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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相连搞好团结 与“两面人”作坚决斗争
●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 木塔力甫·买买提

前段时间有一部非常火爆
的电影《战狼 2》，当中令我最感
动、最震撼的画面，是电影的最
后吴京经过敌占区时身披五星
红旗的场景。看到这一幕，作
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
自豪和骄傲。我的工作性质也
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新疆
是我国西北重要的安全屏障，
新疆的战略地位特殊、面临的
问题特殊，做好新疆工作是全
党全国的大事，也是我们每一
个公民应该做的事。
我是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
院司法警察木塔力甫·买买提。
我在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长大，

我的父亲是井下作业公司的一
名普通工人，我小时候，他一直
教导我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给我
讲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2000
年，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新疆
财经大学法学系。我的大学宿
舍舍友由汉族、
维吾尔族和哈萨
克族三个民族组成，
我们团结和
谐、
互帮互助，
在朝夕相处中，
彼
此了解了不同民族的特色风俗
习惯，
这给我的大学生活添加了
不一样的色彩和美好。
在我身边有许多维吾尔族
党员，多年来，他们一直为党工
作、对党忠诚，为维护民族团结
和祖国统一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但是，近年来，有个别维吾
尔族党员干部忘记自己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唯物论者
和无神论者的基本要求，他们
有的丧失政治信仰，在宗教敏
感问题面前摇摆不定，对利用
宗教进行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
教极端主义言行不批驳、不亮
剑、不报告，甚至暗地里同情、
纵容、支持暴恐分子；有的偷换
概念以民族风俗习惯为由暗地
里信仰宗教；有的甚至利用职
务之便默许宗教干预行政。种
种现实迹象已经表明，比起肆
意制造事端的暴恐分子，
“两面
人”更奸诈、更阴险、更可怕，危

害更长远、更深重！他们不仅
影响到反分裂斗争的成败，更
会破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的进程，
影响总目标的实现。
近一段时间以来，
持续深入
开展的严打专项斗争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沉重打击了“三股势
力”
的嚣张气焰。随着严打斗争
的深入，
一些
“两面人”
已经浮出
了水面，但是我们可以断定，还
有为数不少的“两面人”隐藏在
各族干部群众当中。他们伺机
制造各种障碍和麻烦，
给新疆维
护稳定的大局添堵添乱。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
当前的形势，我要勇敢发声亮

剑：我要紧紧围绕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坚
决落实中央的各项部署和采取
的果断措施；我要手挽手、肩并
肩地团结各族居民，促进民族
团 结 、宗 教 和 谐 、人 民 安 居 乐
业，与“三股势力”
“ 两面人”作
坚决的斗争。
而今，我还要接过父亲的
接力棒，把父亲给我讲的民族
团结故事说给我的孩子们听，
让她们从小就明白，我们都是
中国人，我们要维护民族团结，
反对分裂主义思想。我相信只
有各族居民共同努力，新疆的
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反对“双泛”
我发声 坚定信心跟党走
●独山子区第十四社区居民 米热古力·肉孜

我是独山子区美林花园居
民米热古力·肉孜，我出生在新
疆喀什，1993 年中专毕业后来
到独山子石化公司工作。
在我的心目中，新疆一直
是一个祥和美丽的地方，人们
生活安逸、幸福，各民族同胞团
结友爱。我对新疆的发展变化
有着切身的体会，尤其是近年
来，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民
生不断改善，党的惠民政策一
项接着一项，我们的生活一天

比一天好。
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
独山子也发生着日新月异
的领导，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
的变化。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
下，我们的生活才会越过越好，
越好，我从 50 多平方米的小房
我们要感恩党，听党话，坚定信
子搬进了 100 多平米的大房子； 心跟党走。
我们的城区建设得越来越美，
然而，有些人见不得我们
街道干净整齐、绿树成荫、绿地
的日子越过越好。近些年来，
平整如毯；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 三 股 势 力 ”打 着“ 民 族 ”的 幌
活 越 来 越 丰 富 ，图 书 馆 、影 剧
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不断向
院、博物馆、体育馆、公园、休闲
我们传播“泛伊斯兰主义”
“泛
广场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精神文
突厥主义”等错误思想。他们
化、业余生活的需求。
不断强化“泛清真化”概念，不

断扩大民族差异，制造出一系
列令人发指的暴力恐怖事件，
他们不但挑拨民族关系，其最
根本的目的就是妄图把新疆从
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新疆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
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将它分
裂出去。
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
是祸。我坚决反对一切危害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行为，坚
决反对“双泛”主义、宗教极端

思想；我要切实管好自己的家
人和亲属，带头发声亮剑，积极
投身到反恐维稳的斗争中。我
将时刻提醒自己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以实际行动与“三股势
力”
做斗争。
各族兄弟姐妹们，让我们
携起手来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和
祖国统一，共同浇灌民族团结
之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领会精神 牢记使命 继续与“三股势力”斗争到底
●高新区（白碱滩区）人大法工委 阿比力·买买提艾力

我是克拉玛依第一代石
油工人的子女，我的父亲是一
名 修 井 工 ，也 是 老 党 员 ，母 亲
是一名朴实的家庭妇女。在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以身作
则地严格教育我，努力把我培
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父
母的言传身教让我对于克拉
玛依这座石油城充满了深厚
的感情。在铁人精神的激励
下，我成长为白碱滩区第一批
考上大学的学生之一，这份荣
誉让父母充满骄傲，我也由衷
感谢党对我的恩惠。
自古以来，我们新疆各族

人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劳动
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爱戴，
我们也彼此更加了解。然而，
境内外“三股势力”不愿看到一
个繁荣富裕、安定团结的社会
主义中国，想方设法破坏新疆
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千
方百计阻扰我们的改革发展进
程。他们披着民族宗教的外
衣，利用群众朴素的宗教情感，
煽动宗教狂热，制造民族隔阂，
伺机挑起事端制造动乱，酿成
了一场场惨案。
当前，
新疆维护社会稳定的
形势依然复杂，
实现长治久安的

任务艰巨繁重。作为公职人员，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
自觉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我对
“三股势力”
利用宗教信仰、 结合起来，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
不移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维护
民族情感搞破坏的行为深恶痛
实到本职上、体现到行动上、融
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坚决与
绝。我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
入到工作中。我要当好各项政 “ 三 股 势 力 ”做 针 锋 相 对 的 斗
来的干部，作为部门领导，我应
策和法律法规的义务宣讲员，
理
争。我要始终对党忠诚、言行
该深刻意识到自己所处岗位的
直气壮地讲党的恩情、
讲法律知
一致，绝不做当面一套背后一
关键性。在新疆当前的严峻形
识、讲稳定形势、讲社会发展变
套、
阳奉阴违的
“两面人”。
势下，我们的工作稍微有松懈， 化等，
把党的主张和声音及时传
我要果断向“三股势力”发
就有可能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
递给各族群众。
声亮剑，传播正能量，把工作做
危害和重大的损失。
我要时刻保持清晰头脑， 实做细，自觉维护社会稳定，自
我郑重承诺：
作为一名少数
特别是要在维护祖国统一、促
觉维护民族团结，
自觉维护法律
民族干部，
我要紧紧围绕社会稳
进民族团结、反对“三股势力”、 尊严，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来
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把学习贯
制止宗教干预世俗生活、遏制
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绝不能让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泛清真化”等大是大非原则问 “三股势力”干扰破坏各族人民
主义思想与学习贯彻以习近平
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更加
群众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做振兴乌尔禾的助力者
●乌尔禾镇哈克村 努拉洪·艾买提

我叫努拉洪·艾买提，家住
乌尔禾镇哈克村，是区属物业
公司的保安。我的大儿子在区
政府食堂上班，我的大女儿在
荣康物业工作，我的家庭和睦、
生活幸福，我很满足。我受过
的教育很少，但是从小父母就
教育我，要爱祖国、爱家乡，我
也一直这样教育我的孩子们。
我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家乡是
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我们新
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维
吾尔族就是五十六个民族大家
庭中的一员。

今天的乌尔禾，和以前相
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的泥土路不见了，现在处
处是光滑平整的柏油路；以前
随处可见的垃圾不见了，现在
家家房前屋后都收拾得干干净
净；以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不见了，现在处处都安装着明
亮的路灯；以前阴冷潮湿的破
旧房屋不见了，现在处处是冬
暖夏凉的抗震安居房……这所
有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好政
策带来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
去好好生活，不去好好努力，用

自己的行动，为乌尔禾的振兴
增砖添瓦，
增光添彩呢？
历史是最好的“照妖镜”，
群众是最终的评判员。光明前
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面
对妄图分裂祖国的暴恐分子，
面对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三
股势力”，面对破坏我们和谐稳
定生活的败类，我作为普通群
众的一员，要坚决站出来跟他
们斗争到底。
我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
强领导，有自治区党委的正确

决策部署，有各族群众团结一
心的坚强后盾，我们一定会以
铁的手腕给予暴恐分子毁灭性
打击，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决
战决胜，一定能以实际行动夺
取反恐维稳斗争的全面胜利。
我和我的家人郑重承诺，
我
要坚决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
决不受暴恐分子和宗教极端思
想蛊惑，
决不让
“三股势力”
的阴
谋得逞。我们会用自己的行动，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创造更好的
生活，
为乌尔禾的繁荣和稳定尽
一份自己的力量。

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