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柳州市有一座风景

秀丽的龙潭公园。在美丽的

龙潭湖畔，是个居住着8003

人的大龙潭社区。社区居民

中少数民族人口近四分之

一 ， 汇 集 了 壮 、 回 、 瑶 、

苗、侗等13个少数民族。多

民族聚居，让大龙潭社区居

民的生活多姿多彩。

大龙潭社区有“三件宝”，全国民族团
结创建活动示范社区荣誉称号、大龙潭网上
歌圩和龙潭公园。

三件宝，件件都是社区各民族守望相
助、相敬相爱的见证。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
下，各族居民在这里共同生活、共同奋斗、
共同追梦。民族团结的花朵，盛开在龙潭湖
畔，美丽而芬芳。

民族团结花盛开

雨后清晨，阳光刺破云层，透过浓密的
树叶洒落在龙潭路上，温馨、明媚。

平日里，年轻人赶往市中心方向去上
班，老年人则漫步龙潭公园来锻炼。

晨练的老人中，有 89 岁高龄的李明
贵。这位山东老人腰杆硬朗，两眼炯炯有
神，说话中气十足。老人 14 岁扛枪打仗，
跟随部队一起喊着“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口
号从北打到南。

1980 年李明贵转业到柳州商业机械
厂，担任副厂长、党委书记，从此落户大
龙潭社区。

作为老居民，李明贵对社区的一草一木
都十分熟悉。“我刚转业过来时，社区居民
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但是不管谁家有难，
大家都会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靠着互相帮
助，各民族兄弟姐妹克服种种困难，携手一
路走过来。”李明贵说。

大龙潭社区所在的龙潭路分布着当年柳
州的许多国有企业，形成了工厂和职工宿舍
交织的混合型社区。

“那时工厂里的工人大多是从各地招工
来的，大家虽然语言、生活习俗不一样，但
是工友间和邻里关系都很和谐。”李明贵说。

改革开放后，柳州工业得到较大发展，
这些工厂在当地县乡村大范围招工，包括少
数民族群众在内的一大批人员进入城市。当
时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只有两三人，大多数
时间在街巷蹲点入户，做着人口信息登记和
开展卫生、治安宣传工作。由于外来人口
多、地方方言多，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学会了
一些简单的方言，方便和外来人员交流。

“当时居委会工作人员基本没有工资收
入，需靠自己做点小生意维持，办公室只有
30 平方米，人多一点的会要到外面树下或
凉亭里开。现在社区搬进了600多平方米的
新办公楼，给居民提供的服务多了，活动场
地也多了，各方面条件都比以前好很多。”
李明贵说。

如今，龙潭公园优美的环境，吸引来许
多人养老，昔日柳州的工业区已逐渐变成生
活居住区和休闲养老区。进入新世纪以后，
大龙潭社区各民族加速融合发展，打油茶、
唱山歌是社区壮、瑶、苗、侗等民族的传统
习俗，如今，这一习俗深受社区各族群众的
喜爱。

1991 年退休后，李明贵依然关心社区
建设，多次到中小学为各族学生讲述革命传
统故事，孩子们非常欢迎。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李明贵把自己多年收藏的毛主席
像章拿出来，在社区民族文化长廊里摆出

“七十大庆”的造型，供人们参观。
李明贵把山东人的豪爽，革命前辈艰苦

奋斗的优良传统带到了社区。而退休医生、
毛南族党员谭迺核则为社区谱写了一首各民
族兄弟姐妹相互关爱的感人之歌。

社区壮族居民卢玉珍因一次意外事故，
导致高位截瘫，丈夫梁玉斌也身患疾病，无
法照料瘫痪在床的卢玉珍。了解这一情况
后，谭迺核主动担下了护理卢玉珍的重担，
一干就是近5年。

谭迺核从柳州橡胶厂卫生所退休后返聘
到诊所上班。每天下班要先去卢玉珍家帮她
翻身、洗理、上药后再回家。见妈妈总是回
家这么晚，女儿追问谭迺核，但她总是以诊
所病人多作借口。

“不想告诉家里人，是因为怕他们担
心。女儿说我年纪大了，不要操这么多心
了。”谭迺核说。

谭迺核也没告知社区，直到有一次社区
工作人员下户，才知道是谭医生每天在帮忙
照料卢玉珍。

在谭迺核的感召下，瑶族党员盘丽珍、
满族居民那淑珍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一
直照顾卢玉珍老人，直到她去世。此后，谭
迺核又主动去照顾患病越来越重的梁玉斌。

“大家是邻居，你助我，我助你，民族
才能大团结。我是闲不住的人，共产党员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我还有精力，还
有能力为大家做点事。”谭医生说。

大龙潭社区党委借助谭医生的事迹，开
设了“学习身边好人好事”百姓宣讲课，向
更多的人宣传民族团结的互助精神。

就这样，大龙潭社区居民们你一笔，我
一笔，绘出了一簇艳丽的民族团结之花。目
前大龙潭社区已经组建了一支130多人的志
愿者队伍，有力推动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

各族兄妹齐奋发

作为曾经的柳州国有企业集中区，龙潭
路两侧遍布工厂。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企
业大多已不再生产，留下了旧厂房，旧职工
住宅区。当年朝气蓬勃的青年职工们，今天
也逐渐成为退休老人。

1978 年，瑶族阿姨陈伟雁与龙潭路开
关厂工人周海坤结婚。小两口工作努力，日
子过得平淡幸福。1993 年，因为工厂效益

不好，周海坤所在的车间整体关闭，48 岁
的他成了厂里第一批下岗工人。

当时家里孩子刚上初中，一下子没工作
没收入，周海坤感觉天都要塌了。他想不
通，自己工作一直都很努力，还是厂里的先
进，为什么让他下岗？

“那时他总说不想活的话，我很担心，
和他谈了整整3天。”陈阿姨说。

在陈阿姨的耐心开导下，周海坤先后做
过司机和厨师。陈阿姨退休后，和周海坤一
起到一家餐厅工作了6年。利用这6年积攒
下的钱，陈阿姨来到大龙潭社区买了套房
子，从此，夫妻俩开启了社区养老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儿子周国在一次
车祸中受伤致残，给这个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的家庭又蒙上一层阴影。周国是独生子女，
致残后按政策能享受到补助，但他坚持不领
这个补助。

“孩子说不要，可以自理，不给国家增
加负担，补助留给更需要的人。”陈阿姨说。

自强、奋斗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幸福。如
今周国与朋友合作开了家工程公司，经营越
来越好，收入水涨船高。陈阿姨告诉记者，
现在退休生活很幸福，每天和老伴儿到公园
晨练，然后到市场买点菜，回去陪孙子，享
受天伦之乐。

“这一路走过来真不容易，多亏了党的
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让我们普通人通过自
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生活。”陈阿
姨说。

社区各族群众在为美好生活奋斗着，社
区党委书记韦庆珍和同事们也没闲着，为把
社区建设得更美好而辛勤忙碌着。

橡胶厂宿舍区是一个“三无”老小区。
原来的小区道路破烂，垃圾堆积，水电、燃
气线路老化。为了保障居民的居住安全，社
区多次召集居民代表召开“民情唱谈会”，
对小区管理共同出谋划策。

如今，通过实施惠民工程，小区硬化了
道路，建设了停车棚，清理了陈年垃圾，装
上了监控设备，老化线路实现了改造，小区
环境卫生及治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社区干部真不容易啊，利用休息时间
帮我们清理垃圾。仅一户一表改造，就组织
大家开会讨论了不下20次。”橡胶厂退休工
人、大龙潭社区原支部书记梁以柱说。

梁以柱告诉记者，社区为大家办了许多
实事。以前小区有100多户老房子是没有厕
所的，住户要去公共厕所。但公厕管路堵
塞，污物横流，臭气熏天，难以下脚。在社
区的协调努力下，对厕所进行了疏通改造，
如今的公厕干净卫生，大家心情都很舒畅。

“他们真辛苦”“他们经常下户的”“什
么工作他们都做”……蹲点采访中，记者听
到很多群众发自内心对社区干部的点赞。一
辆电动自行车，是韦庆珍走街串巷解决各种
大小事的好帮手。她和同事们用自己的努
力，把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到社区，让各族群
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改革发展顺民心

改革发展，是国家前行的动力，也改变
着大龙潭这个小小的社区。

“我们以社区民族工作为抓手，以创新
发展、促进和谐为目的，建机制，搭平台，
创特色，聚人心，扎实抓牢民族工作的各项
基础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走出了一条有
特色的民族工作新路子。”韦庆珍说。

记者了解到，大龙潭社区制定了《外来
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制度》《民族工作服务站联

络员制度》等，定期召开社区民族团结工作
会议，分析总结当前辖区内民族工作情况。
依托网格化社会管理与服务平台，将民族团
结工作明确到人，健全民族团结工作网络体
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针对社区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居
民多，大家爱打油茶、唱山歌的特点，大龙
潭社区改革创新民族工作方法，以油茶、山
歌等为纽带，密切与各民族的联系，激发居
民共建和谐社区的积极性。

“油茶虽小，却浓缩了深厚的民族感
情。如果我们为来办事的居民也准备一碗油
茶，一定会受到群众欢迎。”韦庆珍说。有
了这个想法后，社区便专门购买了一套打油
茶用的器具，几名工作人员向居民请教，学
会了打油茶的工序。

这些年，每逢农历二月二、三月三、清
明节等传统节日，大龙潭社区都组织“油茶
会”，邀请辖区居民一道品味民俗，拉家
常，增进各族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遇到大
型宣传活动，社区工作人员也会准备好一碗
碗油茶，活跃现场气氛，拉近邻里距离。

除了打油茶，社区工作人员还学会了唱
山歌。以歌为媒，山歌成为社区工作人员和
少数民族群众沟通的最好载体。

除了宣传政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山
歌也被灵活用于调解邻里矛盾。

“要把邻居当朋友／团结和谐莫记仇／
通常先跟社区讲／莫让怨火烧心头。”这首
山歌是社区工作人员为调解一个邻里纷争
而作。

一次，社区有网民发帖投诉邻居养斗
鸡，说斗鸡不分昼夜地叫，严重影响家人休
息，恳请社区帮忙调解。社区工作人员便发
了上述山歌进行调解。网友们看到后纷纷创
作山歌跟帖响应。

像这样的社区山歌调解案例，数不胜
数。山歌具有亲和、俏皮的俚俗智慧，有了
网络歌圩的民生“和”唱，如今再化解邻里
矛盾、子女教育、赡养纠纷等难题，调解员
们都觉得简单了许多。

此外，社区还以“民情唱谈会”的方式
收集社情民意。社区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
深入到各个小区、楼栋、市场等居民聚集的
地方，开展“民情唱谈会”，收集居民群众
的意见建议。近年来，社区共收集民情民意
近300条，社区及时通过“惠民工程”为居
民解决难题，小区的公用基础设施得到修
缮，人居环境得到初步改善，居民幸福指数
不断提升。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社区少数民族民
生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2012 年，社区投
入资金10万元建成少数民族服饰创业培训
基地，通过引入合作企业对辖区下岗失业人
员进行服饰加工技能培训的方式，促进少数
民族群众创业就业。近年来，社区共帮助
72名少数民族群众实现了再就业；为65户
共计317名少数民族居民申请了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金；为269名少数民族居民提供免费
就业技能及自主创业培训；帮助3名外来务
工人员领取到工资报酬，维护正当权益；为
7名少数民族群众解决小额贷款13万多元；
免费为43名困难少数民族居民办理了城镇
居民医保；探望高龄、重病少数民族退休职
工 161 人次；慰问少数民族困难党员 84 人
次；为91名少数民族子女减免了学杂费。

龙潭湖畔欢乐多

4月17日下午，大龙潭社区的童悦幼儿
园里洋溢着欢声笑语，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华

传统面点制作比赛正在举行。各族群众制作
传统面点，让幼儿园小朋友们投票评出
名次。

“太开心了，大家在一起做面点，好像
回到了童年。这样的活动很好，促进了各民
族关系的和谐。”居民黄爱忠说。

“社区居民很多是少数民族，喜欢唱山
歌。现在有了活动场地，也有了活动经费，
居民是想唱就唱，天天唱，时时唱。”居民
梁以柱说。

近年来，大龙潭社区以文化促民族团
结，策划了各类民族活动，从思想上、文化
上、活动上丰富辖区各族居民的生活，营造
各民族和睦相处互尊互爱的友好氛围。

营造氛围。社区道路的路灯底座是铜鼓
造型的，闲置的小区外墙打造成了社区文化
长廊，制作了民族团结宣传专栏。在长廊内
布置有少数民族服饰、习俗、特殊节日的相
关宣传图片，营造了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
氛围。

搞起活动。社区居民家门口的龙潭公园
是极具民族特色的国家4Ａ风景区，这里建
有壮、苗、瑶、侗等各民族村寨和风雨桥等
民族建筑。社区按照“因地制宜、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共享成果”的原则，不断探
索和完善民族工作“共驻共建”机制。龙潭
公园专业的民族表演团队与社区居民自发组
建的“心雨民族艺术团”通力合作，开展各
类民族演出活动，大力营造民族团结氛围，
拓宽了民族团结工作的影响范围。

“我们公园是以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有
各族村寨，民族歌舞、乐器、服饰、菜肴、
工艺品等展示，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情品
牌，社区居民来了可以了解民族文化，体验
民族风情。”龙潭公园管理处书记桂春芳说。

“我们社区有龙潭公园这么大、这么美
一个‘活动中心’，简直是太幸福了。生活
水平提升了，大家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
需求。社区在公园开展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活
动，真的让大家感受到党的政策好，改革开
放好，民族团结好。”壮族老党员廖素莲阿
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如今，国家繁荣富强，各族群众团结进
步，大龙潭社区各族群众，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他们团结，他们奋斗，他
们歌唱，幸福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
庭里。

广西柳州市大龙潭社区:

这里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家家户户连宽
带，山歌进入新时
代；五十六朵花都
美，首首山歌表心
意！”大龙潭社区各
族居民用山歌唱出了
民族团结的心声，唱
出了过上幸福生活的
信心。

大龙潭社区的山
歌为什么唱得这么动
情、这么响亮、这么
好听？因为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国家
不断发展进步，民族
政策得到了很好落
实，各民族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各民族兄
弟姐妹在和谐社区的
大家庭里过上了美好
幸福生活。

大龙潭社区曾经
是老国企集中地，老
人多，少数民族多。
这里的人们曾作为企
业工人而自豪过，也
曾为企业关停并转下
岗而阵痛过。但在改
革开放政策和党的富
民政策照耀下，他们
卸下历史包袱，共同
面对困难，通过奋斗
改变了命运。

国 家 发 展 起 来
了，社区也实现了发
展。随着国家实力的
不断增强，居民的医
保、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
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有了更好保障。随着国
家对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视，社区服务功能更
加完善，社区环境显著改善，社区各族群众
零距离感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团结促
进发展，发展又进一步促进团结，各族党员
群众你献一份心，我出一份力，把社区建成
了和谐美满的家园。

在社区蹲点期间，革命老前辈李明贵、
毛南族医生谭迺核、瑶族阿姨陈伟雁、壮族
社区党委书记韦庆珍等给记者留下深刻印
象。他们有的为社区发展贡献余热，有的相
敬相爱播撒爱心，有的自强不息改变命运，
有的为建设社区日夜操劳……各族群众倍加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每个人都精
心浇灌着民族团结之花。

浸染了岁月的沧桑，又集聚了走向新时
代的信心，穿越风雨见彩虹，各族人民更加
懂得，只有依靠党的民族政策，才能实现各
民族团结进步；只有各民族兄弟姐妹团结起
来，才能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以
团
结
促
发
展
的
幸
福
社
区

童

政

大龙潭社区举办的民族特色小吃展示活动。 （资料图片）

大龙潭社区党委书记韦庆珍（中）为青少年讲解少数民族文化。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