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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我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

基诺族 跨越千年 全面小康
年 诠释
“跨越式发展”
经过 40 年来的发展和建设，基诺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
善，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11757 元，是
1978 年的 110 倍，基诺族群众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可以说，40 年间，基诺
族群众在基诺山生动诠释了什么是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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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族，是我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我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
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也是全国唯一的基诺族乡。1979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正式发
文确认基诺族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从那时起，中华大地上的第 56 朵民族之花绚烂绽
放，基诺族群众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程，让基诺族人“一夜之间”
完成了其他民族的千年跨越。今年，是基诺族被确定为单一民族的 40 周年。这 40
年，是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帮扶下基诺族奋力发展的 40 年，也是见证基诺族人民奋力
脱贫、生动诠释“跨越发展”的 40 年。

基诺族乡有乡村道路里程 246
公里，行政村道路实现 100%硬化，
通村小组道路硬化率达 80%。据基
诺族乡乡长李柏忠介绍，现在全乡
46 个自然村全部实现了通电、通自
来水、通电视、通村水泥路，43 个村
有标准篮球场，44 个村有村民活动
室，43 个村通宽带，6 个村达到污水
集中处理。

11757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0年翻110倍

1979 年 5 月 31 日
第 56 朵民族之花诞生
“基诺”，直译为“跟在舅舅后面的人”。 起，
中华大地上的第 56 朵民族之花绚烂绽放。
基诺族是“尊敬舅舅的民族”，尊称为“舅舅
在被确认之前，基诺族群众生产生活条
的后代”，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
件十分落后。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住的
义社会的民族。基诺族自称“基诺”，外族称
是茅草房，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包谷饭。
“攸乐”。目前，基诺族有 2 万余人，其中有 “1978 年，我们乡的 41 个自然村 1441 户人
12000 多人聚居在基诺族乡。
家，只有 5 户住瓦房，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只
时间回到 1979 年 5 月 31 日，
国务院正式
有 96.4 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才 106 元，
群众生
发文确认基诺族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从那时
活非常艰辛。
”
原基诺洛克区区长白腊者说。

进入新世纪
多方帮扶改变落后面貌
国家确认基诺族后，基诺族乡受到了党
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多位党和
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基诺山看望当地群众，
勉励基诺族人民把家乡建设得富裕文明，并
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加大对基诺族的扶持力
度，让他们改变落后面貌，过上富裕的生活。
进入新世纪后，基诺族乡采用“公司+农
户+基地”模式，引进客商建设了基诺山茶
厂，拉动了茶叶产业发展；招入金孔雀旅游
集团开发了基诺民俗山寨，成为西双版纳州
旅游东环线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企业的引进，加快了基诺族乡的经济发
展。2000 年，云南省把基诺山列入“两山”
扶
贫综合开发项目，对基诺族乡进行整体扶
持。投资 2883 万元，在 3 年的时间里，完成
了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综合示范

物馆”
和大鼓舞传习基地。

村建设、基本农田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科技
培训及产业开发 7 大建设项目 91 件子项目。
2006 年，国家将基诺族列为全国 22 个
人口较少民族扶贫综合开发试点。3 年后，
基诺族乡 7 个村委会 46 个自然村“四通五有
三达到”通过验收。此后，国家民委对基诺
族乡实施了“兴边富民”建设项目。当地启
动新农村建设，实施了美丽乡村、传统村落
保护、民族团结示范点等项目，把基诺族乡
作为重点帮扶的民族乡进行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3 年来，基诺族乡
争取和整合了 3000 多万元，实施了“五个一
批”和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完善了全乡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了产业发展，增加了群众的
收入。

截至 2018 年，基诺族乡发展橡
胶 18.1 万 亩 ，其 中 开 割 的 橡 胶 有
14.4 万亩，
年产干胶 7700 多吨，
产值
7100 多万元；水果种植面积 2.4 万
亩，年产量近 6000 吨，产值 4300 万
元。去年，该乡经济总收入 2.55 亿
元，是 1978 年的 264 倍，农民人均纯
收入 11757 元，
是 1978 年的 110 倍。
作为基诺族乡支柱产业之一的
茶叶，已发展种植达 2.8 万亩，产值
4300 多万元。目前，全乡辖区内有
3 个茶叶加工厂，14 个茶叶专业合
作社，99 个茶叶初制所，446 个茶叶
初制点。

《奇科阿咪》
基诺族歌曲唱向全国
2015 年，基诺族歌曲《奇科阿
咪》参加第七届全国村歌大赛，荣获
“十大金曲”
“ 好声音金奖”
“ 最佳作
曲金奖”
“最佳作词金奖”等奖项，基
诺族乡巴朵村民小组还被评为“中
国十大最美乡愁”
村落。
如今，基诺族乡发掘了一批以
“基诺大鼓舞”为代表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申报了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何桂英等一批传承名人，创作
了《奇科阿咪》
《敬酒歌》等歌曲，培
养了沙车、杰布鲁等一批优秀的歌
唱家，建设了全国唯一的“基诺族博

700 万元
去年全乡采摘大红菌收入高
每年雨季，是大红菌采摘季节，
基诺族乡的村民全员出动，只为邂
逅大红菌。去年，全乡采摘大红菌
约 12 吨，价值 700 万元。这些收入，
得益于基诺族群众改变了原来刀耕
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使全乡
森林覆盖率高达 94%，给了大红菌
生长的自然环境。基诺族乡的生态
优势逐步变成了经济优势。

98 次
“山货赶街日”累计交易近亿元
2015 年 4 月起，基诺族乡在每
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日举办
“基诺山货赶街日”。不用种植、不
用浇灌、不用呵护的“生态商品”受
到了大众的喜爱。目前，
“基诺山货
赶街日”已举办 98 次，每次交易约
100 万元，累计交易近亿元。基诺族
乡巴亚村党总支书记杰布鲁告诉记
者：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
生态便保护了经济命脉！”

80%
全乡八成人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从大鼓中走出的基诺族，只有
语言，没有文字，
“刻木记事”便是唯
一的教育途径。
校 舍 简 陋、师 资 薄 弱、上 学 路
难、上不起学，这是基诺族乡 40 年
前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如今，集
中办学，引进优秀教师，整合各种优
质资源，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学校
的软硬件设施得到有效改善。目
前，基诺族乡的小学、初中入学率均
为 100%，全乡 80%的社会成员具
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比例在全州 12 个少数民族
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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