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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属性，实现边疆民族

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而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是国家治理始终贯穿的命题，也是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如何更好地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本文回归理论和逻辑的起点，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

况，并加以分析，提出实现路径，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边疆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 内涵; 困境; 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7511 ( 2021) 04 － 0130 － 0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切中

时代脉搏、把握实践要求、顺应人民期待，总

揽全局，主动谋划，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

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和新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

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也对边疆民族地区

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需要深入把握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以及实

现路径，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一、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诠释

充分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从边疆

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

的角度进行考量，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具

有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展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的新形态，

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

( 一)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指导我国开展边疆

地区民族工作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新中国

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从现实情况出发，派出民族工作队宣讲党

的民族政策，改变少数民族对新生政权的误解

并改善与汉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另一

方面，在宣讲的基础上，实行民族识别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国内民族问题的

特殊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组织成立科研队伍，

·031·

政治学

DOI:10.19833/j.cnki.jyu.2021.04.015



展开对当时国内各民族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根

据多方考证和溯源，最终确认了 55 个少数民

族。少数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使得少数民族

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在马克思的经典阐述中，

民族发展的新形态需要以合理的价值取向和有

效的制度载体为表征。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

展正是通过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来实

践马克思关于民族发展新形态的科学构想，提

高生产力，创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

的价值关系。

首先，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因

素是生产力的巨大提高。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一卷中对于生产力使用的是 “the productive

power”，① 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证了 “一切生产力

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② 的说法，并深

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马克思也

为人类提出了一种衡量精神产品生产能力的生

产力概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就意

味这是着一种新的衡量精神产品生产能力的开

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从 1949 新中国的成立到 1978 改革开放

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转变，当前社

会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是生产力发展

的结果。

其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旨在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有

逐利性，这种一味追求利润的单向度生产容易

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边疆民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就开始实行环境保护政策，到党的

十八大以来史上最严厉的 《环境保护法》出

台，再到新 发 展 理 念 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两 山

论”的提出，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一直以来我国

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的发

展，不仅仅要体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要充分体现边疆民众与

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再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实现人

与人和谐共处为主要目标。世界范围内，每个

国家都有自己的当代文化，并且植根于自身独

特的文化传统之中。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民族

的历史文化传统、思维定势、风土人情等铸就

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 传 统 文 化 一 贯 尚

“和合”。“和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 “中国 ‘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

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③ 在这种理

念指引下，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进程中必将建构在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谐关系

之上，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 展 的 实 现 也 不

例外。

最后，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为旨归。马克思认为: “理论只要说

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

说服人。”④ 马克思所要探寻的民族发展的新形

态，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必须保证每个民族

的全面自由发展。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仅在边疆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

也将为人类的自由全面解放而奋斗终身。

( 二)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边疆治

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边疆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命题。进入新时代以来，精准扶贫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深刻表现出党在前进的

征程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满足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将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全国扶贫的主战场。

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2020 年) 》

文件中，单独一部分具体阐述对边疆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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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局，确定了工作的基本方法和理念。党和

国家领导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在以不

让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掉队为扶贫工作的

基本原则，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让各个

地区的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 2020 年 《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109 万，

贫困发生率降至 0. 6%，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① 但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

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稳步向前，继续推进贫

困地区的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全

体人民群众迈向更加富裕的生活。在 2020 年的

11 月 14 日，云南最后 9 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

列，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民亦劳止，汔可小

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② 坚信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

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

座重要里程碑。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对边疆治理现

代化实现对外开放的纵深要求。边疆治理的现

代化必将伴随改革开放而逐步深入。2013 年 9、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以及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

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倡议。时隔不久，以 “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③ 作为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内容，从此， “一带一路”正式纳入

国家战略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空间

开发开放的重心主要聚焦在东部沿海地区和沿

长江中下游区域，整个国土空间开发开放格局

呈现出明显的倒“T”字型结构。④ 这也便使得

陆地边疆开放总体水平不高。如何提升国土空

间全域的开放水平，日益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

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面对边疆民族地区开放水平相对滞后的现实，

为不同的陆地边疆省份做出了方向的指导。广

西“要立足独特区位，释放 ‘海’的潜力，激

发‘江’的活力，做足 ‘边’的文章，夯实提

升中国—东盟开放平台，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

新格局”。⑤ 云南要建设成为 “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⑥“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赋予了

边疆民族地区前所未有的战略使命和地位。边

疆民族地区新的历史定位，为边疆民族地区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将会成为中国新时代经济发

展的新的增长极。无论是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宽

领域 多 层 次 的 发 展 潮 流，还 是 “一 带 一 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追求，边疆民族

地区逐渐完成了由国内的边缘区向东南亚、南

亚、中亚的核心地位的转变，地缘政治、经济

领域、文化等多领域的战略地位上升。亚欧大

陆桥的修建，泛亚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大大

加深了边疆民族地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商品、

资本、人才相互之间流动。中国整体实力相对

于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各国，一直处于领

先地位也必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种情况

下，就势必会形成 “虹吸效应”，即相对发达

地区对相对不发达地区人才、资金等的聚集效

应，在国内、国外两个因素的双向推动下，边

疆民族地区必将实现大踏步地前进和跨越式的

发展。

( 三)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

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制度稳则国家稳。”⑦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

“社会越复杂，异质性越强，政治共同体的建立

·231·

云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20 卷·第 4 期 政治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政府工作报 告———2020 年 5 月 22 日 在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上》，中 国 政 府 网，htt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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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179. htm，20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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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习近平: 《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人民日报》2017 年 4 月 22 日。
习近平: 《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22 日。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19 页。



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用。”① 因为，

“良好的制度、利益共享的规则与原则，则能够

正确地引导人们最恰当地运用其知识进而切实

有效地引导其社会目标的实现”。②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稳定的政治制度、良好的政治制

度，同 时 也 是 符 合 中 国 实 际 的 政 治 制 度。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进行探索再到成功实践，四十多年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了成

功。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开启，就是要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

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实现边疆民

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实现能够有效缩小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现状。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的发展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不仅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要求，也体现了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尤其对

于边疆民族地区，大多数是属于贫困地区，实

现边疆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缩小贫富差距，最终

实现共同富裕。

二、当前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展存在的困境

边疆民族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但是，基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我们不难发现民族认同问题凸显、边疆治理法

制化水平不高、边疆民族地区对大数据的认知

和使用率有待提升等，都是制约当前边疆民族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 一) 民族认同问题的凸显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长

期处于国家的边缘地带，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

是在历史的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

性和稳定性。德国史学家梅涅克曾指出: “文化

民族具有高水平的族群同质性，使得民族于族

群认同重合，它受到自然或历史的力量而非政

治力量的塑造，民族成员的动力不是源于自发

的政 治 效 忠， 而 是 来 自 近 乎 天 生 的 族 群 认

同。”③ 由此可以看出，民族认同建立在文化同

质的基础上，民族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

在边疆民族地区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身处

边疆地区的民族，常常受其他地区的侵犯，从

而导致相对闭合的文化环境，地方民族主义情

况严重。除此之外，民族认同也具有复杂性。

民族在社会演变的进程中，受到的宗教影响很

大，尤其要注意其消极的影响。宗教一旦被民

族激进分子所利用，将使得原有的宗教教义发

生改变，民族认同也会随之出现分裂，变得多

样化复杂起来。

就云南边疆地区而言，仍有部分民族处在

比较落后的社会生活状态，各民族如何融入当

前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如何真正将国家认同

和自身民族认同实现整合，这是新时代边疆民

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另一

方面，如今的部分民族政策，更多的是偏向于

选择直接的利益输送，尽管在这些政策的支持

下，各个少数民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摆

脱贫困走向小康。而为了后续的发展，作为政

策客体的部分少数民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政

策主体为了满足其发展的要求，则需要付出更

多的资源。如何整合价值认同，形成超越单个

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这整体的

意识影响下，使各个少数民族也会为了中华民

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成为 “中国梦”的直接

缔造者，这条道路仍旧在探索当中。

( 二) 边疆治理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

作为衡量社会进步、政治文明的普遍准则

和核心价值观之一，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

化的主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

的最高级形态。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国

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爬坡

过坎的新阶段，改革面对全面深化、攻坚克难

·331·

政治学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及实现路径

①

②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 年，第 9 页。
［英］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 上) ，邓正来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第 69 页。
唐晓、杨帆: 《政治科学基础》，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90 页。



的新要求。如何科学应对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

和国内三期叠加、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创造

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改革，

都成为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在边疆民族地区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边疆民族地区

的自然环境、人文情况复杂，现代化的法治体

系的确立必将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

经济的不断发展，法治在陆地边疆治理中的地

位也将会逐渐凸显。诚然，一个社会的发展只

靠政府是不具有活力的，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

边疆地区法治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如何在中

央政府的有限管理半径外，协调地方政府与社

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保证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

治理中的主导地位，除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加

强党对陆地边疆社会的全面领导，还应当逐步

提升边疆治理的法治化。对于西南边疆民族地

区而言，由于在历史上长期远离国家经济、政

治和文化中心，经济发展落后、交通闭塞、信

息不畅通，人们思想观念保守、教育程度低下、

宗教信仰浓厚，这样的客观现实决定了边疆民

族地区法治建设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

边疆人民群众法治意识薄弱、尊法意识不强。

部分边疆人民群众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尊法

和守法意识淡薄。二是边疆领导干部依法办事

能力有待提升。由于边疆社会与外部的相邻性

和远离中央政府等多种因素，位于边疆区的共

产党员面临着“四个考验”和 “四个风险”的

重大考验，严重影响着党内、地区的政治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倡廉为总抓手的全面

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强陆地边疆社会

的党组织建设，把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在陆地边疆的发展中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是

新时代人民的期盼。三是边疆地区部分宗教事

务干预法治。边疆有许多是地区宗教信仰比较

普遍的地区，在部分地区宗教事务和地区法治

建设上，宗教人士干预法治建设的现象还比较

普遍。

( 三) 边疆民族地区对大数据的认知和使

用率有待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

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

世界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① 尤其在大数据时

代，如何通过大数据有效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已经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

题。大数据时代是新媒体技术发展的产物，几

乎所有的行业都难以忽视大数据对其未来发展

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受地缘政治、经济条件

和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对大数据的理

解和应用都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大数据分析技术人

才缺乏，对数据的因果关系分析能力亟待提升。

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在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大变革》一书

中提出，因果推论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

利用我们已知的知识来了解我们未知的世界。②

对大数据进行因果关系分析需要专业技术人才

来实现。目前，大数据分析技术人才缺乏，致

使对一些相关性数据的分析没有完全科学合理

地做到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紧密结合。但是，由

于数据分析方面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很难就其

数据本身直接揭示出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大

数据提供者不能透明开放数据，限制了大数据

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全面应用。大数据的大量和

多样性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不仅涉及国家、

政府及每个个体，而且还涉及大多数国家间、

政府间的利益问题。伊恩·艾瑞斯认为: “各个

领域的统计分析都在揭示出隐藏在各种各样不

同的信息背后的相互关系。”③ 这就会导致对于

数据的全面开放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同时，出

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大数据提供者或使

用者经常性地调整数据算法，造成研究者无法

获得数据生成的基础测量过程和稳定的测量数

据。因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大数据提供

者应该确保基本的数据透明性。自 20 世纪 60

年代互联网诞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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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一直在互联网领域占

据领导地位，掌握着全世界用来管理互联网的

主目录根服务器。不仅在技术层面实现完全掌

控，而且在话语体系上西方打着所谓的新闻自

由、信息自由的幌子构造起以西方话语体系为

主的“互联网帝国”，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被

支配地位，掌握信息资源的西方国家并不会对

其全面开放数据信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边

疆民族地区更需要把数据资源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把握大数据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的应用前景，并掌握住数据应用开

放的能力。数据就是财富，数据就是话语，用

数据发出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声音。

三、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实现路径

大量数据足以证明，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

绩。边疆民族地区摆脱了贫困，文化软实力也

显著提升，边疆民族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冲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偏见。

( 一) 推进认同整合，处理好民族关系

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来说，民族构成的多样

性不仅仅具有数量、规模上的人口统计学意义，

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社会纽带的建

立及凝聚力来源。“根据西方政治文明的经验以

及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应该建立一种基

于领土原则的政治法律联结”，① 无疑国家认同

的建构为这个政治法律联结提供了一个可供选

择的答案。从“冲突论”的视角分析，学界很

多学者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持有 “冲

突论”。由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内涵差异性的

存在，导致二者在实现过程中既有交集，又有

冲突。从民族的角度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多为

多民族聚居区，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

利益诉求，当民族利益分配不均衡时，尤其是

由于社会加快转型而形成阶段性的民族利益悬

殊时，就会产生一系列族际冲突问题，如果冲

突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发展较慢民族就会

产生被剥夺感、心理失衡感，进而对国家的合

法性产生质疑，导致国家认同出现危机。因此，

需要进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这就需

要进行整合推进，处理好民族关系。

审视民族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采用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式协调好民族关系。

目前，处理民族关系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工

作之一。从三个核心点来分析: 第一，处理民

族关系的政治工作核心在于正确对待民族认同

问题，民族认同过于强化，必然不利于国家的

统一，会出现分裂国家的情况。第二，处理民

族关系的经济工作核心在于民族利益的维护，

民族利益关乎本民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如果

没有切实维护好民族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的

经济问题也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冲

突。第三，处理民族关系的文化工作核心在于

对风俗文化的尊重和保护，对民族风俗文化的

尊重、保护和传承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目

前，一些民族语言消失、风俗淡化，对我国民

族文化多元性带来了极大冲击。以上这三个基

本工作的核心出发点都是在于促进民族团结，

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以此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 二) 实现依法治边，为边疆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自从王朝国家诞生在中国这片土地开始，

边疆民族地区和核心区相互影响，两者的利益

博弈贯穿历史发展的始终，而这种博弈是一个

持续不断的过程，即便把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但还是会发现规则的变化常处于博弈的进程之

中。历代统治者会根据国家实力的强弱，对边

疆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但试图达到 “善

治”的境界都无法离开依照法律来治理边疆地

区。边疆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离不开法

律保障。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实

现以依法治边，必须要经过宣传教育这一环节。

宣传教育是构建和谐边疆的基础性也是关键性

的工作。对边疆群众进行正面的教育疏导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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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治边的一条基本经验，同样也适用于边

疆稳定的普及教育。比如，通过成功举办习近

平法治思想大讲堂、遵纪守法先进事迹表扬大

会等典型事例，宣传和弘扬习近平法治思想;

通过挖掘和阐扬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时代内

涵，树立法治意识、培养法治思维。西南边疆

民族地区在法治思想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应注

重思想性、文化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高度统

一，让各族群众在内化与外化的双向互动中实

现灌输与渗透，就能够达到法治思想宣传教育

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效果。理论与实践共同

表明: 进行法治教育是依法治边的必要条件，

要通过搭建多方位的传播平台推进边疆民族地

区的法治教育。有学者认为: “依法治边是依法

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依法治边，就是要

把法治融入边疆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坚持

科学立法，设立符合边疆地区实际的法律法规，

更加注重提升立法质量，为边疆稳定与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强化公正司法，

优化司法程序。”① 如何在中央政府在有限管理

半径外，协调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保证政府在边疆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最重要的

一点在于加强依法治边，推进依法治边方略从

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并加快构建符合边疆民族

地区发展的法治保障体系。

( 三) 科技创新驱动，充分运用好大数据

平台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大数据从技术和战略两个层面，影响着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并促使社会资源与权力

的分配更加公开、科学。维克托·迈尔 － 舍恩

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认为，大数据是人们在

大规模数据上可以做的事情，大数据是人们获

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② 与传统意

义上的数据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传统意义上的

数据与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边疆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需要用数据来说话。第一，增强数

据说服力。主要通过采用个体差异化传播手段、

工具和资源，为不同的国家的受众提供与之匹

配的传播模式。就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而

言，数据说服力主要从边疆民族地区受众的理

解程度和认可度上来体现，从承载边疆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现有方式看，还没有实现真正

的体现出数据的说服力。这就需要利用有效载

体增强数据说服力，构建受众容易理解的数据

话语体系。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媒体的传播

优势，加大基础概念宣传力度。数据话语体系

首先是由基础概念构成，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展能否通过数据来说明，需要凝练出相互间

都能够理解的概念，这也是边疆民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第二，增强数据整合力。大数

据时代我们用技术人才和数据说话，增强数据

整合力，通过整合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取得成绩的大量数据来论证

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增强数据

科学性。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系统有能力

对受众的行为做出一种动态的分析，如通过记

录受众在一定时间内浏览、检索或下载学习资

源的类别和数量等数据来分析总结边疆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边疆群众体现出的偏好和

倾向，当该用户再次登录时，系统即可向其推

荐满足特定偏好和倾向的资源。基于受众点击

和下载资源的行为数据分析能够提高传播内容

的覆盖性和准确性，而实现其应用的前提就是

要增强数据的科学性，规避数据的不透明和不

公开，从而增强数据的科学性。基于大规模传

播数据的科学性分析，能够精细地分析受众的

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并主动为其推送与其喜

好匹配性更高的、符合其真实认知水平的个性

化学习资源。第四，增强数据传播性。增强数

据传播性就是使其传播的广度加大。换言之，

就是通过多渠道实现数据的 “增值”和有效传

播。大数据时代，利用新媒体讲好边疆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其中，传播途径和方式

是联结整个传播过程的纽带，要讲清楚边疆地

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思想困

惑，如国家为什么要提倡高质量发展? 边疆民

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追求?

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不仅需要通过文字

表述进行传播，而且还需要运用生动的图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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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等来展示其丰富的内涵，这更易于受众接

受和认可。此外，在大数据数字技术思维模式

下，借力“一带一路”大数据形成综合服务门

户，传播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实况，迸发中国

强有力的声音。2019 年 4 月， “一带一路”新

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召开。“目前，已有来

自全球 86 国的 182 家媒体加入了 “一带一路”

新闻合作联盟”。① 可以肯定的是，“一带一路”

的数据传播力将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全

新视角。

四、结 语

为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进

而实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必须大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在

边疆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加强习近

平法治思想教育，建立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特色

的法律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强对大数据的利用

和使用。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任务，

又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和挑战性的艰巨任务。

为此，必须在理论上予以高度重视的同时抓紧

探索和完善现实举措，进而推进并实现边疆民

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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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s and Dilemma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Ethnic

Minority Borderland of China and Possible Solution Approaches

WANG Chao-pin

(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the goal of economic growth shifted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the ethnic minority borderland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a'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thnic minority borderland of China has special attributes． To achieve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o ensure its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s a consistent policy of ou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n im-
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
seen in a century，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t a crucial stage． Thus，it is worthwhile to find the proper
approache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ethnic minority borderland of China． This paper adopts the regressio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logic，and absorbs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s in the ethnic minority border-
land of China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border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borderland of Chin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notations; dilemma; solu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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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坤明出席“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n1 /2019 /0423 /c64094 － 31045926． html，2019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