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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解放和新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形成于新疆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兵团精神不仅是兵团人的重要精神财富，也是新疆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兵团精神

是新疆独特土壤的精神产物，是革命精神的历史积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诠释，是“一带一路”建

设在新疆实施的不竭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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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解放和新疆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60年的风雨

历程中，兵团人栉风沐雨，驻守千里边防，谱写着建

设新疆、保卫边疆的历史篇章，形成了以“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

兵团精神，她是兵团人在艰苦条件下保家卫国、固

守边防的价值指引和精神动力，也是新时期兵团人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精神源泉。

新时期，应继续传承和弘扬兵团精神。

一、兵团精神是新疆独特土壤的精神产物

兵团精神特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长期实践

和发展中形成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是由新疆这块

特殊土壤酝酿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

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

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1]兵团精神就是兵团人在自己直接碰到的位于

祖国西北边陲的实践事实基础上，继承了革命军人

特别能吃苦的光荣传统，弘扬了从过去传承下来的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精神财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诞生于红军、八路军、人民

解放军的英雄部队，奠基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历史进

程中，发展深化于共和国建设事业的风雨历程里，是

全国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在这里，中国共产党

不仅开启了新疆现代化建设的序幕，而且夯实了新

中国西北边防稳定团结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

如火如荼的社会建设大潮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

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积淀，以中国革命精神和民

族精神为基础，以世代兵团人为主体，形成了具有时

代特征和泽被后世的兵团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历史开始的地方，就是思

想启程的地方，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历史过程

前后一致的反映。兵团精神就是对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历史在抽象上、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反映，而且它

反映的是兵团人生产实践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

这种精神能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孕育发展，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它

是新疆稳定、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

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客观的战略环境决定

了新疆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战略地位，同时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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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兵团人必须具备热爱祖国、守土有责、甘受清贫的

坚定意志和豪迈情怀。在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

负着战斗队的任务，是“巩固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

一”的铜墙铁壁。除此之外，新疆还有自己独特的自

然生态环境：地域非常广阔、自然条件却千差万别；

既有绿洲农牧业的传统，又面临着沙漠侵蚀的威

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的团场建在沙漠边缘、

戈壁深处、边境沿线和水到头、路到头、地到头的

“三到头”地方。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兵团人必须

继续发扬不畏艰险、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革命勇

气，继续发扬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才能做到“献

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虽然一些兵团的团场极不适合生产，但却处在

国家国防安全、生态安全和新疆整体发展链条的

核心位置。兵团人通过种“政治田”、放“主权牧”

的形式，同蚕食我国领土的一切敌人进行坚决的斗

争。特别是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后，更加彰显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维护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

势、保卫祖国边疆、防御外来侵略方面的重要作用

和独特优势。兵团人长期生活在敌人的枪口下，牢牢

地坚守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兵团精神就是在这种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的信念和行动中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负的安边

固疆、凝聚群众的重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

出和重要了。这就意味着兵团人要更好地发扬和传

承兵团精神，把爱国、奉献的精神融入新时期的兵

团建设，把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融入新疆的

长治久安和民族团结中。

二、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积淀

兵团精神固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实践

的产物，但它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沃土

里，形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产、工作、斗争实践

中，是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的历史积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是一支久经革命锻

炼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解放军，其主要成

员都是一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老红军、

老八路军和解放军战士，他们曾跟随毛泽东征战南

北，有的还参加过长征。这支打过硬仗、胜仗的军队

在战场上是英雄，在兵团的生产中依然是英雄。凝

聚在他们身上的兵团精神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在新时

期的展现。

人民军队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1949年新中

国成立经历了长达22年的斗争生涯，缔造了丰富的

革命精神财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她们分别展现了

人民军队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最具典型的精神

风貌。井冈山精神是革命精神的源头，是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工农红军突破“围剿”、坚持斗争的写照，

是一种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的

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长征精神是中国工农红军在

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百折

不挠、严守纪律的革命斗志和坚毅品质。延安精神

是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延安13年中领导人民军队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拯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革命情怀。

在延安时期，我们党还形成了著名的南泥湾精神。

而南泥湾精神或者说三五九旅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就是兵团精神。西柏坡精神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

领导人民军队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

界和“两个务必”的优良精神品格。这些革命精神的

核心和精髓都已经融入每位红军、八路军、人民解

放军的每一个具体实践中，已经成为他们的共有精

神家园，已经成为每一个兵团人的行为标准和内心

操守。这些革命精神经历兵团人60年的实践发展已

经积淀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兵团精神。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时代的要求。兵团

精神赖以形成的实体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它的组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借鉴历史上屯垦戍边经验，为增进民族团结、

维护边疆稳定而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和发展是毛泽东屯垦思想与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治国安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此意义

上，兵团精神的创立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

疆特殊的社会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

党革命精神在祖国西北部的凝结和积淀。

三、兵团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诠释

兵团精神在新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到很好

的发展和弘扬，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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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兵团精神在兵团事业中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凝

聚作用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生动

实践。兵团精神的深入实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造了良好条件和生动范例。

第一，兵团精神是兵团事业的精神凝聚和价值

凝结。兵团事业是我们党开创的一项重要事业，它

从孕育、诞生、发展、壮大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是兵团事业形成的直接理

论指导。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早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审时度势、充分讨论、认

真分析新疆局势，果断做出进军新疆的重大决定。

在新疆和平解放后，针对新疆的独特地理位置、独

特自然风貌、独特战略局势，毛泽东果断颁布集体

转业令，命令部队官兵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而把

战斗的武器暂时保存，将来当祖国需要时再重新

拿起。毛泽东赋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队、工作

队、战斗队的历史使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

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后的国内外局势，

正确判断新疆的国际战略地位，果断做出恢复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英明决策，强调兵团是稳定新疆的

核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

全局和战略高度，从国家长治久安和新疆各族人民

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要把兵团建设成为“四个模

范”，即在生产建设、安定团结、民族团结和稳疆固

边方面成为模范。胡锦涛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

要求兵团处理好三个关系，发挥兵团在新疆生产、

稳定和祖国统一方面的重大作用。以习近平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用全球眼光，充分肯定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充分发挥兵团稳定

器、大熔炉、示范区的独特作用。中国的屯垦戍边思

想在不同的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不同的发展时期之

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指引着兵团事业不断向

前发展，成为兵团人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

第二，兵团精神在实践中践行着马克思主义的

具体思想。兵团人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秉承着“不与民争利”、“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做

好事”的信念，发展了新疆的经济，改善了新疆各族

人民的生活状况。兵团人特别重视党的群众工作和

群众路线，始终把各族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兵

团职工深入少数民族家里，为其义务看病。兵团还

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干

部，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热爱祖国是兵团精神的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兵团精神的根本价值理念，兵团精神把共同

理想具体化为时代的价值追求。兵团事业的开展是

为了发展新疆经济、固守国家边防，结束新疆发展

缓慢、经济落后、边疆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为

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安全稳定的国

防基础。兵团事业的开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成果之一，热爱祖国

的坚定信念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实现了完

美的结合。

兵团精神不仅是从兵团人的长期生活、生产中

凝聚而来的，而且是兵团人在服务新疆各族人民、为

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实践中凝练出来的。来自

全国各地、受教育程度不一、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各

不相同的人能够聚到一起，是因为兵团人都有一个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这个信念就是建设社

会主义，这个使命就是“屯垦戍边”。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中，加强互相往来、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兵团人共同的价值选择。

第三，兵团精神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

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兵团精神既是民族精神

的弘扬，又是时代精神的显现，她把爱国主义传统

发挥得淋漓尽致，又把开拓创新的时代特色彰显得

凄婉动人。在兵团精神中，爱国主义表现为“国土在

我心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站岗

放哨”、“为祖国奉献一切”，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

境界，也是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兵团事业的发展

经历了共和国发展的各个时期，兵团发展史从不同

的侧面印证了共和国的建设史。兵团人在不同的时

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兵团精神的内涵。随着

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成

为了兵团精神的内涵。实践还在进行，精神继续发

扬。在兵团人的不断实践和开拓创新中，兵团精神

正在彰显着自己的时代特色。

第四，兵团精神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价值判断标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

开拓进取”是兵团精神的基本内容，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具体行为标准也是兵团精神的行为标准，兵

团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每一个标准都展现

得淋漓尽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者

和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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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兵团精神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新疆实施

的不竭精神动力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是对外

开放的西北窗口。“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意味着

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由东部牵动转为以中西部为主全

面牵动，意味着西部在外来的发展中将担负更多的

开发、振兴和牵动重任。新疆在中国古丝绸之路中

占据重要位置。丝绸之路在新疆的三条线路涉及城

市众多，覆盖新疆全境。而在这三条线路上分布着

大量的兵团团场和兵团自建的城市。有些团场就在

祖国边防，同时又是中国的边境口岸，又恰恰是今天

“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经地，所担负的责任非常重

大。虽然受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丝绸之路在历

史上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但它一直是连接东

西的重要通道。新疆有自己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

优势：坐落在祖国西北边陲，是新丝绸之路的中心，

是我国西北战略的重要屏障和开发开放西部的重要

通道；与多个国家毗邻，有我国最长的陆地边境线；

有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林果资源、矿产资源非常丰

富。同时，新疆也有自己特殊的民族成分和历史影

响：它既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最复杂的省份，同时

也是宗教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这些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客观环境决定了新疆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战略

地位，也同时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新疆的

独特重要性。

兵团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保

障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中，新亚欧陆桥经

济带是其西北线。通过这条线路，可以经新疆开通

中国通向亚洲西部国家和欧洲中东部国家的交往空

间，从而更好地发挥新疆的窗口作用。坐落于中哈

边境的阿拉山口是新亚欧陆桥经济带在中国境内最

西北的一个边境口岸。这个口岸不仅连通着石油管

道，还联结着公路和铁路，发挥着油管、铁路、公路

三位一体的独特战略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铁

路民兵，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传承者兵团“热

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祖国西北最艰苦的

地方安下心、扎下根，不分白天和黑夜，不管严寒和

酷暑，驻守边防、巡逻执勤。他们保障了亚欧大陆桥

在中哈边境的安全和畅通，在未来的新亚欧陆桥经

济带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兵团巡逻者是新

时期兵团精神的传承人，是新疆精神和兵团精神的

实际践行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桥头堡。当前，兵团的团场分布在新疆境内的边

境地带和天山南北的戈壁沙漠边缘；土地面积近

700万公顷；截至2011年底，辖有14个师和阿拉尔

等6个城市，170多个农牧团场[2]。古丝绸之路的沿

线城市同时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分布地，

北线、中线、南线分别有兵团的各个团场。因此，无

论是狭义的丝绸之路，还是广义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都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密切相关。现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正在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积极朝着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的方向发展。

兵团精神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新疆实施的不

竭精神动力。兵团精神与新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紧

密相连。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事业起步的时候，兵

团精神开始萌芽；在兵团事业发展的时期，兵团精

神开始形成；在兵团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得到发展

和深化。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向兵团精神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兵团精神应该更好地发挥其在新时

期的独特作用，更好地践行其在这一机遇期的实践

价值。鉴于新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心地位，

鉴于兵团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桥头堡作

用，鉴于兵团精神在兵团事业乃至整个新疆发展中

所起的维稳固边、保卫国防、民族团结的独特作用，

新时期必须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兵团精神。

当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条件虽然有了一定

改善，但是与祖国内陆，甚至与塔里木河流域、伊犁

河流域等水源充足、土地良好的地方相比，依然风

沙漫天、盐碱遍地，依然有些团场不适合人们生活。

但是驻守在这里的兵团人，他们坚定不移地以中央

新疆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以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为动力，积极吸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管理经验，

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着青春年华。这就是新时期的

兵团精神，这就是新时期的兵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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