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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演进形态和主流现象。当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我国民

族事务复合性治理的实践路径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四个共同”和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理论为依据，考察内蒙

古通辽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现，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共同体意识的

属性规律，也呈现了从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优势到以蒙古族、汉族为主，再到多民族共生的民族关系发展历程。在我国

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中，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相关的党领导下的政策法规类宣传活动、完善民族互嵌式社区

环境和社会结构的相关举措，作为重要的实践方法和路径，有力推动了通辽地区民族事务的全域性、综合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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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民族关系演进形态，这一趋势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存在和不断加强，并且被赋予时代性内容。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

有十分悠久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历史上的“四个共同”从开拓疆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和培育

精神的不同层面，为同一时期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发挥了为“四个共同”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可贵

实践路径和不竭内生动力的重要作用。目前，在与“四个共同”相关的研究中，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于玉慧、周传斌用“四个共同”分析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成和发展的基础[1]。周智生、李庚伦则提出应以“四个共同”理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应深入开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教育活动[2]。

当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现象，在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前我国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大环境、大背景进行过多次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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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和部署，为现阶段准确把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及实践

要领提供了根本依据和指南。对此，学界围绕上述问题形成了诸多相关研究成果。在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方面，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观命题来探索的相关研究成果，整体上呈现出

了站位高、视野广的特点。高永久、赵志远归纳分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不同侧重点，同时总结提炼二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基础、原则及主线的内在逻辑联系

和特点，为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二者的内涵、属性及辩证关系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研究视角和科

学方法[3]。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与党领导下的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相关的理论，因其能够为了解

和把握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新格局、运行机制和发展逻辑等提供更加可靠的理论依据，而具有时

效性强、现实价值大的特点。马俊毅认为，“党全面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是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

建设与民族事务治理路径 ，符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国情。它来自中国共产党百年民

族事务治理的独特经验，并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延续与发展其逻辑，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族事务治理的主要特征”[4]。这一观点对党全面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的发展逻辑、历史功能及当

代价值等给予了阐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借鉴价值。

事实上，为了应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国

家层面，对民族事务治理上的中国特色治理理论和实践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作为重要的内容和实践路径，也被赋予新的时代特点和任务。然而，在现有研究成果中，不

仅鲜有学者用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国家治理视角来探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缺少用实践检验

理论或实践丰富理论的研究思路梳理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典型经验的成果，这也为此类课题

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尝试以我国内蒙古通辽地区为考察区域，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

个共同”理念为理论依据来梳理、总结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和主要特点，借鉴由

学者马俊毅提出的党领导下的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相关理论，将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相关

的党领导下的政策法规类宣传活动、多民族互嵌式的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作为该地区推动民族事

务复合性治理中“政治化、法治化、社会化”之理论和现实路径的不同切入点，进而研究阐释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在新时代的内涵及推进路径，并总结其具有示范性价值的成功经验和举措，旨在为我

国民族地区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可行性方案。

一、“四个共同”与通辽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

通辽地处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众多民族先后来到这里繁衍

生息，成为创造和发展该地区独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

（一）各民族共同开发辽阔疆域的历史性实践，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

平台

作为西辽河“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通辽地区很早就被纳入我国疆域版图和治理

体系中。该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业已形成了东胡、鲜卑、契丹、室韦、女真、蒙古和汉等多民族共同

生活在一起的局面，但是从深化、拓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和广度的原因来看，以中央王朝和

少数民族政权的形成与交替为背景的各民族，对该地区的共同开发、利用和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强化作用。尤其是历史上崛起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民族政权，因在地缘、空间上占据绝对优势而对该

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其中，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和发挥重要作用的历

史性建设实践主要包括辽金时期契丹人和女真人以我国北部地区为核心建立民族政权的模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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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推动了生活在现今通辽地区各民族先民共同开发该地区的实践活动，并且为该地区各民族先民

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蒙元时期世居该地区的游牧民族在大量迁往中原、江

南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起为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

期形成的空前景象和势头，将世代生活在该地区的不同民族纳入和整合到更大范围的多民族开拓

疆域的庞大队伍之中，并以冲破传统地域和文化的束缚，创造并增强他们与中原民族乃至世界民族

之间频繁互动、交融共生的崭新模式，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进入清朝以

后，“蒙地开垦”“移民实边”政策的相继实施，改变了该地区以向外扩张为主的特点，而且在接收数

以万计的汉族移民和实现蒙古族民族社会由游牧到定居的社会转型基础上，转向了各民族对生存

区域本身的共同开发和建设，并逐渐形成了以蒙古族、汉族为主线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模

式，对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述现今通辽地区各民族先

民共同开拓疆域的历史性建设实践，从开拓和建设共同生存空间及形成共同利益的层面，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增添了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内容和特质。

（二）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的演进历程，决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进方向

追求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一直是历史上不同统治阶层的共同愿景。这一过程也是各民族以

共同创造、维护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了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促进的特点。历史上对通辽地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深刻影响的政治制度和手段有蒙元时期蒙古文字的创建，《青册》《蒙古秘史》《扎

撒》等蒙古族文献和法令的撰写及颁布实施，以及元朝时期创立的以传授蒙古族语言文字、蒙古族

价值观念等为主要内容的官学方式等，确立了蒙古族及其文化当时在该地区民族社会中的重要地

位，使这一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涉及内容和特色形成上具有以蒙古族及其文化为主线的发

展特点。明朝时期，现今通辽地区仍然属于蒙古族集权的重要辐射区域之一，加上奎蒙克塔斯哈喇

嫡孙瓮阿岱（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世孙）的迁入，对周边其他蒙古族分支（主要包括郭尔

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和土默特等）与女真诸部的整合，以及根据固定牧地分左、右两翼进行游牧

的制度建设，实现了现今通辽地区由过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历史舞台”向“以蒙古族为主体的

民族地区”的转变，赋予了这一时期的蒙古族以“蒙古高原地区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继承者”的角

色和身份，奠定了他们在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地位。进入清朝以后，通辽地区的蒙

古族逐渐以“科尔沁部”的形式存在[5]。之后，在清朝招垦和移民治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族在该

地区人口结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优势和功能日益显著，逐渐成为该地区在规模、实力

和影响力上能够与科尔沁蒙古族相当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蒙、汉两个民族力量的相长消除了文化

上的相互排斥、经济上的相互竞争和情感上的相互疏离，推动其朝着相互借鉴、相互依存和相互亲

近的方向发展，逐步成为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点内容和主流现象。历史上通辽地区

各民族共同接受统治阶层的治理和整合，走过了从迁徙到互动再到不同程度融合的复杂历程，共同

勾勒了多民族共存共生的历史现象，讲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故事，他们不仅共同书写

了通辽地区的地域发展史，也为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和色彩。

（三）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的过程，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添加了很强的“黏合剂”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既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身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法。自古以来，通辽地区各民族以共同创造灿烂文化为抓手，推动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活动从未终止过。通过 1975年对舍根墓群的考古结果看，至少从东汉时期开

始，陶罐、陶壶、马具和海螺等饰物已经成为促进该地区鲜卑、匈奴和契丹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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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媒介[6]。在进一步对其器皿纹路、技艺的来源和特点进行考察分析后，能够得出这一时期上述不

同民族在器皿文化方面已经进入了混融发展阶段的结论。文化混融是以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

借鉴和认可为基础的文化再创造行为，也是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的重要标尺，更是增强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黏合度”的重要载体。再如，该地区被列入“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

名录——辽代遗址群”的韩州城遗址、豫州城遗址及墓地等考古遗存，说明古代通辽地区作为东部

“草原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不仅是传播、扩散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的重要通

道，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积极融合与吸纳外来民族文化的重要舞台。进入清朝以后，通辽地区进入由

游牧向定居转型的社会发展状态，这一客观事实更是全面阐释了蒙、汉两个民族在民族文化发展上

所持有的互鉴融通、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及交相辉映的文化态度和品格。他们共同创造文化的举

措，对当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黏合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带来了该地区生产方式

由传统游牧向牧业、农业和渔业等多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而为生产、经济领域中各民族间的交往

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的路径；二是改变了该地区传统的人口分布结构、通婚模式和居住格

局，尤其是随着杂居村落和族际通婚数量的迅猛增长，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发展趋

势变得日益显著。

（四）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光辉历程，丰富发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与功能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一时期，通辽地区

因业已在文化和民族关系发展上均具备多元一体的结构和特点而成为滋养我国爱国主义精神和酝

酿人民反抗斗争的重要温床，涌现出了一大批保卫国家领土、捍卫民族尊严和揭露封建黑暗统治的

杰出人物或先进事迹，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沙俄煽动、蛊惑内

外蒙古独立的无耻行径，该地区一部分蒙古族王公贵族、宗教人士和各族民众与内蒙古地区乃至其

他地区的各界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不仅披露、揭穿、阻挠了沙俄的阴谋，还成功驱赶和击溃了外蒙古

的叛军[7]（17~19）。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在白凌阿、东北汉族农民起义军首领的联合带领下，该地区蒙、

汉农牧民紧密团结，开展了十年之久的反抗清朝的武装斗争。这些英勇事迹充分体现了当时通辽

地区各界进步人士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所秉持的爱国立场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家国情怀。

他们始终将维护统一与和谐的力量融入全国反帝反封建队伍之中，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争

取民主、自由、平等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辽地区各族民众始终与全

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我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土地改革等提供了

重要的支撑和动力。在参与上述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当时通辽地区各族民众在认知、信念和情

感上也得到了不断深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国民在体认彼此

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与历史基础上，秉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8]。

二、现代治理与通辽地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举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

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相应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呈现出了更加显著的新特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实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发展民族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与时俱进地创

造和发展了一整套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既能解决历史遗留难题又能满

足时代发展需求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其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法律手段

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升华为国家意识，为实现我国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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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建设的同时，确立

了以发展为核心内容和实践路径的民族工作方针，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处理民

族关系和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党的民族

理论与政策及成就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通过贯彻实施“三个代表”和“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

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以及“三个离不开”理念等形式，推动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向前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求为依据，提倡用科学发展

观来处理民族关系和开展民族工作，构建“和谐社会”，并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确

立为这一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向前发展。

通辽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颁布后，通辽地区快速将该自治法列为普法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广泛开展专题宣传教

育活动，并将民族区域自治法纳入公务员培训、普法考试体系当中，有效提升了该地区各民族对国

家民族政策的认知水平和拥护热情，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谁也离不开谁”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再如，以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辽地区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示范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立

场坚定、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作为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繁荣发展的先进生

产力、向各民族群众传播国家民族政策的最有效媒介，以及推动民族平等、化解民族矛盾的基层骨

干力量，不仅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条件，同时也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截至

2008年，通辽地区少数民族干部在市级、县处级及其以下党政机关干部群体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55％、45.2%、46.9%[9]。此外，通辽地区在全面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特点和管理漏洞的基础上

探索出的“一站式”“1+1模式”和“1711服务管理模式”①等实践举措，切实解决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也从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增强他们适应和融入新环境的能力等方面，为

该群体与当地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交流沟通搭建了桥梁。截至 2012年 7月，

霍林郭勒市已经完成了对辖区内 5万流动人口的规范化管理，为促进民族团结、营造和睦的社会氛

围增添了一股和谐力量[10]。

（二）新时代党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治理现代化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统筹全局的担当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重大举措，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和变革，推动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复合性治理手段作为新时期党在民族事务领

域中领导能力、组织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呈现，有力彰显了新时代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优势和特色。

党领导下的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复合性、全

域性、系统化国家治理行动，其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其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新

时期我国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的重要实践路径之一，在推动我国民族事务的全域性、综合性治理方

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下文基于完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考察，对新时

①“一站式”为公安行政部门将管理权最大限度下放至基层派出所，由基层派出所实施“一网通办、一岗多能、一窗式服务”。“1+1模
式”指以人口计生部门开具的“生殖健康证明”和民政部门开具的“结婚证”为依据对流动人口实施管理的模式。“1711服务管理模

式”中的“1”指流动人口服务站，“7”指由街道或社区根据居民的生活水平情况所发放的 7种颜色的卡片，“11”指流动人口服务证+
流动人口心贴心关爱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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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通辽地区党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治理现代化实践作一具体分析。

首先，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推动与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法规相关的法治建设和教育宣

传活动，提高各民族群众学习、实践国家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针的能力和水平，是通辽地区

为民族事务的政治化治理提供保障的重要手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12]（22~23）

在实际操作中，通辽地区以这一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根本遵循，采取分类别等教

育培训模式，开展了一系列专题教育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面对党政干部，该地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

的重要讲话等列为各级党政干部的“法律必修课”及开展年度理论学习工作的重点内容。在此基础

上，通过推动制定与其配套的《通辽市委、政府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工作方案》《通辽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测评指标任务分工方案》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分工方案》等地

方性管理条例、规定和工作方案的形式，不断完善民族事务的法治建设，为该地区依法管理民族事

务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同时，为了更好地改进与提升民族工作的方法和成效，该地区还设

立了通辽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通辽市民族宗教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和政治监督台账等工作机制，

统筹安排调度工作，提高党政干部群体的民族理论水平和民族事务治理能力。为了调动和引领更

多的党政干部加入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工作中来，该地区围绕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团结

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我国当前的重要民族工作方针和政策，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题

学习活动，通过学深悟透切实提高理论素养。自 2020年以来，该地区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深

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当

中，并且由市委书记带头为该地区全体干部授课。目前，该地区已成功举办旗县（含市区）领导班子

集体学习会 22场，嘎查、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全体培训班 140期，有效落实了相关法律政策在该

地区干部群体中的精准传达和普及。

面对群众，该地区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托，积极推广、宣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进步等为代表的党的民族政策、方针和法律法规等，取得了显

著成效。具有代表性的举措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牵头，面向所有民众召开大

型的宣传教育大会，重点普及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从宏观层面教育、引导

民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二是建立“党委（党组）提议、相关职能部门配

合、嘎查村党组织示范实施”的“1+N+1”宣传模式，推动宣传队伍深入社区（街道）、乡镇（苏木）、嘎查

（村）和车间，开展有利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宣讲、展演和互动交流活动。例如，扎鲁特旗

在充分挖掘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策划启动了“四味课堂”宣讲活动。其中，“双语课堂”以同

时精通国家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及一线工作者为宣讲主体，以“马背宣讲团”

“草原宣讲轻骑兵”的形式深入基层一线，借助民族文化、语言上的优势拉近各民族间的情感距离，

同时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要求和边疆稳定等问题来宣讲实施加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方针的原因、内涵和部署安排等内容。而“单点课堂”则是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为主要特色，发挥了让原本被动接受宣讲教育的群众转化为敢于

发声、主动表达的参与者的积极效果。“文艺课堂”则以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文化广场等为宣传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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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结合地域性岁时节日、纪念庆典活动来编排和创作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的歌曲、舞蹈或

小品等文艺类节目，从而讲好和讲清各民族持续交往、平等交流、包容交融的基础、环节及关联等

“道理”。

面对师生，该地区通过颁布实施《全市大中小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施意

见》《全市教育系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教育方案》来增强提升其“三个离不开”“五个

认同”“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的同时，通过组织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繁荣发展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贯穿于学校教育之中，推

动相关理念和要求进课堂、进教材，使各族师生正确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引导各族师

生交往交流交融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与此同时，借助广义民族工作让各族人民在认知教育中感

受到彼此共同交往与奋斗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荣誉，感受到自我与他者的共生关联与彼此尊严”[8]。

在这一背景下，各类幼儿园、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和成人教育学校等不同机构争先开展了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宣讲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各族师生“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情感关系。此外，该地区结合蒙古族人口比例居于全国首位的特点，通过

在民族院校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内生动力。为坚

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工作的要求，该地区将“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设立为新学期思政第一课的主要内容，并借助“滴灌式”宣传来增强

在校各族学生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责任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以“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共同实践”的形式不断深化各族学生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目前，该地区已有7万名学生接受

了以“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思政教育内容，此外，已有 10所
中小学作为开展此类教育实践活动的试点学校，积极向其他学校和教育机构传播这方面的典型经

验和有效成果。

其次，通辽地区以完善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为抓手，进一步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实践模式，起到了合理调动、充分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拓展了民族事务

治理的社会化路径。一方面，在完善社区环境上，该地区以巩固、创造和拓展各族群众共居的居住

空间为主线，积极营造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从增加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机会、深化情感和提升凝

聚力等层面，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更加有力的空间基础和条件保障。“民族互嵌式社区环

境的主要特征是各民族人口在特定空间中混杂居住，并在族际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交融共生的

社会关系。”[13]在推动空间互嵌上，该地区采取了通过表彰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措施。例如，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与民族团结进步相关的小区、楼院或家庭评比活动，奖励先进模范集体和个人，并

适时宣传推广其成功经验和典型举措，进而达到为全区域营造良好的整体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氛围

和树立旗帜的目的。目前，仅通辽市就有 65个社区被评为民族团结进步社区，成为该地区其他社区

争先学习的典范，为加强同一社区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机制，同时还起到了引

领、带动其他社区发展转变为民族团结进步社区的积极作用。在推动情感互嵌上，该地区始终把

“结合各社区的具体需求，建立多样化互助帮扶机制”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落实，形成了诸多具有良

好社会效应的宝贵经验。例如，通辽市科尔沁区北苑社区创建的“四联”措施，即“联谊、联防、联调、

联动”，以组建社区志愿服务团队为载体，化解社区内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和问题，依托民族服务窗

口、专线和通道及时处理少数民族居民面临的困难和诉求等，从加强信息互通、共促和谐及平安共

享的角度，深化了同一社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另一方面，在推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

上，该地区坚持在保障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主动打破民族、教育、城乡、就业等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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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对立结构和边界，积极建构各民族在文化上和谐发展、经济上互利合作的格局和状态，为贯

彻实施国家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针凝聚多方面合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动力

支撑。在文化上，该地区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决策部署的同时，制定了与

其相配套的地方专项工作方案，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和工作得到有序的落实开展，为破解过去

在该地区民族、教育、就业等领域中存在的结构性对立和区隔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同时也为上述

领域中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构建和深化提供了支撑力量。同时，该地区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将区域内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项目作为各民族建立文化上互鉴共荣的重要抓手，通过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拨付专项资金、加强设施建设和增加文化宣传活动等形式给予不同性质的政策

倾斜和人文关照，增强了该地区各族群众对区域优秀传统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进而

从文化整合层面为该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例如，该地区通过组织举办“铸牢

中民族共同体意识书法展”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尔沁非遗·

传统美术展’”等大型比赛活动，将具有活态性、多元性和复合性的各民族文化力量汇聚、整合为一

个文化共同体，有效强化了文化领域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在经济上，该地区以推动玉米全株开发

和肉牛全身利用为杠杆，成功打造了千亿级绿色农畜产品集群的举措，使各族群众围绕共同的经济

利益和目标，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和结构，深刻改变了该地区因传统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而造

成的各民族在经济产业和人口分布上以“小聚集”为突出特点的相互区分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该

地区还努力扶植玉米生物发酵产业、玉米饲料加工产业，以及以利用黄牛奶乳、冷鲜肉、脏器和毛皮

等为主体的牲畜深加工产业链条等普惠性强的产业，还有蒙医药种植、蒙药生产和蒙医康养体验等

生活服务性产业，为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上互利合作关系的加强创造了更多有利的机会和条件。此

外，以管辖区域内的可汗山旅游区、科尔沁乌尼尔草原旅游区、哈民考古遗址公园等旅游景区为核

心，推动辐射区范围内以乡村民宿、观光农业、森林康养及绿色美食等产业为代表的文旅融合型产

业的相互衔接和联动发展模式，作为该地区经济领域中推动互嵌模式的典型经验，有效激发了区域

内经济产业的特色优势和潜能，为经济领域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提供了动力。

三、通辽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经验与特点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我国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的重要实践路径

之一，同样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挑战和问题。分析总结通辽地区的相关经验和特点，能够为我国其

他民族地区应对相同的局面、解决相似的困难提供重要的启示。

（一）通辽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特点

以“四个共同”理念为理论依据，梳理总结历史上通辽地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和

成果，可以发现，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历程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之一，体现了我国各民族追求团结统一、和合共生的价值信念和精神气质，彰显了各民族共同建立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方法和能力，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共

同体意识的根本属性和发展规律。历史上通辽地区各民族践行“四个共同”的过程，不仅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和提供了良好环境、有利条件和不竭动力，同时也从塑造、延伸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整体性、共同性和统一性特点的层面，将其整合、引领、纳入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

不开谁”为突出特点的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关系网之中，并且以其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服务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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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辽地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又与东北地区多个省市毗邻的特殊地理区位，以及拥

有悠久的历史、底蕴丰厚的民族文化等独特人文资源，必然也会给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该地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附着上具有专属性、区别性特点的内容和属性。通过梳理，笔者认为通辽地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至少在以下三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典型特点。

一是清朝以前，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总体上掌控着草原的主导权，因而使这一时期该地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具有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为主体来形成和发展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

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并保持着以游牧为主和民族人口流动性大的共同特点，使得这一时期通辽

地区发挥了“民族走廊”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另一方面，外来农耕民族多以辅助推动游牧经济和文

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并没有对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二是进入清朝

以后至鸦片战争前，伴随蒙古族社会从游牧到定居的社会变迁，蒙、汉民族在地理、文化和情感上的

距离不断缩小，成为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蒙古族逐渐

以“科尔沁部”的形式存在，并出现了内部分化，在身份上具有了牧民、农牧民和农民的区别。另一

方面，汉族人口的大量流入和定居，加快了该地区各民族杂居和混居的速度及范围，同时在生产生

计上形成了牧业、农业、渔业和狩猎等并存的局面。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对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

深远影响。这一时期，该地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情感得到了空前强化，同时他们也与全国各族

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和反抗斗争，使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

内容、属性上具有了典型的爱国主义色彩、共同体意识及和谐性特点。

此外，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手段多以“自上而下”的形式推动实施，加

上政权统治阶层反复经历统一、分裂再到统一的循环过程，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内容与形式上

明显缺乏弹性和稳定性，同时也因缺乏协调与巩固各民族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的思想基础和手段，

因而很难调动各民族的主观能动性和构建出能够与国家层面相呼应的民间促进方式。同时，民族

偏见、民族矛盾和民族文化隔阂等历史性民族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存在和累积，也使通辽地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面临诸多阻碍和问题。

（二）通辽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我国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中的实践路径与特点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理念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发生了重大转

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一背景下，通辽地区将能够为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密切结合以及二者关系的相互促进提供保障和动力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作

为新时期我国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有力推动了民族事务的全域性、综合性治理，

并形成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典型模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总结。

一是以开展政策法规类宣传活动为依托，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宣传教育内容上，以习

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思想指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

持读原文、读原著，从根源上进行把关，为正确和全面领会相关法律政策、指示精神的内涵和要求提

供保障。在宣传教育模式上，采取“分别类、分众化”模式，向各族群众广泛而有效地传播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在宣传教育机制上，通过设立与完善民族工作责任

体系、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和监督检查体系等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制度和条例等形式，逐一发现、补齐

宣传教育上的不足和漏洞，不断强化宣传教育效果。

二是以完善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为抓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完善多民

族互嵌式社区环境方面，在“表彰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和“结合具体需求、建立多样化互助帮扶

025



2022年第3期（总第16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机制”上分别发力，从有效建构和巩固社区各民族群众之间互嵌关系的层面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和价值。在推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方面，把削

弱和破除民族、教育、城乡等多领域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及边界作为工作重点。在文化方面，有序落

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合理保护和共享民族文化资源；在经济方面，以玉米、牛肉及其相关延伸

产业为抓手，推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总之，应当从积极整合社会力量、社会团体、社会经济

文化资源等多个方面提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化治理效果和水平。

同时，通辽地区在认识和践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我国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中实际存在

的障碍和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在政策理论宣传教育上，仍然存在对党和国家的民族

工作政策与精神宣传不到位的现象。近两年，该地区在推行国家统编教材时存在部分党员干部政

治意识淡薄、工作责任感不强的情况。二是实践能力和水平与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方针、精神要求

及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工作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形象工程”的现象。三是从该地区推动

民族互嵌的实际效果来看，尚不具备短期内全面完善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能力。在

通辽地区下辖的偏远农牧区，至今存在饮水安全保障不足的问题。对此，我们既要采取常态化、机

制化贯彻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代化治理等方针政策，同时也要

在基础设施和文化经济合作平台建设上加大投入，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多方面阻碍和问题，这也是我

们在未来一段时期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四、结 语

当前，“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

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14]（23），这对我国党领导下的民族事务复合性治

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考察分析通辽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演进与当前在我国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和特点，能够为我国其他民族地区正确认

识和开展相关民族工作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先行经验。同时，也应该对该地区在具体认识和实践

中存在的障碍、问题及不足持有清醒的认识和补救的觉悟。一是历史遗留性的民族分层和社会分

层结构仍然对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二是尽管在民族事务复

合性治理上业已形成一些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做法，但是在认识和践行“多民族国家建设需要建构与

治理并重，顶层设计与全社会治理密切结合”[11]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偏差。因此，应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在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

学内涵和重大意义的前提下，坚持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路径来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

府依法管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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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Modern Governance of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Taking Tongliao as an Example

ZHAO Yue-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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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thnic Interaction，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s the evolutionary form and mainstream phenomenon of eth-

nic relations in China. At present，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one of the practical paths of the complex governance of eth-

nic affairs in China. Based on the“Four Commons”and the theory of complex governance of ethnic affairs to investigate

the ethnic interaction，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Tongliao，which also reveals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and unity of the Chi-

nese nation and the attributes the sense of community，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thnic relations from the pre-

dominance of the northern nomads to the Mongolian and Chinese Han to the multi-ethnic symbiosis. In the current com-

plex governance of ethnic affairs in China，policy and regulation propaganda activit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and related measures are important practical meth-

ods and approache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lobal and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ethnic affairs in Tongliao.

Key words：Ethnic Interaction，Exchange and Integration；“Four Commons”；Ethnic Affairs；Modern Governance；

Tong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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