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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区 民 委 领 导 为 2016 年 全 国 各 民 族
大 中 学 生 暑 期 同 心 营（广 西 分 营）授 课
近期，由团中央组织的来自湖
北、湖南、广东、海南、贵州、广
西等 6 省区 17 个民族 150 名大中学生
组成的暑期同心夏令营到我区参观
学习，体验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和
谐生活。
7 月 25 日下午，自治区民委副主
任周健在南宁为 2016 年全国各民族

大中学生同心营（广西分营）做了一
场题为“广西各民族对维护祖国统一
和民族团结所作的贡献”
的讲座。
在专题讲座上，他首先介绍广
西壮、汉、瑶、苗、侗等 12 个世居
民族的分布情况与特点，再从他们
的衣、食、住、行、歌舞、语言文
字等六大文化板块来阐明广西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既凸显了广西
壮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共华性、包
容性以及二重性，也彰显了壮乡各民
族文化融合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
国统一的重要作用与深远意义。
他强调，广西取得民族团结进
步的主要经验有七个方面：一是加
大制度建设，确保制度保障；二是

大量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保证参
政议政的政治权利；三是加强民族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经济发
展；四是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少数
民族整体素质；五是大力弘扬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明、健
康、向上的精神家园；六是加强民
族团结教育，妥善协调民族关系，

自治区民语委到融水开展侗语
南部方言第三土语纸笔记录工作
7 月 11 日至 21 日，自治区民语委科研处有关人员
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开展侗语南部方言第三土语纸笔
记录工作。
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
两个方言。南、北方言又主要以语音差异为依据，各
分 3 个土语。广西侗语都属于侗语南部方言。根据石
林先生 1990 年在《民族语文》发表的文章——《侗语方
言土语的划分应作适当调整》来看，融水侗语既有属
于南部方言第二土语的，比如中寨、大年、安太，又有
属于南部方言第三土语的，比如滚贝、汪洞、杆洞。为
此，科研处有关人员在国家语保工程的调查对象要求
的框架内，在当地民语局大力协助下，最终确定了滚
贝侗族乡平等村尧等屯、烈洞村必散屯的两名村民作
为此次语言调查发音合作人。
作为国家语保中心委托的项目，调查内容依照教
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及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
联合印发的《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民族语言（侗台
语族、南亚语系）》，完成包括概况（调查点概况、发音
人情况等）、音系、3000 条词汇表（通用词 1200 词、扩展
词 1800 词）、100 个语法条目的纸笔记录工作。其中，
词汇涵盖了天文地理、时间方位、植物、动物、房舍器
具、服装饮食、身体医疗、婚丧信仰、人品称谓、农工商
文、动作行为、性质状态、数量、代副介连词等 14 方面
的内容。语法例句的选择也是本语族语言中能自然
接受和使用的，常用性和自然度都较高。
下一步，自治区民语委将继续按照中国语言资源
保护中心的工作标准和技术规范完成融水苗族自治
县侗语第三土语的录音、摄像工作。
（自治区民语委 杨雨晴）

桂林市民宗委副主任潘天秀带队
到柳州考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7 月 20 日至 22 日，桂林市民宗委副主任潘天秀带
领该市象山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成员单位人员
一行 16 人到柳州市考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
况。柳州市民宗委副主任赵铁等陪同考察。
考察组先后深入柳州市广西两面针股份有限公
司、城中区阳光 100 社区和三江侗族自治县等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进行考察，了解企业、社区和自治
县各有关单位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好做法、
好经验以及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区）迎检准备工
作开展情况等。每到一处，考察组成员认真听取示范
单位开展创建工作的情况介绍，并就在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双方
一致认为在今后工作中要多交流、多探讨，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水平。
（柳州市民宗委 颜纯欣）

恭城第十三次党代会
专章部署民族工作

三 江 ：暑 日“
日“ 月 也 ”风 情 浓
7 月 22 日，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程阳八寨村民与景区公司举办“月也”
活动，以芦笙踩堂、侗族大歌、百家宴等多彩节目激情联欢，尽展绚丽风情。
近年，该县以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和广西特色旅游名县为契机，创
新推行“旅游+公司+合作社+电商”运营模式，在加快建设旅游“硬件”的同
时大打“风情牌”，精心糅合侗族文化元素，吸引众多高铁游客前来观赏体验，
全力将三江打造成全国民族文化旅游生态休闲养生中心。
图为侗胞唱着歌拦路迎宾。
（龚普康 摄）

7 月 18 日至 20 日，恭城瑶族自
治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该县在党代会 《工作报告》 中，对民
族工作进行了专章部署。一是要突出
保护和挖掘民族文化，在城镇规划、
建筑设计、门面装饰、景区景点建设
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凸显民
族风情，体现瑶乡特色；二是要加强
抢救和保护瑶族服饰文化，在保持基
本瑶族服饰特点的前提下，组织改良
设计，推动全县窗口单位、服务行业
从业人员着瑶族服装，形成浓郁的瑶
族文化氛围；三是要深度挖掘提炼瑶
族文化瑰宝“梅山图”精髓，打造和
创意文化产品，对瑶族吹笙挞鼓舞、
羊角舞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加工包装，推出一批既有现代文化
气息、又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精品力
作；四是全面落实中央民族政策，深
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提前
谋划一批重大项目，筹办好恭城瑶族
自治县成立 30 周年大庆活动。
会议期间，该县四家班子中的瑶
族领导干部、瑶族代表带头身着瑶族
服装参会，形成一道靓丽风景。
（恭城民族局 杨征祥）

大化民宗局党员

来宾市委统战部 市民宗委
联合调研组专题调研宗教工作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全区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谋划推动今后一个时期
来宾市宗教工作，7 月 25 日至 27 日，来宾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组成联合调研
组，分成 3 个小组赴各县 （市、区） 就宗教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此次调研以座谈会和单独谈话两种方式进行，主要了解各县 （市、区） 宗
教基本情况、宗教部门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行政执法情况、宗教事务管理情
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和对下一步宗教工作的意见建议等 12 个方面
的内容。
座谈会由各调研小组组长主持，会议先是听取了各县 （市、区） 统战部长
的调研情况汇报，随后参会的各相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依次发言，最后由调
研小组组长作总结讲话。会后，调研组还针对个别情况和相关人员进行了单独
谈话。
（来宾市民宗委 蒙家贺）

崇左市领导就花山“申遗”接受《凡事说理》节目访谈
近日，广西电视台科学理论大众化访谈节
目《凡事说理》录制了一期题为《花山岩画“申
遗”，助力广西文化发展》的节目，崇左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李振唐应邀就花山岩画
“申遗”相关话题接受访谈。
花山岩画连续三次进入中国“申遗梯队”，
前后经历十三年时间，
“ 申遗”成功实属不易。
尽管花山“申遗”之路艰难坎坷，竞争激烈，甚至
几乎与“申遗”失之交臂，但是困难并没有让崇
左退缩。崇左市委、市政府坚信花山岩画的重

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七是广泛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
课上，周健还与学员们进行了
互动。他把民族政策与现实生活紧
密联系起来，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例
子，风趣幽默地作出解释，让学员
们收获了丰富的壮乡民族文化知识。
（自治区民委 黄 刚）

大价值和竞争实力。经过不懈努力，左江花山
岩画文化景观最终进入“申遗”备选项目名单，
并于今年 7 月 15 日顺利通过第 40 届世界遗产
大会的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如何更好地融合发
展问题，李振唐表示，除了要加强对花山岩画的
保护，还要加强对花山岩画的宣传，最后就是如
何让花山岩画体现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让群众
有获得感，要通过文化和理论结合，通过挖掘和
利用花山文化，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让老百

姓在保护花山岩画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谈到花山岩画“申遗”成功将如何助力广西
文化品牌打造时，李振唐表示，一方面要以花山
岩画为题材，推出一批文艺精品，包括文学、影
视、音乐等不同形式的系列文艺作品。另一方
面，崇左将继续办好花山国际文化节、
“三月三
骆越王节”等系列文化活动，展现花山文化魅
力，传承花山文化，使花山文化品牌更好地树立
起来。
（崇左市民宗委 隆艳英）

踊跃参加“先锋微远”
微信平台在线学习班
大化民宗局党支部在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中，在抓好党章党规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集中学习、
党员个人自学的同时，组织党员利用
手机、电脑上网等方式参加市委组织
部在“先锋微远”微信平台开设的“两
学一做”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在线学习班学习，使学习氛围更
加浓厚，学习教育更有成效。
为了更好地引导广大党员深入领
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引导广大党员通过学习党章党规，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树立道德高
标准和纪律底线，推动争做讲政治有
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
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该支
部结合本局工作实际，认真建立学习
制度，落实人员督促，保证学习教育
常态化。在学习活动过程中，支部还
及时通报党员学习情况、学分情况及
考试情况，党员之间互相交流学习感
受、心得体会，共同分享学习收获，
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党员尊崇党章、遵
守党章和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的自觉性。
目前，该局在职 11 位党员全部
完成在线学习内容，考试成绩都达到
良好以上。
（大化民宗局 黄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