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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
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
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要深入做好意识
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

巍巍天山舒长卷，壮美昆仑谱新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各项事业均取得长足
发展，处处充满生机。在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下，各族人民努力建
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最是文化润人心。在时隔 6 年再次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
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显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重要的实现
路径就是增强新疆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质言之，文化
润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多种文化包容互鉴、交融贯
通，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深刻内
涵。而中华文化则始终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深厚土壤，始终是
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始终滋养着各族人民的心灵世界。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的文化教育事
业迈上了快车道，各族群众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这与党中央先后出
台的一系列文化润疆政策的落地不无关系。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人心，到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从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到文艺
创作成果丰硕……新疆文化事业发展成就巨大，多层面满足了各族
人民的精神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
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增强文化认同，就要把牢正确方向，创新方式方法，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润物无声；就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
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各族人民打心眼里热爱中华文化，
从血液中认同中华文化；还要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将对本民
族文化的热爱融入对整个中华文化热爱之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根植心灵深处，就是长远之策、固本之举。

“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抱在一起。”做好文化润疆工作，增进文化
认同，各族人民就能抱得更紧，更能凝心聚力，进而激发出更深沉而
持久的爱国爱疆之情，共创繁荣而灿烂的中华文化。而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此过程中的强化，也必将助力提升中华文化的魅力，增进
中华民族大团结，让我们在复兴路上走得更自信而坚实。

文化润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石川

在民族文化中找到根和魂
——访《听到花儿就想家》词作者刘新圈

●郭超

当年，从没去过草原的刘新圈凭着“一朵洁白的想象”，用一个小时
就写出了火遍全国的草原歌曲《套马杆》。十多年后，作为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柔性引进的人才，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新圈为了写
出一首达到自己标准的歌曲，寻寻觅觅一年多，才确定了主题。

作品创作时间有长有短，但对刘新圈来说，有一样是没变的。那就
是，无论如何，他要先找到作品的“根和魂”。

在歌词创作上，刘新圈大器晚成。年过不惑时，他的主业还是经营
一家复印店。写歌不过是对困顿生活的一种补贴。从小爱好文艺的他
17岁就发表了诗歌，虽然生活压力较大，但他20多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
创作。从写诗转到写歌词的第二年，他写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套马杆》
《我要去西藏》等歌曲。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首歌曲有“动静”，包括创
作十多年后近期又火起来的歌曲《火红的萨日朗》。

当时，刘新圈结合自己的感受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社会现象——很多
人在城市里生活久了，在职场上拼搏累了，都渴望回归自然，有着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想象。“如果写一首草原歌曲，有辽阔的草原和空旷的旋
律，一定会驱散生活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人们心头的疲惫和压抑。”刘
新圈把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凝结成一个词——草原。虽然从没去过草原，
但他在情感上有长期的积累，歌词如瀑布般一泻而出——“给我一片蓝
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首歌成了新草原歌曲代表作，成了全
国广场舞爱好者曲目库中的金曲，收获数个大奖，顺其自然上了央视春
晚。

出生在河南、定居在河北的刘新圈“误打误撞”闯进了“民族风”歌曲
圈子。很多人开始找他创作草原歌曲和民族歌曲，内蒙古、西藏、贵州等
地的少数民族歌手写歌的邀约接踵而至，一首首充满少数民族风情、地
域文化特色的歌曲被刘新圈写了出来。

为了给宁夏写歌，刘新圈数次来到贺兰山下采风。确定几个主题
后，他始终感觉不满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苦苦纠结。有一天，刘新圈
突然灵光乍现，自己绞尽脑汁想了那么多主题，怎么就没想到花儿呢？
看来最熟悉的往往也最容易被忽略。“花儿”对宁夏人别有意味，是宁夏
为外界所熟知的一张名片。

“生活在宁夏的人是听着‘花儿’长大的，所以花儿就和家有了紧密
的联系。这首歌以花儿为主线，花儿是西北地域文化标签，这是它的独
特性。但是从花儿到‘家’，就上升到每个中国人都难以割舍的乡愁。”刘
新圈说，《听到花儿就想家》是一首有地域文化特色、有民族特征的表现
乡愁的歌曲，这是它的“根和魂”。歌曲中既有花儿又有家，这个家不仅
仅是宁夏人的家，也是千千万万远离故土的人最为思念的那个家。这首
歌的人文情怀是引起观众共鸣的关键所在，它能润泽心灵并能唤起人内
心的美好情愫。

有的人对歌词创作有偏见——“不就是顺口溜吗，我也能写”。刘新
圈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对歌词的要求跟诗歌差不多。说起自己的写作

“秘诀”，他概括了三个词：对比、背诵、减字。
对比，看到一首歌名，先想想自己怎么写，再看看人家怎么写，尤其

是名家怎么写，从中找差距；背诵，把自己写的歌词背下来，过两天再背，
如果有哪句歌词记不住，说明写的时候没有下功夫；减字，写完歌词，看
看把哪段歌词、哪句话、哪个字拿掉，是不是影响表达，如果不影响，就说
明多余了。“虽然歌词没有明确的字数限制，但是要追求文字的精炼，用
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唐诗宋词之美就在这里，换一个字，就能
看出功底来。”刘新圈说。

将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心坎上将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心坎上
———记四师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中心—记四师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中心

●兵团日报记者 马燕 通讯员 杨俊钦

◀1月 16日，七师一二九团淮安里社区居民学习手
工编制技术。

连日来，淮安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辖区文
化能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给职工群众教授手工编织技
术，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
感。 兵团日报常驻记者 张西安 摄

1月 14日，四师七十八团
退休职工董保民在家中拿起
毛笔练起了书法。“我现在年
纪大了，就想培养个兴趣爱
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起
来。感谢这次培训，让我掌握
了练习书法的基本技巧，了解
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历史，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更深了。”
董保民说。

2020年10月下旬，得知可
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中心要
在该团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系列培训的消息
后，董保民第一时间报了名。

2020年 9月，该中心启动
了为期2个月的“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系列培训
活动，聘请师市专业人员为培
训老师，深入团场、社区、学校，
举办合唱、书法、广场舞、剪纸、

摄影培训班110多场次，对干
部职工、退休人员和学生进行
面对面指导和培训。

“这几个培训项目是我们
与职工群众进行反复沟通，广
泛征集大家的意见精选出来
的，都是一些广受群众欢迎的
培训项目，每场培训的报名人
数都是满员，课后的反响也非
常好。”王贵民说。这次培训
活动是近年来在四师范围内
举办的规模最大、涉及门类最
多、参训人员最多、覆盖范围
最广的一次群众性文化活动，
直接参加培训人数达2370多
人次。

受培训活动影响，目前，四
师各团场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
爱上了合唱、书法、剪纸、广场
舞等文化活动，成为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的“领头雁”。

1月11日，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
活动中心大厅里暖意融融，正在举办

“印象·四师可克达拉”摄影展，展出
上百幅精彩摄影作品。当天，可克达
拉市市民李刚在大厅内欣赏摄影作
品，他说：“我一有空就来可克达拉市
金谷文化活动中心逛逛，这里经常举
办不同主题的文化展览活动，丰富大
家的文化生活。”

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中心拥
有观演厅和舞蹈综合练功室、文艺活动
室等，自成立后，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
活动中心就成了师市各单位举办重要
文艺演出、活动、展览的场所，工作人员
承担着各类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

为了丰富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
该中心工作人员从师市文艺爱好者中
挑选出6名文艺骨干，充分利用现有场
地，开展技能培训，先后举办舞蹈、瑜
伽、摄影、合唱、剪纸等公益培训班60
多期，受到了职工群众的好评；每年举

办各类演出、画展、摄影展，丰富职工群
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如今，该中心已成为职工
群众的精神家园。

“我们中心共有3名工作人员，为
了全力打造职工群众喜爱的文化场
所，我们克服了人少、工作多等困难，
积极发挥自身特长，为辖区职工群众
开展丰富的文化服务和文艺演出活
动。虽然工作忙，但看见中心开展的
文化活动受到职工群众的欢迎，我们
觉得付出再多都值了。”该中心负责人
王贵民说。

今年62岁的四师六十六团退休
职工谭生花是瑜伽培训班中最年长的
学员。每周上瑜伽课时，她总会准时
出现在该中心的瑜伽训练室里。

谭生花高兴地说：“我种了一辈子
地，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别人练瑜伽，
现在退休后，自己能够在家门口练瑜
伽，感觉太幸福了。”

四师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
中心成立于2017年，为了丰富职工
群众的文化生活，该中心自成立以
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实施文化服务项目，充实群众的文
化精神生活，让文化活动走进基层、
走近群众。

2020年 11月下旬，中央宣
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公布第八届全国服
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集体名单，四师可克
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
中心榜上有名，荣获

“第八届全国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文
化建设县级文化
馆、图书馆、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
站、村（社区）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
心先进集体”
称号。

职工群众需要什么，活动中心
就提供什么；职工群众在哪里，文化
活动就在哪里开展。

为了把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
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中心倾听
职工群众的心声，注重文化活动社会
效益，与师市其他单位联合举办“春
节联欢晚会”“百姓大舞台”“民族团
结一家亲”等大型演出活动39场次、
公益演出活动380多场次，观众达20
万多人次；积极支持师市文艺工作者
原创的文艺作品，联合文艺工作者创
作出反映屯垦戍边的歌曲《军垦战士
的心愿》、反映三代军垦人无怨无悔

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文艺节目《暖春》、
反映新疆各民族群众大团结的小品
《新居》等，这些作品被“搬上”舞台后
深受职工群众欢迎。

该中心以职工群众的需求为导
向，推动各类文化活动深入基层，围
绕职工群众所需、所盼，注重引导、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让更多职工群众成为传承传统技艺
的带头人、开展公益文化活动的热
心人，积极开展接地气、有活力的公
益文化服务活动。

“我们组织党员干部、教师、在
校大学生、退休职工等组成志愿服

务队，还引导老同志和文艺爱好者
成立了‘草原之夜’文艺小分队、‘凤
凰舞蹈队’等团体。”王贵民介绍，
2019 年以来，该中心组织师市志愿
服务队深入四师各个团场开展“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慰问演出活动，先后演出 7场，观众
达1200多人次，还组织“草原之夜”
文艺小分队深入二师三十六团等师
团演出6场，现场为职工群众写“福”
字和写春联1300多幅。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
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影响很大，师
市各类文艺演出及培训活动大幅减

少。该中心克服困难，主动出击，利
用网络开展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
先后在网上启动了“抗击疫情，我们
在一起”书法美术摄影展、“诗颂祖
国、诵读中秋——诗歌朗诵线上听”
等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次。

“疫情防控期间，不少职工群众
居家隔离，或者居家办公，特别感谢
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中心，举
办了多项线上文化活动，不仅丰富
了我们的生活，大家参加活动后还
变得更加积极、乐观、团结。”四师七
十六团文体广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潘凌说。

图②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动中心组
织文艺小分队在四师七十七团慰

问演出（摄于2020年1月10
日）。 王贵民摄

图①职工群众在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
动中心欣赏摄影作品（摄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 王贵民 摄

图③ 1 月 18
日，王贵民在家
中撰写活动策划
文稿。

孙红雷 摄

打造群众喜爱的文化场所 让文化活动“活”起来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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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6日，十师一八三团机关工作人员在欣赏摄
影作品。

当天，一八三团举办首届“和美双渠 幸福瞬间”摄影
展，共展出该团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民族团结以及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等方面的摄影作品60多幅，生动反映了职
工群众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风貌。 李正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