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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磨一剑 正是出鞘时
●杨志农（克拉玛依市地税局党组书记 ）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关
于新疆稳定工作的政策持续加
强，
总书记对新疆工作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出重手、
下重拳，
先发制敌，
坚决
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
下去”
“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
“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
老鼠人人喊打 ”。剑锋所指，必
叫敌人胆寒，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回顾历史，
新疆自古就是祖
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
元前60年，
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
域都护府，
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
土的一部分。1865 年，
中亚浩罕
国的阿古柏匪帮在与沙俄和英
国勾连下侵入新疆，
侵占了天山
以南的地区，沙俄又占了伊犁。
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
1884年
新疆建省，定名为新疆省，就是
取故土新归之意，从这开始，新
疆的名字就正式定了下来并沿
用至今。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
1955 年 10 月 1 日成立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从此新疆人民走上了
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
看今日新疆，经济社会繁
荣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古
诗云“春风不度玉门关”，历史
上的新疆经济、文化发展相对
滞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
比较动荡。随着新疆的解放，
春风吹遍了新疆南北，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
为克拉玛依市地税局党组书
记，让我用克拉玛依的发展数
据，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来展现
新疆的发展成就。自克拉玛依

市地税局成立以来，税收收入
争爆发后，其经济发展已经停
正气、打出了安宁。作为地税
从 1994 年 的 1.27 亿 元 增 长 到
滞，基础设施几乎完全被毁，5
人，
我要自觉做贯彻总目标的忠
2016 年 的 45.61 亿 元 ，累 计
年 内 47 万 人 丧 命, 人 口 缩 减
诚实践者：一是持续教育引导，
513.55 亿元，其中 2012 至 2016
21%,45%的人口流离失所。伊
让每个干部职工紧盯总目标、
自
年，我局共组织各项收入 423.41
拉克，这个坐落在文明古国巴
觉落实总目标，
认清
“三股势力”
亿元，组织税收收入 270.89 亿
比伦所在地的国家，原油储备
和“两面人”的危害，勇于同“三
元，地方级税收收入 214.86 亿
世界排名第四。海湾战争前， 股势力”
作斗争，
敢于揭批
“两面
元，为克拉玛依社会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海湾战争
人”，助力全民反恐。二是做好
提供了坚强的财力保障。
“十二
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伊拉克
维护稳定工作，建立健全并落
五”期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战争爆发到结束后，由于局势
实好维护稳定工作各项制度，
出累计完成 396.8 亿元，年均增
动荡，电力、燃油及各类生活物
保卫好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长 10.7%，其中，民生支出 310.7
资供应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没
安全，不给“暴恐分子”可乘之
亿元，占比达 78.3%。城镇居民
有明显改善，时常发生的暴恐
机。三是做好民族团结一家亲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
袭击，让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安
工作，先通过制度让活动规范
均 纯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2.6% 和
全保障。阿富汗、利比亚、索马
起来，再通过经常性交流、交往
9.1%，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保
里等处于战乱或者动荡国家的
最终实现真正的交融，占领和
持在 1%以内。城市规模不断扩
人民始终处于生死边缘。反观
守住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阵地，
大，中心城区面积扩大了一倍； 中国，经济发展稳步增长，人民
不让“三股势力”蛊惑我们善良
出 行 环 境 极 大 改 善 ，飞 机 、火
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祖国大
的各族群众。四是大力支持访
车、高速四通八达，已与北京、 地到处是幸福、和谐的景象，全
惠聚工作组、联点社区及社区
上海、成都、南京等 11 个城市通
国各地的广场舞跳出了人民的
民警的合作，深挖并清除隐藏
航；人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科
幸福，新疆大地的麦西来普跳
在群众中的“两面人”，让“三股
技馆、图书馆、游泳馆、体育馆、 出了民族团结与稳定和谐。
势力”断源。五是做好同“三股
会展中心和文化创意产业园闪
盘点新疆政策，聚焦总目
势力”和“两面人”作斗争专项
亮现身；医疗服务惠及广大市
标、
落实总目标是我们工作的总
工作，纯洁干部队伍。对系统
民，2012 年至 2016 年 10 月，全
指针、总遵循。党的十八大以
干部职工进行 360 度考察，
建立
市卫生计生总投入达 39 亿元，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考察档案，
一旦发现
“两面人”
坚
较“十一五”增长了 108.8%，远
中央立足新疆改革发展稳定面
决予以处置；
经常性开展发声亮
程医疗、数字医院让人们享受
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
新挑战，
审
剑活动，
为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
到了一流的医疗服务；金融、信
时度势、运筹帷幄，提出一系列
反恐维稳人民战争凝心聚力。
息产业迅猛发展。各族人民获
新思想新论断，
把社会稳定和长
各族同胞们，
让我们携手向
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 “三股势力”
和
“两面人”
宣战。当
观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中
和着力点，
切实维护新疆改革发
《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
《五问
国风景独好。团结稳定是福、 展成果和各族群众切身利益，
为
维吾尔青年》等一篇篇战斗檄文
分裂动乱是祸。叙利亚，这个
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
发表，当一批批暴恐分子被审
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国家，拥
好描绘了壮美蓝图。在陈全国
判，
当自治区教育厅原党组副书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叙利亚战
书记领导下的各族干部群众一
记、厅长沙塔尔·沙吾提等一批
争 爆 发 前 ，据 世 界 银 行 统 计 ， 记记反恐维稳
“组合拳”
，
打击了
批
“两面人”
被查处，
当一名名失
2010 年其人均 GDP4737 美元， “三股势力”
的嚣张气焰，
更是打
足者被教育感化，
当
“访惠聚”
工
世界排名 97，2011 年叙利亚战
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打出了
作的持续深入，
当我们都认识到

了“三股势力”和“两面人”的危
害，
打好
“三场硬仗”
和打赢
“一场
人民战争”
的合力已经形成，
“三
股势力”
赖以生存的土壤必将被
铲除，
“两面人”
必将像过街老鼠
一样无所遁形。任何民族没有
人生下来就是暴恐分子，
任何人
都不愿意惶惶不可终日去做
“两
面人”
，
民族的交流、
交往、
交融是
大势所趋，
安定、
和谐、
富裕、
繁荣
是我们共同的向往，爱党、爱祖
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是我们
共同的心声，
让我们紧紧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
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拥
护党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
行党的治疆方略，认清“三股势
力”
和
“两面人”
的丑恶嘴脸和险
恶用心，自觉抵制思想渗透，划
清与他们的界限，
像爱护自己的
眼镜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像珍视
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各族同胞们，
让我们像石榴
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起
来，
共同揭批
“三股势力”
的罪恶
本质和“两面人”的奸诈、阴险、
可怕，
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
大的胜利召开！

发声

经典芬芳润油城

大学之道，君子之学
●崔 磊
身即是打通生命内外境界的一种
存在方式，就像埋在地下的种子，
惟有遇到了阳光、水、生命的因缘
和合之后绿芽方可破土而出。出
土之后的幼苗，又必须经受住外
界环境的风风雨雨，方能茁壮成
长。也就是说，修身是寻找生命
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做的只有不
断地深入，才能达到至善的目标。
读《大学》诚意章的内容，从
“毋自欺”到“慎其独”；从“切磋琢
磨”到“有斐君子”；从“自明”到
“日新”无不在揭示一个至善的道
德境界。那样的一个境界，在未
有生民以来就与天地同在，只不
过人们在偏离正道的时候远离了
它。回到当下，我们会发现生活
的诱惑比起道德境界的至善更有
吸引力，在自欺、欺人、被人欺的
生活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三
者之中，毋自欺已属不易，更遑论
不欺人与被人欺了。所以《大学》
言：
“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并要求要像恶恶臭，好好色一样
反应敏捷。如此反应，与他人无
关，但却关系到每一个个体，故君
子必慎其独也。
《大学》旨在告诉我们惟有自

明之人才可能推己及人，改变生
命环境，从而使自己连同他人从
容自在，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
“止于至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可能因为
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动摇、放弃“自
明”
“自新”，以致出现倒退。为此
必须时刻保持谨慎、不断检查、防
范和匡正，以确保每个阶段和环
节始终处于上升发展的状态，只
有这样才能达到“至善”
的目标。
《大 学》之 道 ，丰 富 而 精 辟;
《大学》 之义，深远而高崇; 《大
学》 之理，至善而使人信服。明
明德、亲明、止于至善的“纲
领”要求人们把自身具有的美德
发挥到极致，通过如琢如磨的工
夫，洗去旧染之污，让生命的意
义不断溢出，使整个世界洋溢着
道德的光辉。我们研读 《大学》
的意义，从追求知识，探寻真理
入手，加强身心修养，学做君子
之学，明心见性。要有如北宋儒
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理想和气概。我以
为这就是对“大学精神”的继承
和发展。

“建 设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明确
要求。我国古代卷帙浩繁的经
典著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载体，对古代国学经典的深
入生动解读，是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是
让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气韵、
神采、智慧泽惠我们现实的工
作与生活的可靠方法，是用国
学经典的芬芳与光芒浸润我们
的精神世界、照亮我们的前进
之路的重要手段。为了让国学
经典的芬芳弥漫克拉玛依、泽
惠克拉玛依，为了传统文化助
力克拉玛依的现代化建设、提
升全体市民和城市的文化修
养，克拉玛依区委与克拉玛依
日报决定联合开办“经典芬芳
润油城”专栏，现面向全体市
民征集稿件。
一、稿件要求：
1、 通过对我国古代经典
作品的深入、生动解读，传承、传
递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乐观积极
的生活态度。
2、 单篇稿件不少于 1000

字，不多于 1200 字。
二、征集时间：
从即日起到活动结束。
三、刊出时间：
每周二、周五在《克拉玛依
日报》刊出，刊满一百期为止。
四、作者报酬：
稿件一经刊用，即付 300 元
稿酬。
五、其他：
投稿邮箱：

1481299584@qq.com
联系人：王斐
电话：
6242299
请作者自留底稿，未采用稿
件不退稿。
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
克拉玛依日报编辑部
2017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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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
《克拉玛依日报》

主办

《大学》一书言简意赅，被认
为是儒家学派“初学入德之门”。
大学所言：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
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
有也”。大学区分一个人德行，要
先立己而后立人，故大学是“诚之
者”的君子之学。
《大学》开篇即讲明明德、亲
民、止于至善的纲领，接着讲“知、
止、定、静、安、虑、得”的内明工
夫。用我们当下的理解，是讲对
人生的经营和管理，经营的目标
是达到至善。
《大学》告诉我们人
生明明德的过程便是：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对于生命的经营和管
理，离不开个人的修身。
如何修身，是在独立世界的
生命中每个人应有的严肃思考，
通过修道，修身，达到开悟明道，
也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者，必
须脱离尘世世俗，如《黄帝内经》
中描写的：有上古真人者能够提
挚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
立守神，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
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通
过这样，从而达到悟道，明道。修

“经典芬芳润油城”
专栏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