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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团结就有幸福，有团结才有幸福
●克拉玛依区直机关 胡清华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我的家乡克拉玛依 60 年的辉
煌发展史足以证明这一点。
克拉玛依能成为共和国重要
的石油石化基地，能成为新疆的
经济重镇，正是社会大局稳定、各
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
我市自 2011 年荣获“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成为西北地区首个
获此殊荣的地级市后，2017 年又
第三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此外，我市还连续 6 年上榜
“全国最安全城市”，这都是我市

各族居民团结共建的结果，这些
荣誉也是对所有克拉玛依人辛勤
付出的肯定。
以上若干事实表明，有团结
就有幸福，有团结才有幸福。
但是，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
暴恐事件，是“三股势力”利用信
教群众朴素的民族宗教感情给原
本和谐团结的民族关系制造的深
深隔阂。他们的目的在于分裂祖
国。他们反人类、反社会的行径，
给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负
面影响。

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破
坏活动，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
教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
争。我要擦亮眼睛，认清宗教极
端思想践踏伊斯兰教基本精神、
亵渎伊斯兰教教义、破坏安定团
结的险恶用心，理直气壮地驳斥
他们散布的极端思想，剥掉其宗
教外衣，揭露其反动本质和严重
危害，形成对民族分裂分子、暴力
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人人唾
弃、人人喊打的氛围，为建设和谐
社会、建设美好家园，实现新疆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坚
决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二是坚决维护党的
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政治
责任，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坚决

不做“两面人”。三是积极参与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做维
护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带头做好
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家人、同
事、朋友明辨是非，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以实际行动影响
和带动大家树立国家意识、公民
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
“三股势力”作坚决斗争。四是
紧紧围绕总目标，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决不暧昧，认真履行职
责，坚决同非法宗教活动、宗教
极端活动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坚定理想信念 ，
誓与“三股势力”
斗争到底
●独山子区安监局 刘清瑞
我出生在美丽的伊犁河畔，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各民族团结亲
如一家人，过春节的时候，少数民
族邻居会热情地给我家送来馓
子、麻花、馕等美食，肉孜节、古尔
邦节时，我们也会带着礼物去跟
他们一起庆贺节日。
我在独山子区已经工作 7
年，我丈夫在独山子石化公司工
作，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生活
得非常幸福。

我深知，能过上这么幸福美
满的生活，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我要牢记党的恩情，扎扎
实实工作，用心维护民族团结，用
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对我们的教育
和培养。
近年来，
“ 三股势力”披着宗
教的外衣，大力实施分化、渗透、
颠覆、破坏活动，挑起民族仇恨，
正是为了实现把新疆从祖国怀抱
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严重影响

了社会稳定，所以，我们必须发出
最强烈的谴责和声讨。
作为公民，我有维护新疆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义务。我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等大是
大非的问题上，始终做到旗帜鲜
明、
立场坚定。
作为公职人员，
我要带头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做到对党绝对
忠诚，
坚决与
“三股势力”
作斗争。
作为安监系统工作人员，我
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
安全生产工作做实、做细，切实做
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保全
区安全生产环境持续稳定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要守护好本单位意识形态
领域阵地，主动维护良好的网络

环境，自觉做到不在网上发布与
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相
抵触的言论，不发布有损民族团
结的话，不信谣、
不传谣。
我要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
身边的人，管住管好家人、亲戚、
朋友，和他们一同维护民族团结，
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极
向社会传递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
应有的贡献。

民族团结之花永远不会凋谢
●市采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孙静
我是在奶奶家长大的。奶奶
家在富蕴县可可托海镇，那是一
个由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
族、回族等 7 个民族居民组成的
小镇。我小时候的玩伴都是不同
民族的孩子。
记得奶奶家住的那排平房一
共有 6 户，两家是汉族，房头上
的那家维吾尔族大叔家有个馕
坑，有时候我陪爷爷在菜地干
活，打馕的大叔就让他儿子给我
们送馕和热奶茶。爷爷家隔壁住
着一户哈萨克族邻居，他家养了

几十头牛，每天都会给我送来一
小盆新鲜牛奶。每次邻居家的哥
哥到山上摘果子、捡到好看的石
榴石等，也会分给我一半。到了
冬天，家家户户都会出来扫雪，
谁家的劳动力多，就会主动帮助
其他人家扫。我们不分彼此、不
分民族，我们都是一家人。
转眼间，我大学毕业了，工
作了，入党了。
前几年，在七月高温的夏天，
偶尔看见路边穿着异常服饰的中
年妇女，我还带着好奇的眼光多

看她们两眼，心想：我的童年时
代，
什么时候见到过这种打扮？
当时，由于自身的政治敏感
度不够，民族政策、知识掌握得
也不够，没能制止那些妇女。后
来，经过深入学习，我认识到留
大胡须、穿异常服饰这些只是表
象，其背后隐藏的就是宗教极端
思想，其实质就是“三股势力”
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
从思想、经济、法律、文化艺
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
面，对信教群众进行全方位的煽

动和蛊惑，甚至还毒害、腐蚀青
少年。
从这些年发生的案件看，
“三股势力”残害无辜群众，制
造民族分裂，破坏了新疆的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破
坏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已经
成为影响新疆社会稳定最现实、
最直接的严重危害，必须坚决依
法严厉打击。
今天，我果断向宗教极端
势力发声亮剑：今后，我会把
“去极端化”工作压实、做细，

极力压缩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
空间，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
的渗透。
我承诺：我一定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地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我将带头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
透，引导同事、家人等认清宗教
极端思想的本质及危害。同时，
提高思想警惕，保持清醒头脑。
此外，我还要做好民族团结的卫
士，和各族同事、朋友一起共同
维护好新疆和谐稳定的局面。

坚定坚决向
“三股势力”
“两面人”宣战
●乌尔禾区柳树街街道办事处 翟兰芳
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新疆各民族同属中华民
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也扎
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上，是中华文
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近些年来，
“三股势力”
为了把新疆从祖国的怀抱中分裂
出去，打着民族的旗号、披着宗教
的外衣，对群众大肆煽动和蛊惑，
并不断挑起事端，严重影响新疆
社会发展和稳定大局。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街道
办事处负责人，我将不负党和政府
的信任，不负各族群众的嘱托，坚
定坚决地站在反分裂斗争第一线，
坚定坚决地向“三股势力”亮剑。

一要坚定政治立场。我要时
刻坚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
况下都要保持政治立场坚定、头
脑清醒。我要紧紧围绕总目标，
统筹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惠民政策落实等各
项工作，
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
二要坚持主动担当。我要坚
定不移落实自治区党委反恐维稳
“组合拳”，始终做到不动摇、不懈
怠、不犹豫、不棚架，积极主动靠
前统筹谋划，始终把反恐维稳作
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三要坚定理想信念。我要始
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下大力气
解决好居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多办为民谋利的实事。在履
行 好 街 道“ 第 一 责 任 人 ”的 基 础
上，发挥好党员带头作用和先锋
模范作用，经常深入社区、深入居
民家中开展调查走访，及时了解
掌握社区、工作队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同时教育引导居民群众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居民认
清“ 三 股 势 力 ”的 危 害 与 罪 恶 本
质，最大限度地铲除“三股势力”
和“两面人”
滋生的土壤。

四要积极发声亮剑。民族团
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分裂势
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我们
越要加强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
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
团 结 、维 护 社 会 稳 定 的 钢 铁 长
城。决不能让“三股势力”毒害我
们的人民、破坏我们和谐稳定的
大好局面、破坏我们各民族血浓
于水的深厚情谊，决不让不利于
团结的风气蔓延。

学好普通话，交往才能
“零障碍”
●新疆油田公司克拉玛依电厂 茹孜古丽·阿不力孜
我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从
事财务工作。从出生到上学再到
工作，在我身边一直有汉族、维吾
尔 族 、回 族 、锡 伯 族 等 各 民 族 同
学、同事和朋友。作为一个土生
土长的新疆人，
这是最常见的事。
高考时，我考上了新疆财经
大学，并在长期的学习工作中提
升了掌握、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能力和水平。正是因为掌握
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 10 年
来我一直顺顺当当。现在的我，

工作稳定、家庭幸福。
现在想来，学习普通话是我
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作为一名中
国人，学习普通话是我的义务，学
习普通话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
是人与人交流的必备工具，也是
创造幸福生活的金钥匙。在我自
身学好普通话的同时，我还教育
子女一定要学好，这样与人交往
才能实现“零障碍”
。
生活在新疆的各族人民，都
应该从这些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实实在在的好处中认识到共产
党的伟大。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党和
国家才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强靠
山。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克拉
玛依，没有稳定，就没有城市和油
田的发展，就没有全市各族群众
的幸福生活。因此，维护克拉玛
依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我们
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
在当前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
面前，作为少数民族干部、市人大代

表，我将积极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带
头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民族分裂、暴
力恐怖等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敢
于和分裂分子做斗争，更要坚决抵
制“两面派”和
“两面人”的言行。

我庄严承诺，我不信仰伊斯
兰 教 ，不 进 清 真 寺 ，我 将 崇 尚 科
学、弘扬现代文化，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用实际行动构筑起
维护民族团结、打击暴力犯罪的
钢铁长城，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做出应有的贡献！

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