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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族青年热哈曼的故事

9 月 27 日，从国务院传来好消息：南门街道
喜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听到这条来自中央的喜讯，居住在南门街道
竹林社区的维吾尔族青年热哈曼激动地鼓起了
掌，连连为社区和街道“点赞”。

2011 年，热哈曼慕名来到了桂林。初来乍
到，人生地不熟，为了生计，他在竹林社区环城
西二路 20-22 号开起了新疆美食店。由于语言
障碍和占道经营，加上汉族群众对其不了解，双
方都比较排斥。热哈曼的生意也不理想。

南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卢献湘在了解到热哈曼
的难题后，上门帮助他协调门面和子女入学问
题，并且像个“活地图”、“百事
通”一样，给热哈曼讲解桂
林城市管理规定、生产
经营、本地群众生

活习性等。为了加深汉
维两族相互理解，卢献湘还多
次组织居民群众在热哈曼店铺举办“民族团
结一家亲”活动。大家一起品尝新疆的烤羊肉
串、馕饼、手抓饭、葡萄和桂林本地的煎饼、手
撕牛肉、啤酒鱼等美食，跳起了新疆舞蹈，民族
关系更融洽了。

如今，热哈曼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他本人
也从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异乡人”逐渐成了半个
桂林人。每逢需要做新疆来桂少数民族群众思想
工作时，热哈曼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故事讲给
他们听。

“异乡当故乡，友人似亲人”。一个小小的
热哈曼美食店，见证了南门街道在民族团结进步
工作中的汗水与成就。

成立于 1997 年 2 月的南门街道下辖 14 个
社区，总户数 41843 户，总人口 13 万人。少数

民族常住人口有 1 . 2 万人，流动少
数民族人员 2600 余人，由回

族、苗族、瑶族、维吾尔族
等 20 个少数民族构成，
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
民族、银锭、金竹、
甘棠、竹林等 7 个社
区。

近年来，南门街
道紧紧围绕“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主题，坚持制度建
设、阵地建设、宣传教

育、优化服务“四位一体”
工作方法，推进街道民族团结进

步工作深入开展，谱写出街道民族团
结进步工作新篇章，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2019
年 9 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荣誉称号； 2018 年 10 月街道被评为
“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银锭社区被评
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民族社区被
评为“桂林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

请收好，这是一份来自南门街

道的“经验包”

从全国数万个街道中脱颖而出，南门街道在
多年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过程中，摸索出了
一套“南门经验”。

卢献湘表示，想要开展好民族工作，机制是
保障。近年来，南门街道不断致力于健全服务机

制，确保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地生根。街道成立
了以书记主任为组长、各社区书记主任为成员的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民族
工作会议制度》《学习、联谊、走访、慰问制
度》《信息报送和情况通报制度》《信访接待制
度》等五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度。同时整合街
道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资源，建立健全“三级
网络、两级管理”工作机制，完善“一站式”服
务工作网络，为民族工作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此外，搭建“三大平台”，抓实阵地建设，
架起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服务桥梁。近年来，街道
投入 50 多万元，打造少数民族活动中心、少数
民族之家、少数民族流动党支部这三大服务少数
民族群众平台。

在银锭社区，近 300 平方米的少数民族活
动中心里，投影设备、音响、电脑、课椅一应俱
全。在民族社区，阅览室配备了近 1000 册图
书，可供居民们随意翻阅。平日里社区会在活动
中心开展民族人士座谈、民族书画展、民族团结
美食评尝、民族群众义诊等活动，受到少数民族
群众普遍欢迎。

在龙船坪社区，“民族之家”的牌匾被擦得
锃亮，每天来此活动的居民络绎不绝。 2015
年，街道投入近 20 万元在龙船坪社区打造了近
260 平方米的“民族之家”活动室。活动室内设
民族工作室、民族阅览室、少数民族服装展览楼
阁，定期开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工艺传承培
训；并结合实际多次举办浓情“三月三”、夕阳
“九月九”等少数民族群众文艺演出。

借助“民族之家”这个平台，街道积极开展
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帮扶活动，截至目前

汉族群众与少数民族群众结对帮扶 37 对。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

堡垒。针对少数民族党员离开老家来到桂林经商
这种特殊情况， 2017 年 6 月，街道专门在银锭
社区成立了桂林市首个少数民族流动党员党支
部，为少数民族流动党员提供组织阵地、党课教
育等服务，并将其纳入社区党总支进行管理，让
少数民族流动党员找到了“家”。

搞民族工作，不仅要干，还要说，更要抓住
一切机会“鼓与呼”。多年来，南门街道以媒
体、微信、文化、阵地宣传为载体，创新载体活
化宣传，为街道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在主流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有 100
余篇，形成浓厚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氛围。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将 80 余篇反映街道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的新做法、新亮点在
“魅力南门”微信平台上进行了刊载宣传。在金
竹社区的联达广场，设置了 24 块三面宣传栏，
在民族路醒目位置制作了大型的宣传标语等。同
时街道借助文化活动平台进行专题宣传。

节庆是弘扬民族团结的好载体。多年来，南
门街道充分利用每年一届的“魅力南门”群众文
艺汇演，元旦、春节、“三月三”、重阳等重大
节日，开展少数民族文艺演出活动。 2019 年 3
月，街道在联达广场成功举办首届少数民族趣味
运动会，在活动中穿插民族政策、民族文化知识
抢答，使群众在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了解民族政
策和民俗文化知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街道还积极开展民族
团结工作对外交流互鉴活动。做好外地单位到街
道社区参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现场观摩

学习、交流互鉴等工作；同时安排街道社区分管
民族团结工作的同志赴上海、延安等地参观学
习其他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先进经
验做法，取长补短推进工作。近三年来共迎接西
藏、宁夏、吉林、湖南怀化、安徽池州等外省市民
族团结进步工作现场观摩 20 余批次。

为了让所有少数民族能“扎根、乐业”，
找到归属感，南门街道还推出七项举措，尽显
关怀本色。

卢献湘告诉记者，针对少数民族，街道社
区专门推出了就业经商、老年养老、医疗卫
生、法律援助、子女入学、帮困扶助、房屋租
赁等七项服务举措。

马占雄有一手烧菜的好手艺。2015 年来
到桂林后，找门面多次碰壁很是无助。民族社区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帮他在汽车站附近找到了
一个门面，协助其办起了兰州清真拉面馆，由于
其手艺精、味道好，生意红红火火。像这样的事
例比比皆是。近年来，街道社区共为 40 余名来
桂的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了就业创业服务。

为了让少数民族老年居民能够在异乡安享
晚年，街道还安排了 30 余名少数民族老年朋
友进入辖区“孝慈轩”老年公寓养老，颐享天
年。并利用卫生服务中心优势，为 700 余名
20 — 64 岁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康检、妇检、
“两癌”筛查等免费健康检查服务。

少数民族遇到法律纠纷、子女入学难题怎
么办？南门街道早早就想好了办法。利用辖区
律师事务所，为涉事的少数民族人士提供法律
援助服务。截至目前，街道社区共为少数民族
群众调解纠纷 45 起。利用回民小学教育资
源，想方设法积极协调各方，为 40 多名来桂
少数民族子女提供了就学服务。此外，街道还
给 50 多位民族困难户提供了办理低保服务，
慰问少数民族群众 200 余人次，为来桂少数
民族群众提供房屋租赁信息服务 200 余次。

一系列的大胆尝试与创新，使南门街道民
族工作走出广西，走到首都北京，走到了国务
院的领奖台上。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指
示：“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人心所归，惟道与
义。 56 个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中国梦、复兴梦，就会照进现实。荣获“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大大地激
励了南门街道全体党员干部的干劲。

卢献湘说，未来，街道要让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让街道更有包容力和
凝聚力，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形成更大的命运
共同体，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版图片均由象山区南门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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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区南门街道：让21个民族像石榴籽般紧抱在一起

9 月 27 日，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大会表彰了 665 个

模范集体、812 个模范个

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市 4

个集体、3 个个人榜上有

名。其中，象山区南门街道

在 2018 年 11 月被自治区

党委政府授予“广西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后，又

喜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荣誉称号。

56 个民族 56 朵花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背景阅读：

▲象山区南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卢献湘向外来
流动少数民族群众介绍街道情况。

象山区南门街道开展“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民族团结群众文艺演出。

▲象山区南门街道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写春联活动，为
少数民族群众送春联。

▲象山区南门街道为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办理证件。 ▲象山区南门街道开展少数民族群众义诊活动。

▲象山区南门街道龙船坪社区开展少数民族工艺培训。 ▲象山区南门街道竹林社区开展民族亲邻里情活动。

▲象山区南门街道龙船坪社区各族群众共庆浓情
“三月三”民族风情长桌宴大型美食、歌舞活动。

象山
区南门街道
新竹社区开
展民俗趣味
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