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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民族团结与构建和谐现状
苏丽芬
( 漾濞县新闻信息中心,云南 672500)
摘摇 要: 漾濞彝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多年来,该县历届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不
断拓宽思路,创新举措,各民族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该县深入调查
研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族团结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努
力保持和不断发展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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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发展概况
漾濞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州中部点
苍山之西,成立于 1985 年,总面积 1 957 平方公里,
山区面积占 98. 4% ,辖 3 镇 6 乡、1 个社区、65 个村
委会、648 个村民小组,聚居有彝、汉、白、回等 17 个
民族,2008 年末全县总人口 102 206 人,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 68 129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6. 7% 。 全县境
内有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及部分少数民族原始宗
教,有 6 个宗教活动场所。 自治县成立的二十几年

来,该县始终高举民族团结进步的旗帜,认真贯彻落
实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 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冶 的民族工作主题,书写了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华章,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互通
语言、文化,亲如一家,从未发生影响全局的民族矛
盾和纠纷,经济蒸蒸日上,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 2008 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 76 800 万元,是自
治县成立时 2 667 万元的 29 倍。 全县先后有 35 个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和 106 名模范个人分别受到

省州县的表彰。 在刚刚结束的云南省第六次民族团
结进步表彰会上,县委、政府作为民族团结模范集体
再次受到省政府的表彰。

2摇 成就综述

2. 1摇 加强领导,夯实基础,构筑了民族团结工作的
坚强堡垒

摇 摇 漾濞县委、政府将民族团结工作作为关系全县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
日程,建立健全了民族宗教工作和处理影响民族团
结、宗教和顺问题的领导机制、议事机制、协调机制
与预警机制,形成了县、乡、村三级民族宗教工作网
络。 层层落实民族团结和宗教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制,全县 9 个乡镇和 7 个宗教活动场所与县民族宗
教工作部门签订了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书,将目
标责任分解到乡( 镇) 、到个人,做到年初有布置、中

间有检查、年终有考评并形成长效机制,各负其责,
深入基层扎实开展工作,真正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问
题解决在基层。 同时,加强对世居少数民族教育状
况、民族传统文化、宗教领域有关问题等的调查研
究,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2. 2摇 落实政策,强化宣传,形成了贯彻执行民族政
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强劲氛围

摇 摇 根据自治县改革发展的需要,先后制定了《 漾
濞彝族自治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 和《 漾
濞彝族自治县石门关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 ,
修订了《 漾濞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为依法治县创

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确保
了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全面落实。
收稿日期:2009-09

同时,把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

作者简介:苏丽芬(1979-) ,漾濞彝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理论干

和《 自治条例》 纳入“ 五五冶 普法期间的普法内容作

事,从事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

为干部教育培训和法律普及的重要内容,在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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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干部培训会议上进行宣传培训。 始终注重加强

一代人、培养一代人冶 的民族教育工作思路,把学校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以开展宣讲活动、举办培训班等

作为民族教育的主阵地和“ 摇篮冶 ,不断加大民族教

多种形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广泛深

育投入,改善教育教学质量。 通过大力兴办寄宿制、

入地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和民族知识的宣传

半寄宿制中小学,实施“ 两免一补冶 等政策,少数民

教育,大力宣扬和倡导“ 三个离不开冶 思想,各族干

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9. 5% 。 办好县一中初中

部群众团结意识、发展意识、共荣意识明显增强,互

部民族初中班,优先选送人口较少民族学生( 傈僳、

帮互助的良好风尚蔚然成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苗族) 就读州上的“ 四免一补冶 班,积极为其成长搭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普遍形成。 根据《 自治条例》

建平台。 二是抓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提

规定,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了民族机动金,为民族

供人才保障。 多渠道加大对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宗教政策法律的宣传落实提供了经费保障。 各民族

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一批少数民族有用之才在

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独特环境中,相互通融,平等交

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对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起到强有

往,取长补短,互敬互爱,和谐发展,凝聚成了休戚与

力的支撑带头作用。 三是抓民族干部培养,提高民

共的社会有机体。

族干部执政能力。 长期以来,漾濞县坚持把培养选

2. 3摇 关注民生,化解矛盾,凝心聚力巩固发展民族

拔少数民族干部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订了

关系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的规划,真正做

摇 摇 漾濞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治本

到大力培养、大胆提拔、充分信任和放手使用,培养

之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抓实创建,不让一个民族

了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

兄弟掉队。 采取“ 教育、疏导、化解冶 的方针,及时排

队伍。

查基层矛盾纠纷,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认真开

2. 5摇 挖掘文化特色,打造文化品牌,民族文化事业

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被命名为首批平安县。 积极
有效开展禁毒防艾工作,被省人民政府表彰为“ 无
毒巩固冶 先进县。 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为民

蓬勃发展绚烂多彩

摇 摇 漾濞县各民族在多年来的生产生活中继承和发
扬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创造出了悠久灿烂

办实事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点,方法上

的民俗文化。 最具代表性的是彝族服饰文化,彝族

求新,工作上求实,通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

服饰色彩鲜艳、款式多样、美丽细腻而又大方。 五彩

会救助、村村通、移民安置、农村地震安居等一批民

斑斓的服饰显示着彝家女精深的刺绣技艺,使彝族

生工程,积极解民难,促和谐。 同时结合各项工作实

刺绣这一多彩的奇葩,以其独特的风韵传承着民族

际,制定了《 漾濞县扶贫开发整村推进五年行动规

传统文化的风采。

划》 、《 漾濞县建设小康示范村方案》 ,共完成 29 个
行政村的“866冶 扶贫工程,共整合和筹集到位各类
资金 9 662 万元,解决近 23 500 人的整体脱贫。 扎
实开展“ 民族团结示范村冶 创建工作,按照“ 民族关
系好、经济发展好、干部队伍好、村民民风好、遵纪守

民族民间传统节日,除普天同庆的春节、端午
节、中秋节外,还有“ 二月八冶 、“ 二月十九街冶 、“ 娃娃
节冶 ,最隆重热闹的要数核桃节和火把节。 境内的

各民族还有许多健康的民俗,主要有祭核桃神、爬刀
杆、朝山会、串会、打歌、打磨秋等。

法好、教育科普好冶 的要求,突出重点,重在吸引、动

漾濞民族民间音乐,最出名的为蒙秦古乐,逢寿

员各部门积极支持配合和社会广泛参与上狠下功

逢喜必奏此曲。 漾濞民间传统歌舞,以“ 对歌冶 、“ 打

夫。 先后投入资金 116. 1 万元创建了富恒乡老新厂

歌冶 为代表,最出名的是鸡街大刀舞、原生态山歌,

村、漾江镇湾坡村、龙潭乡龙潭村等 3 个民族团结示

成了独树一帜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品牌。 实施

范村;苍山西镇中学、平坡中学、上街完小、龙潭完小

文化精品战略,创作重大节庆活动艺术精品。 成功

4 所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示范学校,模范清真

举办了中国大理漾濞核桃节,整理出版了《 漾濞彝

2. 4摇 实施人才战略,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

碟,编创了彝族舞蹈《 撒咪姆、撒咪喏》 、《 刀系腊罗

寺 1 个。

族民歌》 、《 青山碧水核桃园》 等彝族民歌书刊和光

有力的人才支撑

魂》 、《 彝寨欢歌》 、《 牛现彝家情》 等节目。 发展了

摇 摇 一是抓学校教育,提高民族素质。 按照“ 改变

100 多支民间演艺队伍,每逢节庆日义务演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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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族文化。 创作出了长篇小说《 喜鹊窝的秋天》 、

进农村、进学校活动,并纳入党委中心学习组学习内

《 智战》 等一批文学作品。 加大民族文化遗产的保

容、纳入各级党校和学校教学计划、纳入各级普法宣

护和开发,云龙桥、普光寺、古清真寺、博南道古驿道

传规划。 加强民族风俗习惯、生活禁忌等常识教育,

遗址、苍山古崖画等一大批风格独特的古建筑保存

营造一个各族人民群众相互尊重、团结互助的浓厚

完整。

氛围。

2. 6摇 项目带动,投资拉动,战略驱动,民族地区经济

第三,改善民生,营造祥和的发展环境。 多渠道

繁荣发展

帮助城乡弱势群体解决生产生活难的问题,解决贫

摇 摇 漾濞始终坚持把加强民族团结的工作重点放在

困中小学生和贫困大学生“ 上学难冶 的问题,深入推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上。 积

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完善服务体系,大力推行

极组织项目上报,争取到了省、州许多涉及公路建

县领导联系乡镇、联系重点贫困村、联系企业等制

设、输电线路建设、科技示范培训等方面的民族专项

度。 将民生改善与新农村建设、小康村建设等结合

资金。 实施农业稳县战略,采取一山一策、一族一

起来,坚持工作的连贯性,不搞短期行为和形象工

策、一族多策、一村一品的方针,努力培植适合山区

程,要出成效,管长远,使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通行

民族地区发展的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使全县农业

环境等得到明显改观。

生产逐步向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方向。 坚

第四,缩小贫富差距,提供强劲的整体实力。 始

持工业强县战略,“ 漾江工业走廊冶 建设稳步推进,

终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创新扶贫

水电、冶金、化工、建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五大工业

开发模式,拓宽稳定增收渠道,坚持协调发展,正确

产业发展平稳,全县已建成小水电站 34 座,装机容

认识发展差距,把各项优惠政策和各方面的扶持帮

2 9959 万 元 ,同 比 增 长9 . 6 % ;其 中 工 业 总 产 值 达

同富裕。

万元,同比增长 4. 02% ;农村经济总收入 18 497 万

紧紧抓住国家对民族地区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

比增长 12% 。

实民族政策的环境,进一步加强对民族政策的研究,

量近 36 万千瓦。 今年上半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助转化成缩小差距的途径,逐步缩小差距和实现共

60 038 万元,同比增长 10% ;完成财政总收入 4 429

第五,用足用活政策,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 要

元,同比增长 12. 3% ;农民人均纯收入 1 096 元,同

等方面实行更多优惠政策的机遇,努力营造争取落

3摇 前景展望

努力提升民族政策争取落实效果,确保民族政策发

展望未来,漾濞县民族团结工作前景广阔。 我

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

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作出的一

第六,推进改革,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重视少

系列指示要求,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培养少数民族传

繁荣发展的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统文化人才;积极推进民间演艺队伍建设,建立民族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努力保持和不断发展各族人民

文化传承人才资源库;着力打造核桃节、彝族打歌、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民族刺绣、大刀舞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漾濞特色文

首先,强基固本,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牢牢把握
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冶 的主题,加

化知名品牌;着力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漾濞题材的
文学作品。

强领导,健全机制,明确责任,形成合力。 深入调查

第七,加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始

研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族团结工作的新途径、新

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立足县情,结合实

方法,把握新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特点和规

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以核桃为重

律,增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

点的特色农业,坚定不移地推进第二轮“ 工业倍增冶

预见性和创造性。

计划,培植壮大水电、冶金、化工、建材、农副产品精

其次,强化宣传,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扎实开
展民族理论、知识、政策和法律法规进机关、进社区、

深加工工业五大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为增加收
入创造更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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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of Ethnic Solidarity and Harmony in Yangbi
Su Lifen
( Yangbi New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Yunnan Province672500, China)

Abstract:Inhabiting multi-ethnic population, Yangbi Yi ethnic autonomous county has been given great im鄄

portance for years by the coun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new ethnic relationship of equality, soli鄄
darity, inter-assistance and harmony.

Key words: ethnic relationship; ethnic solidarity; harmo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