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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阅读的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这

本书。 ” 今年 8 月 2 日上午，在世

纪城街道 24 小时书屋即观山湖

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

基地， 由观山湖区民族宗教事务

局主办的一场读书分享会正在举

行。 这是自去年 12 月书屋开放以

来， 在此组织的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题， 营造辖区各

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系列

活动之一。

观山湖区始终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牢固树立

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

文化观， 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

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

化迈进。在具体活动中，该区结合

实际， 通过在全区举办书画摄影

展、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开展读书

会等形式，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党建知识、民族政策知识等宣

传教育内容融入其中， 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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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大对创

建工作的宣传力度， 观山湖区充

分利用新时代信息手段、 自媒体

平台，制作民族团结进步小视频、

发布民族团结宣传文稿， 吸引了

30 万余人次的点赞、 关注和转

发， 在网络空间营造了强大的舆

论声势。

同时， 观山湖区还通过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在

全区进一步营造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的浓厚氛围。 截至

目前，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全

区投放户外大型广告 7 块、 政府

机关办公大楼立式宣传机 7 台、

交通护栏 30 块、 公交站宣传栏

50 块、 沿街高压电箱宣传栏 50

个、LED 屏幕 80 余块 、 花草牌

228 套、 展板 445 个、 灯杆道旗

322 余套、 建筑工地围挡 300 余

块、墙体喷绘 2284 张、楼宇电梯

视频广告 1040 个 、 宣传海报

5100 份，播放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短片 5000 余次；金融城播放灯光

秀；发放宣传册 29250 份。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

区委、区政府的安排部署，严格对

照民族团结创建工作要求， 扎实

推进创建工作 ‘九 +N 进’‘六

个一’ 活动深入开展，切实发挥

基层、群众典型带动和基地、阵地

示范引领作用， 打造学习教育阵

地，凝聚民族团结进步共识，营造

和谐发展、共治、共建、共享的良

好风尚。 ” 成丽娟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践基地

该基地位于观山湖公园内， 主要由文化长廊、锦

鸡铜鼓雕塑、大联欢广场、中华民族同心园 4 个部分

组成，4 个部分连点成线， 日均影响两万余名在公园

休闲娱乐的群众，大家在这里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民族

团结进步文化的熏陶，是观山湖区宣传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第一部分文化长廊约 330 米，有六块展板，分别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闯新路、开新局、抢

新机、出新绩”“强省会共同发展，新未来多彩贵州”

“知行合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促

三感，繁荣发展观山湖” 及“共享团结进步成果，共建

美好和谐生活” 为主题，表现了中央、省、市对民族团

结工作的高度重视。 同时，展示了观山湖区切实把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实， 以 “三

力” 站位强化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用“三入” 方式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拓“三交” 途

径促进民族共生，建“三感社区” 增强各族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动画面。

高 18 米，极具贵州民族特色的锦鸡铜鼓雕塑由

两只快乐祥和的锦鸡和一面威严的铜鼓组成， 象征

着贵州各民族在多彩神奇的黔中大地团结、和谐、愉

快的生活。 这个雕塑是 2011 年 9 月 10 日第九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召开前， 经国家民委审

定修建的，是公园内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更是第九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观山湖区留下的珍

贵民族文化瑰宝。 在锦鸡铜鼓雕塑周边还设置了今

年初观山湖区举办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

画展” 中的作品。 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地阐述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发挥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

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

同体理念的作用， 也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繁

荣富强的美好祝愿， 是全区人民为建党一百周年奉

献的一份心意。

大联欢广场作为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民

族大联欢活动的举行地， 见证了那场各民族团结、友

爱、和谐的盛会。 这个广场，也是观山湖区各族群众

文化活动的聚集场所之一， 是全区各族群众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聚集地。

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举行期间，全国各省

市和各族代表团用从家乡带来的水和土共同浇种

“民族团结同心树” ，建成 960 平方米“中华民族同

心园” 。 该园是各族儿女同心交融、同心发展、同心建

设的象征， 园中主要景观还包括 4 棵 “千子同一”

“颗颗相抱” 的象征民族团结的石榴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基地

该基地由共建贵阳新城区、 共治新家观山湖、共

享幸福好生活、共创团结新篇章 4 个展区组成。

共建贵阳新城区展区以红色为主色调，主图以观山

湖区卫星地图为背景， 用 56根红色管道支撑着整个观

山湖区，寓意 56个民族同心协力共建观山湖区。 该部分

是观山湖区建区 20 年以来，全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

繁荣发展，共建“现代都市·滨湖花城” 的奋斗乐章，

是全区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团结之歌” 。

共治新家观山湖展区以绿色为主色调， 以观山湖

区标志性建筑“绿色未来” 为基础，用团结同心树的造

型做为背景，用 56 个掌印做为枝叶，寓意 56 个民族都

在为治理观山湖区出力，留下了永远印记。

共享幸福好生活展区以蓝色为主色调，展区造型

中间用观山湖大桥作为连接载体，底部错落有致地摆

放着观山湖区标志性共享经济体。 造型上方特地摆

放着观山湖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代表人物及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部分记录了 2012 年 11 月 15 日，

国务院下发 《关于同意贵州省调整贵阳市部分行政

区划的批复》，同年 12 月 21 日，观山湖区正式挂牌

成立，全区开启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篇章的重要历史

时刻。

共创团结新篇章展区是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集

中展示区。 这个部分讲述着全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中“一起走过、一起生活”的历史和经验。一桩桩事件，一

个个人物，展示着观山湖区历来对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视，

记录着全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足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习基地

这个位于世纪城街道 24 小时书屋区域的基地，

分别由“阅·世纪”“和·世纪”“绘·世纪” 三个部分

组成，是辖区各族群众团结友好的聚集地。

观山湖区是一个新建区，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

各民族交错杂居。 而世纪城街道是该区这一特征的

代表区域。 目前，该街道常住人口约 14.2 万人，居民

来自五湖四海，基于此，街道提出“邻里团结、互帮互

助亲如一家” 的工作思路，搭建起辖区各族群众交往

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阵地。

“阅·世纪” 是街道 24 小时书屋，这个于去年 12

月建成开放的书屋内，设置了民族团结进步相关书籍

展示区，是辖区宣传民族团结的场所之一。

“和·世纪” 是一条民族文化长廊，长廊前段设置

了 56 个民族的剪影画； 中段则错落有致地排布展示

了贵州世居民族的简介、风俗习惯。

“绘·世纪” 则是居民作品展示区，按照“季季有

主题” 要求，本季以“民族团结一家亲，共庆建党 100

周年” 为主题，街道通过街道公众号、社区居民微信

群、QQ 群、朋友圈发布征稿通知，收到居民投稿作品

100 余件，内容涵盖摄影、书画、剪纸、绘画等。 目前，

这些作品正在展示中。

民族花开分外红 滨湖花城入画来

———观山湖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走笔

9 月 7 日， 观山湖区秋意渐浓，气

候宜人。 当天，观山湖区委书记、区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杨带队， 调研

该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

作推进情况。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秦永康， 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邱斌， 区政协主席刘光祥

以及相关区领导， 区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调研。

罗杨一行来到区文化馆内的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 通过

观看宣传片、现场听取讲解等方式，详

细了解该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工作推进情况， 并就相关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

近年来，观山湖区委、区政府始终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坚持把民族工作主体责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去年 7 月 15

日， 全区召开的民族团结创建工作动

员会上再次强调：举全区之力，做实做

细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

作。 通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相关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今年 3 月，经省、市

民宗委推荐， 观山湖区被纳入第九批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推

荐对象名单， 这是该区在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中迈出的又一

坚实步伐。

■“基地” 介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文 / 图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今年 8 月 27 日至 28 日召开

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始

终坚持以铸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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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为抓手，着力深化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内涵 、丰

富创建工作形式、创新创建工

作方法， 构建完善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 意识 宣传 教育 常 态

化机制，从而构筑各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 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

和 民 族 团 结 的 坚 固 思 想 长

城。 ” 据观山湖区民族宗教事

务局局长成丽娟介绍 ，观山湖

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 、区长任

双组长的观山湖区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综合协调 、宣传报道、

督导检查和创建考核 4 个专项

工作组， 组建工作专班， 全力

推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工作。

截至目前，全区召开推进会

6 次、专班调度会 30 余次，开展

专项督导检查 50 余次， 从坚持

和加强党对民族团结进步的全

面领导、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 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等 7 个方面，推进党政干部知

晓率、督查考核指标系统、民族

团结教育基地建设等 58 条创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测评

指标内容完成， 全区各级各部

门齐心协力， 共同营造出创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良

好氛围。

“我每天早晨都会到观山湖

公园来锻炼， 公园里有许多民族

大团结的元素。 ” 9 月 8 日清晨，

正在公园内观看 “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 画展的居民

杨小青说， 公园内不仅有民族团

结进步的各类宣传标语， 还有广

大群众爱国爱党、甘于奉献、团结

一致的图片， 充分体现了各族群

众齐心协力，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坚定信念。

“观山湖公园内 4 个区域，共

同构建起我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践基地’ 。 ”成丽娟说，去

年 7月以来，观山湖区分别在世纪

城街道、区文化馆、观山湖公园建设

完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这 3个基地

建成后，进一步推动了“九 +N 进”

（‘九’ 是指进机关、进军营、进镇

〈街道〉、进村〈社区〉、进学校、进

企业、进商业街区、进宗教活动场

所、进景区〈公园〉；‘N’是指 进

社会组织等）责任单位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和实践

探索活动广泛深入展开，强化了对

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在全区营

造了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为了进一步推动创建工作向

纵深发展，拓展示范阵地覆盖面，

观山湖区还积极对创建工作进行

调整和优化， 形成“1+3+6+44”

新的工作思路。

成丽娟对“1+3+6+44” 进行

了解释。 “1” 即形成数博大道云

上方舟———长岭街道———美桐苑

社区居委会———世纪城街道民族

团结示范带 1条；“3”是建成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教育、

实践基地 3个；“6”为组织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创建 “六个

一” 系列活动 70 余次；同时，强力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九 +N

进” 工作，目前已经实现机关、学

校、村（社区）、宗教活动场所全覆

盖， 并建成中铁置业中加学校、翁

井村、碧海社区居委会等民族团结

创建示范点 44个。如今，全区已经

形成整体构建以点串线、 以线连

片、 以片带面的示范创建格局，营

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巩

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夯实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高度重视 高位推动示范区创建工作

示范引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夯实阵地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学生参观观山湖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 李妍 摄

位于观山湖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基地内的中华民族同心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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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观山湖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践基地的锦鸡铜鼓雕塑下晨练。

观山湖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基地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