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化 “许乎”文化架起跨族友谊桥梁

乐都 社区是咱温暖的家

平安 互帮互助凝聚发展最强动力

化隆 小拉面拉出民族团结情

民和 汉族村里有个回族救援队

互助
班彦新村团结花开生活美

今年春节，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
班彦村处处喜气洋洋：讲党课、听政策、办运动
会、慰问老人、跳安召。班彦村村委会副主任吕
志伟把这样的春节形象地称为“新式春节”。

搬出大山天地宽，团结一致奔小康。这些
年，这个曾经藏在深山里的贫困土族村落，已经
实现了属于她的“美丽蝶变”。

2016年 8月 23日，是班彦新村村民难忘的
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冒雨看望了搬出大山的乡
亲们。这几年，班彦新村129户群众牢记总书记
嘱托，把感恩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
在扶贫（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
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走进班彦新村村民吕有荣的家中，装修精
致、别具一格的现代化客厅映入眼帘。吕有荣
说，农家乐开业仅一个月内，游客络绎不绝。据
了解，这是去年实施的农家乐项目，新村 3户农
家乐已经完成主体施工，进入了运营阶段。在
村民吕保金家中，一张精心装裱的习总书记的
照片挂在中堂最醒目的位置。说起搬下来的生
活，吕保金反复说着同一句话：“习总书记的恩
情不能忘。”

互助县班彦新村村民吕保金告诉记者，从
山上搬下来以后，他们能经常吃到新鲜蔬菜，还
能领到国家养老金和高龄补贴，出门坐车很方
便，学生上学也不担心了。

搬进新居，产业支撑是最为重要的一部
分。2017年，班彦村土族盘绣产业协会建设的
盘绣园开始接收订单。截至 2018年底，累计接
收订单1800件，共计收入13余万元。

去年 10月，班彦村光储一体化污水处理光
储电站正式投运，这也是青海省首个“光储污水
处理”一体化示范项目。 该项目能有效解决村
民们的污水处理问题；剩余电量上网，除每年解
决 1.15万元电费外，还可带来 2200多元的年发
电收益……

班彦村的“破茧成蝶”，是贫困村脱贫的典
范，是数以万计各级扶贫干部工作成果的一个
缩影，是上下聚力脱贫攻坚工作的真实写照，更
是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互助县五十镇党委副书记杨占花告诉记
者，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利用班彦村省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和市级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引领作用，
通过新建连栋温棚种植水果、蔬菜、花卉，形成
休闲采摘基地。同时，结合农家乐和酩馏酒作
坊等特色项目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民族特
色绿色产业，真正让贫困群众富起来。

这一个个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在海
东大地上还有很多很多，这是一份份沉甸甸的
感动，印证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
论断。

如今的海东大地，人们用一句温暖的话语、
一个善意的眼神、一次小小的帮助践行着民族
团结。人人珍惜民族团结，全社会维护民族团
结的生动景象随处可见；唇齿相依、水乳交融、
团结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成为海东大地最美
的风景线。

□时报记者 李玉娇周海新 张娜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曾经，一代伟人毛泽东以革命浪漫主义

的诗人情怀，深情赞颂了祖国统一、民族团
结的空前盛况。时下，海东这块地处祖国西
北的土地上，各族群众团结和睦，相互依存，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的多元一体格局。

海东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
地区，辖4个民族自治县和19个民族乡。在
这片热土上，共同生活着汉、藏、回、土、撒拉
等 173 万群众，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50.4%，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
存、多文化融合地区。各民族小聚居、大杂
居的特点比较突出，被誉为“青海的缩小
版”。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
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明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性。

自2013 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海东历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把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
和关乎全局、关乎根本的大事，聚全市之力
扎实推进。特别是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市以来，市委市政府保持高站位谋划、
高起点开局、高质量推进，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
民族制度，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
市呈现出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经
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形
成了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共同推动、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由19个民族组成的
海东173万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
在一起，在河湟大地奏响一曲和睦相处、和
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华美乐章。

时光的车轮，承载着沧桑的岁月、厚重
的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一路前行。

梳理海东今天的发展脉络，足以窥见民
族团结进步这条主线始终贯穿于社会发展
的每个领域：从原民和镁厂改造生态湿地公
园到高铁新区实现和谐回迁，用改善民生提
升群众生活质量；从解决边界纠纷问题到与
黄南共同打造民族团结林，用生态建设维护
民族团结的成果；从打造高原现代绿色产业
的宏伟蓝图到建设青藏高原山水田园生态
绿色宜业宜居现代化新城，用城乡一体化发
展夯实发展基础；从单一的节庆文化盛宴到
高位推动并成功举行“青海年·醉海东”系列
活动，用文化盛宴展示河湟民族团结“硕
果”……同呼吸、共命运、心相连的民族感情
深深根植于每一件社会事业中，根植于每一
个河湟人心中。于是，这里处处都有讲不完
的团结故事，说不尽的民族情谊……

八月，在民和，原本是一个充满期待的收获
季节，然而，2018年 8月的强降雨天气，冲散了
人们的期待，等来的却是四十年未遇的洪涝灾
害。一时间，暴雨倾盆，洪水汹涌，泥流翻滚，该
县多地发生道路水毁、农田被淹、断水断电、家
园遭重创等紧急情况。

清淤保畅、转移灾民、灾后重建……面对突
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
干部群众闻“汛”而动，撸起袖子，携手齐力抗灾
自救。

这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重创了民和多地，
其中峡门镇孙家庄这个汉族村受灾较为严重，
对孙家庄村的村民来说，遭遇洪灾是不幸的，但
幸运的是，灾难发生后，来自该镇巴子沟村的38
名回汉群众自发组织的抗洪救援队来到了孙家
庄村……

据巴子沟村党支部书记韩成录介绍，参加支
援的巴子沟村抗洪救援队里有38名队员，包括
15名汉族群众和23名回族群众，他们中既有党
员群众、也有妇女，还有7人从民和县城专程赶
来参加救援。韩成录说，暴雨造成巴子沟村部分
路段村道中断，住在山上的 3户村民被困在村
里，8月6日对村里堵塞路段进行了清理，但还没

有畅通。尽管山上3户村民出行道路被阻断，但
吃住没有大碍，看到孙家庄村受灾严重的消息
后，他们就先来到孙家庄村支援清淤。

“8月 6日早上，村里的穆斯林群众得知孙
家庄村受灾的事情后，大家一致表示应该组织
去救援一下。”韩成录告诉记者，随后，他把救援
的意图发到巴子沟村的微信群里，得到了回汉
群众的积极响应。

家住在县城的巴子沟村村民冶大五代看到
群里的救援倡议和受灾的画面后，他的心里触
动很大，一大早便从县城专程赶来参加救援劳
动。冶大五代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汉族还是回族，我们都是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今天孙家庄的汉族群
众受灾了，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帮一把。

韩成录的村微信群信息发出后，远在省外
谋生的巴子沟村回汉群众以发红包的形式积极
响应，参与救灾行动，他们都希望解决一些救灾
机械费用。

孙家庄村的汉族群众受灾，巴子沟村的回
汉群众手挽手支援，在大灾面前，各民族心手相
牵，并肩奋战，谱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和谐曲，
描绘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新图景。

30多年前，地处偏远的青海省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一批不甘贫穷与落后的化隆人乘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出家乡，奔赴全国各地开
拉面馆养家糊口，并带动周边群众走出大山，跳
出农门，跨入城门，从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碗面已经形成了一
个不可小觑的产业，成为了海东市乃至青海省
的“致富面”“幸福面”“小康面”。

小小的一碗拉面，拉动着群众脱离贫穷，也
拉近着邻里心、民族情。在化隆县甘都镇东一
村，全村由回族、撒拉族、东乡族、汉族四个民族
构成。无论大事、小事，村民间都常常互相帮
助，相处十分融洽。村里一回一汉的马俊福和
朱和青就是以面结缘，相互扶持，传成佳话。

马俊福和朱和青自小相识，马俊福还认了
朱和青为哥哥。马俊福说：“我在深圳开拉面馆
时，顾不上家中的地，这时我就打电话给我哥，
让他帮忙浇灌一下，然后就放心地挂了电话，每
当我家有什么事，我第一个就会想到我哥。”

朱和青曾经靠在工地做工营生，后来马俊
福邀请他去深圳合伙开拉面馆。刚开始资金

紧张，马俊福就和他的外甥一起借钱给朱和青
开店。一年半后，通过将拉面馆转让，朱和青
赚了 16 万，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板。现
在朱和青和马俊福的外甥马哈开木在陕西省
宝鸡市眉县合作开了一家拉面馆，他们雇用回
族师傅，选用清真食材，在宝鸡经营得风风火
火。“信任是最大的基础，相互不信任，我的回
族朋友就不会借钱给我开拉面馆，现在我们的
信任程度已经到了不看账目的地步了！”朱和
青高兴地说。

在化隆县，这种由两个民族的人合伙开办
拉面店的事例很多很多，大家都是在相互信任
的基础上，通过信用担保等方式贷款走上了拉
面经济的致富路。

一碗拉面，不仅“拉”出了贫困群众摆脱贫
困的内生动力，还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促
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加深了民族之间的感
情。广大拉面人用一碗又一碗的拉面，用最朴
实的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既塑造了海东人形
象，又为所在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彰
显了海东人民浓浓的民族情、团结情、爱国情。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境内撒拉
族和藏族是两大主体民族，南片山区四个
乡是藏族聚居区，北片沿黄五个乡镇是撒
拉族聚居区。自从800年前撒拉族先祖迁
入这片神奇的地域后，原住民藏族和迁入
者撒拉族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
开发建设着这片黄河臂弯中的美丽家园。

在长期的守望相助中，两个民族间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许乎”文化。许乎，藏
语译音，意即值得信托的朋友或交往，语
含亲切。在循化的语境里，特指藏族和撒
拉族之间世代传承的一种族际友谊与跨
族交往关系，是维系藏族和撒拉族之间几
百年友好关系的一座看不见的精神桥梁，

撒拉族称之为“达尼西”。一个撒拉人和
一个藏族人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交往中结
成了深厚的友谊，转而形成了两个家庭之
间的友谊。他们之间一代又一代在相互
走动中建立起的人际关系上的彼此信任、
生产生活上的相互补充、宗教信仰上的互
不干涉。这是一段难得一见的青海民族
团结进步史上的美好记忆，也是藏族和撒
拉族先民们用真情和汗水浇灌盛开的一
朵民族团结的鲜艳花朵。

在循化，说起许乎关系，撒拉族人和
藏族人会觉得没有什么新奇。在循化县
道帏乡，村村都有篮球队，每年春节期间，
都会举办为期6天的篮球赛，撒拉族、汉

族以及藏族的27个球队参加比赛，通过
比赛促进了各村之间的交流，拉近了各村
之间的距离，融洽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道帏藏族乡三木仓村党支部书记仁
青告诉记者，不管是撒拉族，还是汉族和
藏族，各民族之间没有隔阂，没有矛盾，
大家和睦相处。现如今，这里的撒拉族、
汉族群众都会说藏语，语言沟通上没有
了障碍，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更加通
畅。同时，各民族之间充分尊重宗教信
仰和民族习惯，藏族过“新年”，撒拉族、
汉族到藏族家里串门“拜年”，撒拉族过

“古尔邦节”，藏族到撒拉族家里道贺，建
立了你来我往的传统友谊。

积石镇瓦匠庄村，距离循化县城1公
里，属于城郊村。村里居住着汉族、撒拉
族、藏族和回族。大家和睦相处，团结有
爱，互相帮助，彼此的信赖和默契构建了
和谐家园，真正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和谐民族关系。退休
老教师绽树人告诉记者，历史上，瓦匠庄
村被誉为“文化村”，村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普遍比较高，对各民族的包容性比较强，
从不排斥外来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甘
肃天水的韩达吾德来循化打工，期间，认
识了瓦匠庄村的一位姑娘，两人结婚后，
韩达吾德成了村里的上门女婿，村民们接
纳了他，和村里人一样看待他。

如今，循化县各民族相互携手、共同
团结进步，书写出了新时代“许乎”文化
的崭新篇章，“许乎”之间的交流也在继
续，携手共进的梦想也在继续……

回族阿爸的牛羊肉杂碎香飘四溢，
撒拉艳姑的循化大辣椒惹人垂涎，藏族
姑娘的牦牛酸奶醇香味美，汉族大叔的
茶楼里人气爆棚……在位于海东市平安
区的平安驛【袁家村·河湟印象】景区里，
各民族多彩的餐饮、服饰、建筑等文化在
这里集中展示，各族群众和睦经营，尊重
差异，包容多样，大家团结一致拧成一股
绳，让景区生意红红火火。

在景区清真小吃一条街，有回族经
营户27家，从业人员80余人。为了方便
袁家村回族经营户“礼拜”的需求，景区
专门投资修建了穆斯林文化馆，占地面
积约 21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20余名回
族同胞做礼拜，方便了穆斯林信教经营
户和穆斯林游客。

“尽管我们每个店铺制作的是不同
的美食，服务于不同群体、不同口味的游
客，但在这里，我们就像兄弟姐妹，谁的
店里有困难，谁的店里需要人手照看，大
家不论民族，不分彼此，都第一时间来帮
忙，所以整条美食街的氛围也很好。”景
区经营户魏春莲说。

只有团结，才能好好发展，才能形成

同心同德、无坚不摧的力量。景区里有
一对回族员工夫妇，男的叫马元才。去
年 7月，他的妻子在医院顺利诞下了四
胞胎。

罕见的四胞胎降临，给这个普通家庭
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这对年轻的夫妇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四个孩子的奶粉
钱怎么办？急需的生活费从哪里来？一
连串的问题让这对年轻夫妻慌了神。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景区负责人号
召全体员工及经营户第一时间向这对回
族夫妇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家踊跃捐
助，即使是素未谋面的汉族、藏族、土族、
蒙古族经营户，知晓此事后也在第一时
间主动捐款，帮这对夫妻渡过难关。不
到一天捐款就达到了7.1万元。这笔钱，
如及时雨一般，为这个四胞胎的家庭解
决了燃眉之急。

无独有偶，今年，景区经营户“老妈妈”
搅团店店主的儿媳怀孕早产，产妇妊娠高
血压引发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母子二
人生命危在旦夕。这一回，受过景区各族
兄弟姐妹帮助的马元才又成了第一个积极
捐款的人。在自己抚养四个婴儿经济拮据

的情况下，他向这对母子捐款500元。此次
募捐共筹得善款善款2.2余万元。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目前景区共有
经营商户 110家，从业人员 600余人，少
数民族近百人。自开始运营以来，景区
管理部门秉承着“民族大融合、民族大团
结”的思想和经营理念，从每周一次的商

户大会到每晚开班的夜校，景区都会组
织袁家村经营户开展以“唱响民族团结
主旋律”为主题的各类学习。同时，通过
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文艺演出、“民族
团结书法摄影绘画”比赛、“民族团结书
籍大家读”等活动，让各民族群众相互增
进了解、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像石榴籽
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荣
的社会条件，这才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的新境界。

小区院里的巷道干净整洁，邻里互
帮互助就像一家人，干部和群众之间无
话不谈……这是记者在乐都区寿乐镇社
区的所见所感。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欣
欣向荣的社区，十年前还是邻里纠纷不
断、历史遗留问题多的“问题社区”。

如今的社区，综合办公综合楼里棋
牌室、书法绘画室、阅览室等供社区居民
活动的场所一应俱全。棋牌室里两位老
人正在下棋、阅览室中有居民正在阅读
书籍，活动室里社区文艺队正在排练秧
歌……一派温馨和谐的场景。

寿乐社区管辖原青海铸造、锻造两个
破产企业居民小区，是一个藏、回、蒙、土等
少数民族杂居的社区。心齐才能办大事，
团结是社区幸福生活的基础，为了让社区

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创造幸福生活，社
区党支部书记付书辉等人花了不少心思。

“我们这里组建了五支队伍，分别是
志愿者服务队、文艺宣传队、便民服务
队、共驻共建联络队和党员先锋队，使少
数民族群众在社区治安巡逻、家庭矛盾
纠纷化解、邻里互助等各个领域发挥作
用。”付书辉介绍说。

“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由辖区内的30
名中小学生组成，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
在辖区孤寡老人家中，陪伴老人、打扫卫
生、带去欢乐。

寿乐社区有 10户空巢家庭，由下岗
职工组成的“空巢老人服务队”把自己的
联系电话留给每位空巢老人，随时和他
们保持联系，解决老人的困难。每逢传

统佳节，志愿者都会在楼门口挂上大红
灯笼，让老人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

由 40名妇女组成的“巾帼志愿者服
务队”更是活跃在社区的各个角落，帮扶
解困、邻里互助、化解家庭矛盾纠纷、社
区治安巡逻、美化环境……

因为有了这五支队伍的辛勤付出，
才让这个社区的人情味越来越浓。“提到
服务队的工作，付书辉如数家珍。

“有天上午，阿桑杰突然跑到社区找
我们，说是家里有事，让我们中午务必过
去一趟。一下班我们就赶过去了，结果
看到他们家桌子上摆好的饭菜，当时我
的鼻子就酸了。”付书辉告诉记者，原来
从牧区搬来的阿桑杰初到社区时因为人
生地不熟有不少事情不知道如何解决，
但大到社区办事，小到家里购物，时时刻
刻都有“好心人”帮助他。几年时间过去
了，这个朴实的藏族汉子不知道如何感
谢他们，才想出这样的主意。

付书辉介绍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
社区根据楼栋划分了九个网格，都设有调
解员、信息员、宣传员、党员先锋队及志愿
者服务队等，将服务覆盖到全体居民中。

“社区工作人员经常到各家走访，有困难
就给我们解决，所以他们一有啥号召，大
家都积极响应。”社区党支部和工作人员
通过贴心的服务，强化了居民对社区的认
可，提升了社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付书辉说，如今，只要有节日，社区
都会组织开展活动，民族团结就是活动
主题。比如，开展评选“好婆婆”“好媳
妇”“最美的人”等活动，拉近了社区与辖
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弘扬了民族大团
结精神，营造了和谐社会氛围。民族团
结“一家亲”文艺演出、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等活动,构筑了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三个离不开”
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两个共同”已成为
社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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