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

□宁夏日报记者 马越

共享社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西夏区的一个“老社区”，
有着近 30 年的历史。社区人口近
5000 人，其中有回族、蒙古族、壮
族等 7 个少数民族。社区先后获
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
位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6 项，是首批
银川市五星级社区。

该社区党委书记、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三八红旗手刘丽娟
在共享社区工作 9 年，不仅把社区当作了自己的

“家”，还带领这里的各族居民一起，把社区变成
了所有人共同的“大家庭”。

“楼上楼下亲密和睦，逢年过节相互祝贺，在
社区，大家就是一家人，相互之间多一些帮助支

持，日子更和美红火！”刘丽娟笑
着 总 结 起 了 这 些 年 社 区 的 变 化
——从曾经的老旧小区到现在生
活便利、环境整洁、功能齐全的幸
福社区，社区居民生活更加美好、
社区服务更加周到、邻里关系更
加和谐。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把社区
的工作做好，把党的好政策传递
到千家万户，让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共同团结奋斗，才能保证社会
的和谐发展。”刘丽娟说，社区党
委 将 继 续 探 索 各 族 群 众 喜 闻 乐

见、乐于参与的方式，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宣
传教育活动开展到厂矿企业、街头巷尾，进一步
巩固拓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建设成果，
为宁夏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贡
献力量。

银川市共享社区党委书记刘丽娟：
把党的好政策传递到千家万户

□广西日报记者 王春楠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广西视察，称赞广西是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
范带动作用。广西牢记领袖嘱托，
勇担历史使命，自治区第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区，并将其纳入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1+1+4+3+N”目标任务体系。
住桂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宏

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琰建议广
西以兴边富民为抓手，高位推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一是建议高水平建设沿边开放循环体系。
以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崇左片区，百色、
凭祥、东兴等重点开放开发试验区，防城港开放
型经济体制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为依托，在边境
贸易政策创新、边境经济合作、跨境经济合作、
边贸加工产业等方面锻造产业链、供应链、人才

链，打造面向东盟更好服务“一
带一路”的前沿和窗口。

二是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兴
边富民行动。在完善党政军警
民“五位一体”联合管边控边机
制 的 基 础 上 ，统 筹 推 进 强 基 固
边、开放睦边、产业兴边、民生安
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工程，建
设全国兴边富民典范和强边固
边示范区。在基础设施、教育、
医疗、交通、通讯、社保等方面创
新集成政策，实施更加优惠的边
境居民政策，引导人口向抵边村

屯迁移定居，构筑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边疆安宁、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三是高站位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区建设。全区应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区建设当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西民
族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深入
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系建设，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凝心聚
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西藏日报记者 晓勇

“今年春节，跟着二儿子的汉族媳妇到成都过
年了呢。”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吉日街道办事
处河坝林社区居民哈理玛，一家子由藏、汉、回 3个
民族组成。这个多民族家庭的成员彼此尊重，相
亲相爱，还热情帮助困难群众，成为大家的榜样。

河坝林社区背倚拉萨河，社区居民由藏、回、
汉、维吾尔、东乡等 11 个民族组成，有 127 户像哈
理玛一家这样的多民族家庭。本着“民族工作无
小事”的原则，该社区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引
导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居民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同手足，被誉为盛开在高
原的“石榴籽家园”。

社区组建有一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艺演出
队，每逢中秋、雪顿、古尔邦、春节、藏历新年等节
庆节点，就积极组织民族团结座谈会、文艺演出等
活动。通过“一宣传、两结对、三连心、四恳谈、五
解难”五项举措，让社区干部和群众都争当宣讲
员，将身边的变化和故事讲述给大家。多年来，社
区各民族群众在宗教信仰上相互尊重、文化上相
互融合、风俗上相互渗透、经济上相互补充，形成
了“包容多元、宗教共融、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

同时，社区还持续健全长效机制，不断创新管
理手段，推出众多便民措施，服务好各族群众。不
仅经常性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活动，举办座谈会和
表彰会，还派工作人员走
访慰问，了解社情民意，力

所能及解决居民实际困难。社区常年对 89 户生
活困难家庭给予经常性帮扶，社区党员结对帮扶
204 户家庭，每年为 28 户困难群众发放住房补
贴，让各族群众在社区生活舒心开心、有依靠、有
保障。

在该社区甲巴康桑大院，住在这里的藏、汉、
回各族群众多数是来拉萨经商的流动人员。大院
双联户户长次德吉表示，大院里无论谁家有人生
病或需要帮助，大家都能伸出援手相互帮忙。河
坝林社区统战、民宗委员央白说：“不管什么民族，
到了河坝林社区都是一家人。”

早在 1988 年，该社区就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2017 年，被国家民委命名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2019 年，社
区又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目前，河坝林社区相继获得过 17 个民族团结类奖
项，其中国家级奖项就有 6 个。

河坝林社区这个盛开在高原的“石榴籽家
园”，是西藏自治区不断深入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区的一个缩影。2021 年，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
导下，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勇攻坚，较好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如今，
西藏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 99.74%，全区宗教和顺、民
族和睦、社会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迈上新
征程。

河坝林社区：

高原家园树榜样

□本报见习记者 李存霞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
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格日勒
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朝勒孟
说：“这次我提出的是关于加
强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建议，希望我们的草原更美、
牧民更富裕、嘎查更和谐。”

四子王旗是内蒙古 20 个
边境旗市区之一，距旗政府所
在地 35 公里远的格日勒图雅嘎查是典型的
纯牧业嘎查。“嘎查牧民大约一半是蒙古族、
一半是汉族，大家共同生活在这片草原上，
携手团结奋进，同气连枝，亲如一家。”朝勒
孟说。

朝勒孟认为，下大力气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是促进民族团结
的“金钥匙”。几年前，嘎查组
建养殖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
200 多户牧民养殖短脂尾戈壁
羊，各族牧民共同增收致富。
嘎查 80 多户牧民还依托当地
旅游资源办起“牧家乐”，各族
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嘎查
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朝 勒 孟 表 示 ，我 们 要 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
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民族团结之花常
开长盛。

□新疆日报记者 米日古力·吾

2 月 28 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新城街道哈尔墩社区
居民沙勒克江·依明家的小院里，庄严的升国旗
仪式如期举行。沙勒克江·依明表示，这是自家
小院里升国旗的第 13 年，“这份情怀、信仰、力量
会一代代传承下去。”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被称
为“民族团结沃土”的塔城地区，29 个民族共居
一座城、共建一个家、共爱一个国，用实际行动
传递着民族团结之情。

上世纪 50 年代，新疆农民库尔班·吐鲁木为
表达翻身得解放的感恩之情，多次想“骑着毛驴
上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受到毛主席两次接
见，人们亲切地称他“库尔班大叔”。

2017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库尔班大叔
的后人回信，勉励他们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
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模范。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直印在库尔班大叔后
人的心中，也印在了全疆各族群众的心中。

塔城地区乌苏市九间楼乡詹家村有一张摇
床，40 多年间在 27 个各族家庭之间传借，30 个
娃娃曾在这张摇床里酣眠。村民海拉提·托依
百克和周连龙都用过这张摇床，他俩不仅是邻

居，还是好兄弟。“多年来，村里人在日常生活中
互相扶持、互相照应，就像共用摇床一样，亲如
一家。”周连龙说。

在塔城市阿西尔达斡尔族乡库尔托别村，
村民刘拾三家的院墙上挂着的“石榴牌”引人瞩
目。“石榴牌”上有“民族团结好家庭”字样，上面
画着 5 个小石榴，代表着这个家庭成员来自 5 个
不同民族。“我是达斡尔族，家里还有汉族、蒙古
族、侗族、俄罗斯族。过年过节孩子们回来聚在
一起，各显身手做一桌子各民族特色菜，载歌载
舞特别热闹。”刘拾三笑着说。

截至 2021 年底，塔城地区创建国家级、自
治区级示范县（市）7 个、示范单位 9 个，复验及
新命名地区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796 个，
打 造 地 区 级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教 育 基 地 18 个 。
2022 年 1 月，塔城地区、乌苏市、和布克赛尔蒙
古自治县第一小学，再次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单位。

民族团结如空气和阳光。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引领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
各族人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教育和创建工作。各族干部群众像石
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中交往交流交融。

塔城地区：

团结情怀代代传□广西日报记者 李家健 廖志荣
通讯员 袁文桥

今年初的一个下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
市象山区生活的维吾尔族群众约麦尔·热合曼来
到象山区少数民族工作站，找到社区民警王涛求
助。原来，他3个孩子的出生证明找不见了，现在
又有急用，急得他满头大汗。最终，在民警们的帮
助下他顺利办好了有关证明。

“有困难就找工作站。这些年虽身在异乡，但
感受到了在家乡的温暖，桂林就是我的第二故
乡。”约麦尔·热合曼说。象山区是桂林市核心城
区，也是“城徽”象鼻山的所在地。各民族手足相
亲，和谐相处，成为桂林山水交相辉映间的又一道
城市风景线。今年1月，第九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出炉，象山区第二次获得这
项荣誉。

象山区常住少数民族人口3.2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 11%。外来经商务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
2000人。有41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居民呈小聚
居、大分散、交错杂居的特点。

位于南新路上的象山区少数民族工作站，面积
不大，却到处洋溢着民族团结的气息，这里不仅是
各族群众解决困难的窗口，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相
融的载体，更是政府与各族群众的连心桥。

近年来，为了让各族人民群众在城市“住得

下、融得入、能发展”，桂林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致力打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站
式服务平台，以社区为落脚点，推出就业、就学、医
疗、社保、租房租赁等便民举措，帮助解决进城各
族同胞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技术培训、创业
就业、子女入托入学、居住婚姻等问题，使各族群
众享受均等化服务和待遇。

目前，桂林市 6城区共建成少数民族服务中
心（工作站）3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咨询
窗口）79个，社区民族之家76个，少数民族流动人
员党支部3个，在全市136个社区中都配备有专职

（兼职）民族工作干部，构建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一站式服务平台。

安居乐业的各族同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
报着这座城市：社区干部瑶族姑娘赵艳琴、土家族
女子万霞，近百个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壮族医生
韦妍飞，率领她的综合重症医学团队，治愈6名危
重症、3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苗族小伙姜林楠与

“幸福粥铺”的同伴们，几年来每天为流浪、孤残、贫
困者送上一碗温热的爱心粥⋯⋯

近年来，广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不断推动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形成了各
族人民同心守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鲜明特色，涌
现出一批创建成效突出、群众认可、示范推广意义强
的先进典型。截至目前，广西共有66个地区和单位
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象山区：

青山秀水共守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
原创性论断，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
念，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民族地区群众共同富裕。这些年来，五个自治
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各族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022 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内蒙古日报、广西日报、西藏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共同推出跨连版报道《手足相亲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拥抱
——五自治区代表委员干部群众共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五个自治区各族人民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实现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两会胜利召开的喜人景象。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拥抱
——五自治区代表委员干部群众共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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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
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

兴安盟：

同心筑梦谱华章
□本报见习记者 李存霞

“瓦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
京⋯⋯”元宵佳节，伴随着乌兰牧骑志愿服务
队的歌舞，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铁西街吉庆社区里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这样的温馨场景，在兴安盟随处可见。
该盟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
古自治区政府的诞生地。41 个民族、141 万
各族儿女在兴安盟大地上守望相助，团结奋
斗，同心筑梦。2016 年，该盟被国家民委命
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前不久再获
此殊荣。

兴安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推动新时代党的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该盟创新成立
盟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创
立 835 个覆盖盟旗乡村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促进会；大力实施城市社区“石榴籽计
划”和农村牧区“双十双百双千”工程；全面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使用国家统
编教材；在大中小学开展各类“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守望相助理念、

“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思想在各族群众
心中深深扎根。

近年来，该盟把加快高质量发展与促进
民族团结紧密结合起来，谱写出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实现
6 个贫困旗（县、市）全部摘帽，10.5 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彻底撕掉贫困标签。

好消息接踵而至：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
丰”，牧业年度牲畜存栏稳定在 1000 万头只
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排名全区第
一⋯⋯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满满。

兴安盟的动人故事，是内蒙古各族人民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缩影。

从“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
等历史佳话，到西气东输、北煤南运⋯⋯内蒙
古在促进民族团结上具有光荣传统，拥有“模
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肩负起、履
行好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大政治责
任，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持续巩固发展民族团
结大局，2400 万各族群众携手并肩、团结奋
进，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

截至目前，全区 69 个地区和单位获评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示范单位，涌现
出 215 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34
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内蒙古各族
人民将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绘就民族团结
壮美画卷，共建共享和谐幸福家园。

全国人大代表朝勒孟：
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内蒙古】

【新疆】

□新疆日报记者
米日古力·吾

库尔班·吐鲁木大叔“骑着毛
驴上北京”的故事曾在各族群众
中广为传颂。2017 年，习近平总
书记给库尔班·吐鲁木后人的回
信，字字句句，饱含深情。

全国人大代表如克亚木·麦
提赛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
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一名
讲解员，也是民族团结模范库尔
班大叔的曾外孙女。她听着奶奶讲曾外祖父的
故事长大，爱党爱国的情怀一代代口耳相传。

2020 年 2 月，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和库尔班
基金会的同事们商量后，向武汉疫情防控一线
捐赠了 5 吨大米。如克亚木·麦提赛地表示：“捐
赠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让大家

进一步了解了‘库尔班精神’就是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
大家庭。”

2018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前，如克亚木·
麦提赛地走上“代表通道”动情地
说：“我们的大家庭有 100 多口
人，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
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就
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告诉记
者，如今家乡面貌一天一个样，农
村学前教育全覆盖，工厂建在家

门口，网络普及到家里，农牧民走出家门进厂
门，大家的腰包“鼓起来”。“这是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成绩。我会永远牢记
总书记嘱托，用实际行动传承好、弘扬好优秀家
风，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模范。”

全国人大代表如克亚木·麦提赛地：
心怀感恩传承爱党爱国情怀

【西藏】

□西藏日报记者 次珍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是多民族
聚居区，有藏、门巴、珞巴、汉、回等
28 个民族，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
的 97%以上。该市隆子县斗玉珞
巴民族乡在此前荣获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荣誉称
号之后，今年又入选第九批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表彰
名单。

全国政协委员、山南市隆子县
副县长贡觉曲珍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道出了山南人民的
心声。她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以此为指引，继续做
好民族团结工作，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让各族群众像家人一样和睦，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西藏是我国的一个重要边疆民族
地区。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主要体现为
西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国家统
一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对此，贡
觉曲珍委员表示，要着眼全局，多
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坚决
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防范和化解
重大风险挑战，不断夯实西藏长治
久安的根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

民的生命线，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旗帜
鲜明反对分裂，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
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

全国政协委员贡觉曲珍：
让各族群众像家人一样和睦

【广西】
全国政协委员梁琰：
以兴边富民为抓手促进民族团结

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东方红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东方红
村村民秦艳辉正在翻晒红干椒村村民秦艳辉正在翻晒红干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建荃马建荃 摄摄

近年来近年来，，山野葡萄已山野葡萄已
成为广西三江群众增收成为广西三江群众增收
致富的可靠来源致富的可靠来源。。图为图为
当地侗族姑娘正在采摘当地侗族姑娘正在采摘
葡萄葡萄。。

龚普康龚普康 梁秀明梁秀明 摄摄

新疆新疆 TT95269526 次次““民族团结一家亲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特快列车乘务人员特快列车乘务人员
和旅客共同举办和旅客共同举办““列车春晚列车春晚””。。

新疆日报记者新疆日报记者 邹懿邹懿 摄摄

在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安镇黄泥界茶园在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安镇黄泥界茶园，，当地茶当地茶
农在赶采茶叶农在赶采茶叶。。近年来近年来，，该县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该县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
环 境环 境 ，，引 导 群 众 发 展 茶 产 业引 导 群 众 发 展 茶 产 业 ，，助 力 乡 村 振 兴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梁辉梁辉 邹立邹立 摄摄

呼和浩特市恬静赛音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小番茄呼和浩特市恬静赛音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小番茄、、
南瓜丰收南瓜丰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孟和朝鲁 摄摄

牧民们汇聚在西乌珠穆沁牧民们汇聚在西乌珠穆沁
旗乌兰哈拉嘎苏木旗乌兰哈拉嘎苏木，，参加在这里参加在这里
举办的那达慕大会举办的那达慕大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建荃马建荃 摄摄

各族青年在布达拉宫广场一起联欢各族青年在布达拉宫广场一起联欢。。 唐斌唐斌 摄摄

在新时代党的政策在新时代党的政策
帮扶下帮扶下，，宁夏闽宁群众宁夏闽宁群众
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图为群众直播销售当地图为群众直播销售当地
特产红枸杞特产红枸杞。。

（（宁夏日报供图宁夏日报供图））

□宁夏日报记者 马越

3 月 1 日，贺兰山下吹拂的风里已然带着春
天的暖意。在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的闽
宁镇举目瞭望，远处的贺兰山雄浑壮丽，近处的
房屋楼舍安静美丽，画面与电视剧《山海情》场景
高度重合，但又有新的变化。

1997 年 4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
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连续 6
天在宁夏西海固调研，作出了影响深远的战略
决策——创建闽宁村，将不宜生存地区的贫困群
众吊庄搬迁到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
家园。

在各族干部群众的持续努力下，最初 8000
多人的闽宁村发展成 6.6 万人的移民示范镇，从
最初的干沙滩变成了美丽乡村。

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位于闽宁镇原隆村，
2019 年建成后，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车
间——在这里工作的是许多曾经与影视剧中“水
花儿”角色遭遇十分相似的女性。在新时代党的
政策帮扶下，“水花儿”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

今年 29 岁的马燕来自固原市原州区红沟
村 。 2012 年 ，她 与 全 村 乡 亲 父 老 一 起 搬 迁 过
来。从大山深处望不到边的沟壑到抬眼可以看
到贺兰山下的平地，变化不只是眼前的景色，还
有埋藏在心底的希望。

2019 年，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开始面向

村民招工，马燕是第一批进入车间的女工。两年
里，她从一名没有基础的“徒弟”成长为业务熟练
的“师父”。2021 年，车间开通直播销售平台后，
马燕又成功转型，担任“巧媳妇直播团”的电商主
播。

“和以前相比，变化太大了！党的政策好，现
在有了工作、挣了工资，生活好起来了，还能带着
身边的姐妹一起做直播、学本领，这样的感觉真
好！”如今，镜头前的马燕侃侃而谈，再也看不到几
年前羞涩、自卑的影子。

在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马燕不是个例。
“水花儿”们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变化，是闽宁
镇移民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经过 20 多年不懈
奋斗，该镇移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搬迁之初的
500 元 跃 升 到 2021 年 的 16098 元 ，6 个 行 政 村
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600 万元。

正是在闽宁镇的示范带动下，脱贫攻坚期间，
宁夏涌现出 110 个闽宁协作示范村、78 个闽宁协
作移民新村、320 个易地搬迁安置区，累计接收西
海固地区易地搬迁移民 100 多万人。通过融入新
环境、建设新家园，各族群众在脱贫攻坚战中同心
同向、齐心协力，成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建共
享的“一家人”。

贺兰山下东风劲，闽宁情深春意暖——这是
新时代宁夏发展历程中的动人篇章。在党中央的
关怀支持下，宁夏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守好民族团结生命线，720 万各族干部群众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建设美丽新宁夏、共
圆伟大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闽宁镇：

深情帮扶春意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