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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年11月25日 星期五 阅读昭通·视界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镇雄高铁站一景。

卯家湾安置区全景。

昭通市第三届民族赛装
文化节现场。

昭通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
道、我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重镇、
早期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地处昆
明、成都、重庆、贵阳4大城市辐射交会地
带，是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连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古生物群遗址
见证史前生命足迹；综合交通架起跨越式
发展坦途……

新征途，新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
昭通市委、市政府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不断在探索中
创新、在创新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升，全面
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地
区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各
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描绘出一幅民族团
结进步新画卷。

誓把天堑变通途 搭建互联互通连心桥
要面对山高谷深、气候恶劣、地质条

件较差等环境，要克服暗河、瓦斯、涌水等
施工挑战，要在乌蒙大地实现交通事业的
跨越式发展，不少专家都认为在“啃硬骨
头”“打硬仗”。

“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
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
大门。”“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

昭通牢记嘱托，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综合交通实现“天堑变通途”的历史性
飞跃；全面打响以综合交
通为重点的“五
网”建设大

会 战 ，
有 效 破 解
了昭通发展的最
大瓶颈，“昭明通达”梦
想变成美好现实。

“昭通市取得的主要
成绩可以概括为‘3个大’——‘大投入’‘大
枢纽’‘大融合’。”昭通市委书记郭大进介
绍，十年来，昭通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
135公里增至896公里，打通了11个出滇、
入川、进黔高速通道；成贵高铁把革命老
区带入发展“快车道”；昭通机场 11条航
线架通了与京津冀等重要区域的“空中走
廊”；新改建农村公路2.3万公里，乡乡通
油路、村村通硬化路；公路、铁路、水运、民
航无缝衔接，与物流网、信息网、能源网
融合发展……

特别是随着昭通市内“两小时交通
圈”，与周边州（市）之间“三小时交通圈”，
到成都、重庆、贵阳、昆明 4个城市“四小
时交通圈”和“一小时高铁圈”的基本形
成，昭通“近连成渝、远接两角”的区位优
势更加明显，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

对昭通而言，交通曾是这里的“痛
点”，现在成为“亮点”，“交通兴，昭通兴”
已是全市上下的共识。

路未修好前，镇雄县碗厂镇笋子村大
岩上组村民杨贤飞将自己煮的酒送到镇
上，一天的时间都不一定送到。煮酒成本
较高，加上车辆的磨损，杨贤飞的“好酒”
赚不了几个钱。“乡村路修好了，高速路也
顺利通车了，将酒卖出去也更加方便了。”
杨贤飞激动地说道，相比过去，利润要高
得多了。

在彝良县海子镇大田村村民陈贵军
的记忆里，出行基本靠步行，运输主要靠
人背马驮，外出务工的村民回趟家都非常
艰难。

几年前，大田村的进村公路终于修通
了。2020年底，宜昭高速公路彝良到昭通
段也正式通车，并在海子镇设有收费站。

不少村民回到了家乡，陈贵军也一
样，还盖起了小楼房。“路通了，大家的生
活得到了极大改善。”陈贵军说，现在从家
门口就可以直接上高速，即使外出务工也

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

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除了为昭
通的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还极大地
促进了旅游、商务、休闲等活动的开展，
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
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
在，城市居民回乡探亲、外出旅游都很便
捷；山区群众进城看病、购物也不用跋山
涉水，交通不再是阻碍各族群众交流的
鸿沟。”昭通市民族宗教局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随着乡村公路的不断发展，昭通市
很多民族特色村寨成为游客的打卡地，

民宿、农家乐、庭院经
济 等 层 出 不

穷，各族
群众

心里也更
有盼头了。

直 通 心 坎 、畅 通 民
心。一条条承载各族群众
生活水平的幸福路，正为

乌蒙大地注入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

文旅融合谱新篇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春赏花，十里花溪美不胜收；夏观

瀑，瀑布叠水流连忘返；秋采叶，五齿枫林
异彩纷呈；冬踏雪，雾凇冰挂景色醉人。”
位于彝良县城东北部的小草坝省级风景
名胜区景色迷人，集原始森林、河流、奇
峰、溪涧、瀑布等景观及苗、彝等民族风情
为一体，是昭通市著名的旅游景点。

依托小草坝景区，彝良县积极探索“民
族团结进步+旅游业”模式，挖掘民族特色
文化、推动文艺创作、发展特色经济，让游
客在游玩过程中感受民族团结进步氛围。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在小草坝景
区开展摆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宣传展
板、表演民族舞蹈、发放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手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加大了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的宣传力度。”彝良县委统战
部、县民族宗教局相关人员表示。

立足自然旅游资源，彝良县的生动
实践只是昭通市打造“民族团结进步+旅
游业”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
从六祖文化广场等成功创建为国家 4A
级景区，小山峡景区、山海洞景区等顺利
评定为国家 3A 级景区，昭通市 3A 级以
上景区增至 17家；从昭阳区北闸苹果庄
园、镇雄县五德天坑溶洞群再到绥江县
罗汉坪蝴蝶苗寨等，昭通市一批景区景
点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为挖掘民族文
化资源的重要抓手。

除了大山、大水、大峡谷等立体风光，
昭通市还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
民俗文化资源。扣准特色资源要素，昭通
市积极培育新业态，充分发挥文化旅游在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作用。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威信县召开
著名的“扎西会议”；1936年红二、红六军
团利用“乌蒙回旋战”巧妙突围，红色基因
根植于乌蒙大地。

威信县以扎西会议纪念馆为主，推出
了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涵

盖威信县扎西老街、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旧址、扎西会议纪念馆等
著名景点，独特的红色文化吸引着四面八
方的游客。

目前，昭通市完成镇雄、彝良、威信、
巧家4县263项长征遗址遗迹核查，分别
入选省、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37项、95项；实施精品“红军村”“鸡鸣三
省”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区等一批文旅融
合项目建设，开展“红城红军情·赤水赤子
心”十大行动等。

“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昭通
积极推动红色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
展，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
载体。”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立足实际，昭通市充分发挥各级文博
单位历史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基地作
用，持续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六
进”等活动，探索开展“流动博物馆”创新
服务，优秀传统文化与百姓生活走得越来
越近。于 2011年 12月 28日建成并免费
开放的昭通市博物馆便是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之一。

昭通市博物馆收藏民族民俗类藏品
2799件，是目前全市规模最大、展示近现
代民族文物最多、古今民俗事象最丰富的
综合性博物馆。一直以来，昭通市博物馆
始终坚持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红
色文化教育、青少年主题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有机融合，依托本地
独特区位优势和历史文化资源，搭建各族
群众文化交融的桥梁。

“秉承宣传历史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传播先进文化理念，我们不断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充实完善社会教育资源，讲好各
族群众交流融合的历史文化故事，赋予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丰富内涵和教育意义。”
昭通市博物馆馆长余腾松介绍，自开馆以
来，昭通市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 10万余
人次，通过流动博物馆“进乡镇、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年覆盖人群逾 5
万人次，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筑牢了思想根基。

易地搬迁换新颜 推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
昭通，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

市。“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是昭通市贫
穷落后欠发达的根本原因。为了破解这个
难题，昭通市实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十三五”期间，昭通市共建成集中安
置区（点）373个，其中万人以上安置区 9
个，鲁甸县卯家湾安置区、昭阳区靖安安
置区、彝良县发界安置区等3个万人以上
安置区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分别位列全
国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全市35.47万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一步实现进城入镇，185.07
万贫困人口在空间和情感上实现互嵌，为
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奠
定良好基础。

“搬出大山天地宽，幸福家园卯家
湾。”卯家湾安置区高楼外墙上的红色标
语，道出了各族搬迁群众的共同心声。

2018年，在昭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鲁甸县秉持“不是建一个安置区，而是
建一座新城市”的理念启动了卯家湾安置
区项目，经过17个月的不懈努力，一座美
丽新城在荒坡上拔地而起，来自鲁甸、巧
家、永善、彝良、盐津5个县的偏远山区群

众在这里开启了新生活。
近年来，卯家湾安置区坚持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深入持久
扎实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进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促共建共享”工作，通过组织领
导、宣传教育、贴心服务、互嵌交融等推进
守初心、润人心、暖人心、聚人心、惠人心、
安人心，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进一步密切。

“一年建设一座城，一周搬迁上万
人”，这被称为“靖安速度”——从2018年
11月启动征地工作到2019年12月迎来首
批搬迁群众入住，靖安安置区仅仅用了1
年零1个月。

据介绍，靖安安置区共安置了6个县
（区）9256户40549人搬迁群众，有20个民
族互嵌式居住。截至今年 3月，6个社区
中有5个社区获得“昭通市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单位称号”。

“搬得出”只是第一步。近段时间以
来，昭通市还持续采取各种措施，切实做
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让搬迁群众实
现从“安居”“乐业”到“幸福”“美好”转变，
推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坚定决心。印
发《昭通市易地扶贫搬迁万人以上安置区
后续扶持工作方案》，明确总体目标：紧紧
抓住 5年过渡期政策，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紧扣“配套兼顾远景、经济显著增长、
民生保障到位、社会和谐稳定、社区治理
有效、群众高度认可”的工作要求，立足安
置区资源禀赋，按照“各具特色、宜居宜
业、和谐稳定”的工作目标，深入推进安置
区后续扶持工作，进一步提升搬迁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出台了《昭通市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持续增收三年行动工
作方案》，努力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有
就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

在昭通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和市搬
迁安置局的牵头带领下，9个万人以上安
置区负责人近日共同签订了《共建共享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联盟公约》，将按照“巩固
提升、培树典型、突出特色、融合发展”要
求，落实轮流牵头负责、联席会议等制度，
协同开展工作调研、交流、学习观摩、节日
庆祝及举办培训班、研讨班等各类活动。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做实做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半
篇’文章，带领各族搬迁群众齐步迈进美
好新生活。”昭通市民族宗教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

民族团结进学校 用心用情浇灌民族团结花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可枝荣。
学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阵

地，通过怎样的教育方式，把民族团结进
步的种子播撒在各族师生心间？

昭通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创办
于 2016年的昭通市实验幼儿园，是一个
由汉族、彝族、回族、苗族等 14个民族师
生组成的民族大家庭。

围绕“立品养正、书香成习”园所文化，
实验幼儿园建立多民族的领导机构，形成了

“维护团结、共同进步、互相帮助”的民族大
家庭的优良传统，2022年成功创建为“昭通
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实验幼儿园是一个独
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宣传
阵地。走在园内，“中华民
族全家福”“厉害了我的国”“我心
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文化长廊格外显眼；“中华传
统文化之传统节日”“民族
风情博物馆”“民族风俗

展示栏”等宣传载体随处可见。
“我们组织幼儿园不同岗位不同民族

的教职工代表，通过录制视频，讲述一个
个感人肺腑的民族团结故事。”昭通市实
验幼儿园园长宋声玉介绍，实验幼儿园以
四史教育、革命英雄、传统文化、民族风
俗、民间体育等为载体深入挖掘民族团结
进步素材，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保护和创新融合。

在彝良县，有一所以人名命名的学
校——彝良县炳辉小学。

“今天，我要分享一位军事家罗炳辉将
军热爱人民、促进民族团结的故事……”在
炳辉小学文化走廊里，六（3）班学生小澜
正为大家讲述着精彩故事。

立足红色文化资源，炳辉小学把红色
革命历史宣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相融合，在教育发展和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2022年被命名为“昭通市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单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海
报、传统文化手绘教室……走进云南师范
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校园操场、楼道、宿舍
等区域的“民族文化宣传栏”“民族团结知
识展板”，校园广播定时播送的民族团结
故事、先进人物事迹等，无一不在证明着
民族团结的种子在这里发芽、开花、结果。

通过课堂上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课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文化活动，该校坚持课上与课下
结合，做到创建工作全时段覆盖。同时，
学校成立“关爱之家”，加强与家长的联
系，增强家校联动，丰富创建工作内涵，扩
大创建工作外延，将创建工作做到全区域
覆盖。

2020年 12月，该校被命名为第一批
“昭通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我们
希望并相信，学生们在学校里收获的，会
影响他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该中
学校长胡克州表示。

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昭
通学院则通过健全组织体系、抓好课堂主阵
地、打造教育载体、强化民族团结进步科学
研究和实践育人等途径，铸牢各族师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绘制了昭通学院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亲如一家的生动画卷。

2021 年 10 月 19 日，昭通学院“云南
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正式揭牌。自此，昭通学院有了新的使
命和任务。

实验幼儿园、炳辉小学等仅是昭通市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课堂进校园的
冰山一角，如今，一批批学校正结合实际
安排不同的教育内容，不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各族师
生心中绽放。

奋楫扬帆正当时 勠力同心创佳绩
——昭通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亮点纷呈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胡 娇 冯 琴 /文
昭通市民族宗教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