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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果成熟后，多室多子，籽粒饱满，
颗颗相抱，正如我国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
一起。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用“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来比喻“各民族团结”，形象贴
切、饱含期望，在住琼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政协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我们，要促进各民
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
好生活。亲切的话语，让我感动不已。”住琼
全国人大代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政府
干部陈飘说，只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像石
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就能克服任何艰难
险阻，在追逐复兴梦想的大路上昂首前行。

陈飘表示，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中，我
们每一个人都要争当“石榴籽”，“作为少数
民族干部的一员，我更要主动作为，勇于担
当，努力当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建设者，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者，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逐字逐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后，住琼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民族
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林安对“紧紧抓住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这句话印象深
刻。作为少数民族界别委员，林安曾在海南
民族地区工作，对海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发展有着深入研究。去年6月至10月，林安
深入五指山、东方、琼中、保亭、昌江、白沙等
地开展调研，最终形成《挖掘少数民族特色
文化资源助推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
用调研报告》，提出多条加强我省非遗保护
传承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建议，“我
们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
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坚定文化自
信，做‘润物细无声’的事情，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思
想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说，各民
族团结和谐，则国家兴旺、
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这
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住
琼全国政协委员，白沙黎
族自治县打安镇政府三
级主任科员，该镇田表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羊风极说，近年来，田表村
干部们积极发动村民在做
好橡胶产业的基础上，大力
发展林下经济，使村民实现
持续增收，2021年，全村人均
年收入约1.7万元、较上一年增

加4000多元，“如今，这个原本偏远贫穷的
黎族村庄，已经变成了一个富美乡村。”

信心十足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海南
农垦乌石白马岭茶业有限公司岭头茶厂技
术员符小琴。在她看来，海南少数民族聚
居的中部山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依托这一资源优势发展茶产业，便是推动
黎族苗族同胞共同富裕的绝佳发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定了我们
继续干好事业的信心和决心。我将
继续和大家一起用心做茶、做好茶，
让家乡茶越走越远，也让茶树成为更
多农户致富的‘摇钱树’。”

一颗颗石榴籽，密密匝匝、
紧紧实实地簇拥在一
起，寓意着我们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共同奔向民
族复兴的美好
明天。大家
纷纷表示，将
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
托，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团结奋
斗，真抓实干，努
力谱写新时代海南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
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琼州回声

■ 本报特派记者 刘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内容丰富、内涵深
远。”省民宗委主任邹其国3月6日表示，
省民宗委将组织海南各族干部群众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
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同
时，省民宗委要切实把中央各项举措落
到实处，不断谱写新时代海南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新篇章。

“必须牢牢把握主线，增强建设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邹其国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要深刻
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海南民族工作中始
终牢牢把握这一主线、鲜明地突出这一主
线，所有工作向此聚焦，一切举措由此着
眼，不断增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邹其国介绍，2022年，省民宗委将组
织好全省民族战线迎接党的二十大系列
活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调民族关
系，把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最广泛凝聚各族群众共识，为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积极向上、团结
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宣
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

和精神实质，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正确把握
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
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凝聚人心的
基础，同步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就是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邹其国指出，要
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大
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现代化进程中
打造民族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海南样
板。“今年海南将开展第二批省级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评选命名工作，引导我省民
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良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

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对此，
邹其国表示，新时代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繁
荣发展，就要继承兼收并蓄、互鉴融通的
优秀传统，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建设。要推动“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
统聚落”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工
作；要加强民族理论、民族史、民族文化研
究，提炼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
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邹其国告诉记者，省民宗委今年将
积极办好“三月三”乐东主会场和黎祖祭
祀活动，擦亮海南民族文化品牌。力争
在拟于今年8月举行的第六届全省少数
民族文艺会演上推出一批民族特色鲜
明、时代气息浓厚的少数民族歌舞精品。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省民宗委主任邹其国：

谱写海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基层连线

二、加强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做好2023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工
作，切实把运动会办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会

办好全省第六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全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活动，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月”活动
支持黎锦、苗绣、黎陶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展，积极推进少数民

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三、助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现代化进程中
打造民族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海南样板。有重点、有计划打造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引导我省民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良性发展

四、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创建形式，加强分类指导，利用重要纪

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组织开展富有特色的创建活动
组织评选命名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和教育基地

加大对典型事迹的宣传力度，定期表彰在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中作出贡献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一、健全完善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

在各族群众中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宗教
观，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本报讯“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人
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我深以为然。”王贵专是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什仍村党支部书
记，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这让他对政府工作
报告中有关民生及乡村振兴的内容格外关注。
3月6日，王贵专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过去这几
年，该村在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先后启动
淡水鱼虾养殖、蛋鸡林下养殖、养蜂等村集体经
济项目，乡亲们的“钱袋子”正变得越来越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和强
化农业支持政策’‘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
业’，这些都是党和政府给我们发的‘惠农红
包’。”王贵专表示，接下来他将结合本村实际，
继续带领乡亲们发展特色种养产业，让大伙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作为一名地道的黎族姑娘，白沙黎族自治县
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经营者符小芳经过多年努
力，已将有机茶园及共享农庄的规模扩大至300
亩左右，已累计带动300余户黎族乡邻实现稳定
增收。“大伙就像是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守
着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优势，只要铆足干劲好

好干，就一定能结出香甜的果实。”符小芳注
意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支持脱贫地

区发展特色产业，还要增强脱贫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发展共享农庄，就
是鼓励各乡镇及农村因地制宜地带
动一方乡邻共同打拼创业，让大家学
有所长，在辛勤劳作中共享生态产业
红利，尽快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去年，我们组织了100名织娘
一起织了百米大织锦，向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献礼。”海南省民
族技工学校教师陈达谞
说，通过这次大织锦，他
深刻认识到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重要
性。陈达谞表示，
在接下来的教育
教学工作中，将
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民族观、
文化观、宗教
观，不断增强学
生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
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
认同感。
（综合本报

记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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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黎族山歌剧《呦呦鹿鸣》。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村医用“村医通”为万宁苗族老人办理药品结算。

2021 年 民
体杯全国高脚竞速
在白沙开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乐东的剪纸技艺表演。

▲时尚博主和黎锦传承人（中）一起直播“卖货”，推荐白沙黎族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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