动中心。嘎查大力发展肉牛、肉羊养殖，
2018年摘掉了贫困嘎查的帽子，2019年75户贫困
户全部退出了贫困行列。现在，嘎查群众正在帮扶
工作队的带领下，想方设法积极发展生产，向着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挺进。

阿拉达尔吐苏木党委书记云峰说：“近年来，
沙日格台嘎查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集体经
济也有了积累，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嘎查
组建了马头琴、四胡、安代舞3支队伍，经常开展
文化活动。苏木也在嘎查积极开展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培育活动，表彰自主脱贫户，评
选最美农牧民，用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方式不断
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十三五”时期的5年来，自治区累计下达中央
和自治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30.4亿元，其中向57个
贫困旗县下达资金21.48亿元，极大地改善了民族
地区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累计下达中央支持
我区民贸民品企业贷款贴息资金6.43亿元，推进民
族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85个嘎查村被国家民

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完善政策法规，加强法治保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广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离不开政策和法
律的保障。

2019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出台了《关
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意见》，对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做出了安排部署。

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
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
例》，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
民族最高利益，并将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的丰富经验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就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促进中华
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社会协同、保障与
监督、法律责任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多年来，
全区上下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治区党
委、政府将民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党的
领导贯穿于民族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切实把
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确保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
前进。

自治区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
族工作法律法规，定期开展民族政策、法律法规
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
狭隘民族主义，依法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
益。开展民族法治宣传周活动，引导各族群众
自觉按法律办事，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

全区各级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
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和自治区实
施意见精神，全面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机
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连队、进
宗教活动场所、进网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搭建更多载体。兴安盟、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
市3个盟市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盟市。52个国家级、278个自治区级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创造了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

前不久，内蒙古师范大学被国家民委确定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此前，内蒙古大学入
选国家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
地。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被自治区民委确定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这些基地围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形
成的一批研究成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打下了坚实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实践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开展各族群众交流、培
养、融洽感情的工作，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
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进一步巩固了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
区环境。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全区各族群众风雨同舟、砥砺前
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民族团结工作的
物质基础更加雄厚，维护民族团结人人有责的
意识在全社会进一步增强，连接各民族的文化
情感纽带更加牢固。

增强文化认同，凝聚圆梦合力

这几天，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社区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社区老党员、老
教师、老模范组成“民族团结草根宣讲团”，结合自身
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社区居民和青少年学生宣
讲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党史知识。社区还开展结对
认亲活动，旗、镇包联领导和社区两委成员每名干部
与社区居民“一对一”结对认亲，建立日常联系、动态
跟踪等长效机制，切实帮助结对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

“急、难、愁、盼”问题。社区党委书记宫晓杰介绍：“我
们社区在小学、幼儿园开展‘民族团结从娃娃抓起’主
题活动，设立社区‘四点半课堂’，由老党员、老教师担
任班主任，让放学后的孩子们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在潜移默化中铸牢五十六个
民族是一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
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
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
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
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
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
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
观、宗教观，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凝
聚“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合力。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大
力宣传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集大成、少数民族文化
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
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形成各民
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强大精神纽带。

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教育政策，坚
定不移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少
数民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

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推动
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
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自治区大力实施“数字文化走进蒙古
包”工程，借助覆盖35个旗县、遍及农牧区的1692
个数字加油站，将大量优秀的蒙古语、汉语数字文
化资源全天候地提供给广大农牧民群众，服务面
积达60多万平方公里，惠及农牧民300多万人。

——利用流动图书车、文化车等文化设备，深
入农村牧区广泛开展弘扬时代主旋律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文艺演出、图书阅览等活动，仅2019
年，全区就利用流动舞台车、文化车演出5188场
次，观众273.47万人次；流动服务书刊借阅30.75
万人次，借阅52.44万册次。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
集力量，每年组织各艺术院团“百团千场下基层”惠民
演出活动1500多场次。2018年以来，连续举办“守
望相助好家园—全区农牧民文艺汇演”，各地组织基
层演出4000多场次，参与农牧民400多万人次。

——坚持民族团结从娃娃抓起，在小学开设
《中华大家庭》《民族常识》课程，初中开设《民族政
策常识》，高中开设《民族理论常识》，高校开设《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相关课程，形成了较为完备
的课程体系，实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全
覆盖，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从小学到大学各级各
类学校教育全过程。

在各级各类学校，“爱祖国、担大任、做新人”
主题教育、“祖国好、家乡美”“同升国旗、同唱国
歌”“石榴籽在行动、争做新时代好队员”“践行守
望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影视
作品展播等一系列活动蓬勃开展，激发了广大青
少年爱我中华的意识，不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向深入。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自治区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描绘了自治区
未来发展的壮美蓝图。面向未来，内蒙古2500万各
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正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团结奋斗 同心筑梦

民族团结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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