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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跟党走
●市第十一小学 多力坤·吐尔逊
近年来，小学语文维吾尔文
教材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正
是这些“问题教材”危害了一代
维吾尔族少年儿童，在他们幼小
的心灵上埋下了毒瘤。
在这 12 年中，我当过教师、
也担任过副校长，既没有认真研
读教材，也没有在听课指导中有
任何察觉和警惕。作为校领导、
作为共产党培养的党员领导干
部、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家长，
我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缺乏

应有的独立思考力，我应该深刻
反思，对被残害的下一代我深感
愧疚。我更应该以此为戒，在工
作中用实际行动表达坚决拥护
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跟党走的
决心和信心！
每当我从新闻里看到国外
现在的形势，我都为生在中国
感到庆幸。现在，国家繁荣昌
盛、社会稳定有序，尤其是克
拉玛依的孩子享受着更多的优
惠政策，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这一切是谁给的？我们真的应
该好好想想。
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
国，就没有新疆翻天覆地的变
化，就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的幸
福生活。因此，不管是普通群
众还是党员干部，都要常怀感
恩之心。
我必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把坚定的政
治立场作为对自身的首要要求，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问
题上态度鲜明、
立场坚定。
我要坚守教育这块阵地，旗
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
族团结，身体力行地为全体师生
做榜样，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小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我们的
青少年能够明辨是非，
坚定立场。
我要在坚决推进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方面积极行动，带
领 老 师 、学 生 们 一 起 积 极 开 展

“认好中国字、写好中国字、说好
中国话、读好中国书”等系列活
动，在公共场合坚决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感，
真正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我要做好群众的领路人、带
头人，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
族分裂、促进民族团结上立标树
旗、以身垂范，团结带领各族群
众特别是维吾尔族群众坚定不
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保持对党的赤胆忠心
●独山子区委政法委 依拉木江·麦提色依提
我的父亲是当年援克来到克拉
玛依的，
是克拉玛依的第一批产业工
人，
之后独山子区成立了石油学校，
我们家又搬到了独山子。从我记事
起，
父母要求我们必须学好知识、
学
好普通话。
我们家一度经济困难，
我妈嘴
里一直念叨说组织帮助了我们。我
长大后才知道，
我妈口中的
“组织”
就
是党和政府。正是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
让我们上了学。学校里的学习让
我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
值观。
而今，我已经成长为一名政法
系统干部，对于“三股势力”
“两面
人”
，我不但要发声亮剑，还要坚决
打击。
我要保持对党、
对祖国、
对人民
的赤胆忠心，
坚决做党的政策的执行
者、
拥护者、
宣传者。我要始终牢记

政治责任，
站稳政治立场、
把准政治
方向，
不当
“两面人”
、
不说
“两面话”
、
不做
“两面事”
，
以行动影响和带动广
大群众勇敢地向
“三股势力”
宣战。
我要继续全面、
系统地学习党
中央治疆方略等重大理论思想，
牢固
树立
“四个意识”
，
增强
“五个认同”
，
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我要牢牢把握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这一新疆工作的总目标，
克服盲
目乐观情绪和松懈麻痹思想，
始终把
反分裂斗争摆在第一位，
落实好维护
稳定各项措施。
我要管好家人和亲属，
在社交
圈中发挥表率带头作用，
自觉宣传好
党的政策。我要关心和团结身边的
各民族干部群众，
教育他们讲原则、
讲团结、
讲稳定，
切实提高他们的政
治辨别力。

我要做民族团结的坚定维护者。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
一分。我坚信，有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和坚强领导，有自治区党委的
正确决策部署，有各族群众团
结一心作为坚强后盾，有人民
民主专政的强大铁拳，我们一
定 能 以 铁 的 手 腕 给 予“ 三 股 势
力”以毁灭性打击。

决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
●中石油克拉玛依销售公司 朱文军
我是一名生长在兵团、工作
在克拉玛依的共产党员，父母亲
都是转业到兵团的工人。小时
候，父母亲经常教导我们兄弟姊
妹：
“孩子们，咱们今天能吃饱饭，
是共产党领导得好，有共产党带
领 ，我 们 一 定 会 过 上 更 好 的 日
子。”
我对此一直铭记在心。
我的亲戚塔依尔是我们单位
的内退职工。我们时常走动，坐
在一起聊天，他一直记着小时候

在伊犁的困难生活。当时，他一
家大小挤在两间昏暗窄小的平房
里，从来没尝过吃饱饭的滋味。
这些年，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家
家都有宽敞明亮的房子住，生活
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他对我说：
这么好的日子还有人搞破坏，简
直是脑子坏掉了！
塔依尔的话说出了绝大多数
维吾尔族老百姓的心声，
任何一个有
良知的新疆人都不愿意看到大家的

幸福生活化为乌有，
更不愿意看到新
疆安定团结的局面被破坏。
在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什么
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支持什
么，反对什么，我们必须旗帜鲜
明，态度明确。我也借此机会表
明我的思想观点。
今天的克拉玛依是各族干部群
众六十多年艰苦创业、
团结奋斗的果
实。我爱这里壮美的风光、
爱这里淳
朴的民风，
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

护她、
建设她、
决不允许任何势力打
着任何旗号，
破坏我们的家园和我们
的幸福生活。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郑重
承诺：
一是结合自己工作特点，
通过言
传身教，
教育好家人和同事认清
“三
股势力”
的危害，
讲清谁是我们的敌
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带动少数民族
亲戚牢固树立国家意识、
公民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树立
“危险就在身边、
暴恐就在眼前”
的风
险意识，
带头落实好自治区党委及上
级部署的各项维稳措施，
坚决同
“暴
力恐怖势力、
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
端势力”
作斗争。
三是管好家庭、
教育好孩子，
牢
固树立“一个总目标”
，
以实际行动
做好表率，
把民族团结工作落实到日
常生活中，
为克拉玛依创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市奉献一份力量。

勇于担当作为 维护民族团结
●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艳萍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命运和
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新疆人民都是中华儿女，这是
千百年来不变的历史。
今日的美丽新疆、美丽克拉
玛依，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
果，新疆未来的繁荣发展依然需
要我们的努力，发展的前提就是
要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我曾经认为克拉玛依不会
有“三股势力”“两面人”，因
此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随着
学习的不断深入，我才发现
“两面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作为医院安全保卫工作的
主管，我向同事们解释了维护
稳定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 的 重 要 性 。“ 民 族 团 结 一 家
亲”活动把各族人民的心越拉

越近了。
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一名党
员干部，反恐维稳是我义不容辞
的责任，我将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坚定政治方向，坚决拥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疆方略，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二是勇于担当作为。在维护
祖国统一、
维护民族团结、
反对民

族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发
声、敢于亮剑，主动作为、敢于担
当，
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稳定。
三是维护好民族团结，牢
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参
加并做好“民族团结一家亲”活
动，和对子多了解、多包容、共
学习、多交流，像石榴籽一样
紧密团结在一起。

四是转变作风。在学讲话
上下功夫、在转作风上动真
格、在促落实上见实效，多做
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
五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我
将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教育自己和分管科室的员工爱
党、爱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
反分裂、反极端、反暴力，自觉维
护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

爱祖国感党恩，
坚决与
“三股势力”斗争到底
●乌尔禾区乌尔禾镇查干草村 于素甫加纳·依德勒斯
我出生在乌尔禾镇查干草村
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
小
的时候家里非常困难。长大后，
我
依靠辛勤劳作，
实现了不愁吃不愁
穿的梦想。感谢党，让我们有馕
吃、
有菜吃，
生活越来越好。
这几十年来，党的惠民政策
在我们身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我切身感受到农村生产生活发生
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我们走
的是土路，现在是柏油路，想出门
有免费公交。党和政府很关心我
们农民，我们自家盖房子，党和政

府还给发补贴，种麦子也有补贴，
农民看病有合作医疗……一桩桩
好事说也说不完。
我热爱我现在的生活，我用
诗歌来赞美党。我要歌颂在共产
党的带领下家乡翻天覆地变化和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我始终牢记、感谢党和国家
对我的恩情。我也深深感受到，
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就
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安居乐
业和幸福生活。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建设美丽家园，和我们每一个
人息息相关，我们都要擦亮眼睛、
明辨是非，一定要认清“三股势
力”的真实面目和罪恶本质，他们
以分裂祖国为罪恶目的，制造了
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他们是新
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我们与“三股势力”的斗争是
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会坚定
政治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
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坚决与各种
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作斗争，团
结带领各族群众投入到反分裂斗

争中去，坚决与“三股势力”划清
界限，让
“三股势力”无处可逃。
我会始终牢记，民族团结是
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分裂分
子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我们
越要维护民族团结。我会牢固树
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增强“五个
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
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
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各民族要像
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构筑
起各民族反恐维稳钢铁长城和铜
墙铁壁。

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