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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撒谎成性”
的政客必将为世人不齿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阿不都热依木·阿米提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用恶毒
的谎言攻击抹黑我国治疆政策，
干涉我国内政，必然激起新疆各
族群众的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他的所作所为令世人所不齿。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哪个
民族、哪种文化，都把诚信推崇为
美德。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人
无信则不立。而蓬佩奥却公然以
撒谎、造谣为荣，毫无做人从政的
底线，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公德良

知，真可谓无耻至极。谎言最怕
真实，谣言止于智者。新疆人民
生活过得好不好，最有发言权的
是新疆人民。
作为一名老干部，我要以新
疆稳定发展、新疆人民幸福安康
见证者的身份，为各族群众团结
和谐安宁的美好生活作证。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
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出并不断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证
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
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
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
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
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新
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
相连的家庭成员，各民族在这块
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和睦相处、和
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建共享美好
生活。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兄
弟省市的帮助下，新疆搭上了国
家高速发展的快车，享受了国家
改革发展的红利，经济发展、人民
生活、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新疆绝对贫困问题得到
历史性解决。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以自己是强
大祖国的一员而自豪骄傲。新疆
各族人民坚信，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
新疆的社会稳定基础将
更加坚实、
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将越
来越好，
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将持续提升。
蓬佩奥这种无耻的行为，不
可能阻挡新疆前进的步伐和各族
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只
会被世人所不齿、唾弃。多行不
义必自毙，蓬佩奥之流逆历史潮
流而动，必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
判和清算。
（据《新疆日报》
）

“跳梁小丑”蓬佩奥掀不起什么大浪
蓬佩奥习惯性对事实失明，
一贯睁着眼睛说瞎话，在下台之
际仍不忘编造涉疆谎言。他这么
“关心”新疆的少数民族，无非就
是想挑拨新疆的民族关系，破坏
新疆的团结稳定，干扰我国的发
展壮大。这再一次反映出他极其
卑劣的人品和无比歹毒的用心，
毫无底线、令人作呕。蓬佩奥的
所作所为，是对人类道义和基本
良知的无情践踏和彻底背叛。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

知道。”新疆好不好，新疆各族人
民最清楚。我生在新疆、长在新
疆，目睹了这些年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
援下，新疆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团
结奋进，在稳定、发展、民生等方
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新疆
把维护人民生命安全作为最大的
人权，依法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
极端化措施，依法严厉打击暴力
恐怖犯罪，有效保障了新疆的安
全稳定，保障了新疆各族群众的

●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 玉素甫·艾沙
生命安全。新疆采取反恐和去极
端化举措已取得积极成效，连续
4 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新
疆始终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
展，财政支出的 70%以上用于民
生事业，新疆绝对贫困问题得到
历 史 性 解 决 ，各 族 群 众 喜 笑 颜
开。在新疆稳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得到切
实保护，维吾尔族人口持续增长，
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传统文
化、风俗习惯得到很好保护和传

承，各族人民充分享有生存权、发
展权等各项权利。
当前新疆稳定繁荣的大好局
面岂是蓬佩奥之流诬蔑抹黑就能
改变的？中国 56 个民族、14 亿人
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意
气风发、
携手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又岂是蓬佩奥
之流以螳螂之臂就能够阻挡的？
蓬佩奥，这个以撒谎、欺骗而臭名
昭著的美国政客正在以其末日疯
狂和世纪谎言把自己变成末日小

丑和世纪笑话。蓬佩奥散布的各
种谎言和流毒必将随着他本人一
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蓬佩奥也
必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和清算。
我们要正告蓬佩奥，新疆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
干涉。利用所谓涉疆问题挑拨民
族关系、破坏新疆稳定、遏制中国
发展壮大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
逞的。蓬佩奥无事生非、兴风作
浪，最后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
的脚。
（据《新疆日报》
）

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吐鲁番市市长 买买提明·卡德

近日，看到美国前国务卿蓬
佩奥发表涉疆谬论，无端攻击中
国政府治疆政策，对此我坚决反
对、极度愤慨！这个以撒谎、欺骗
而臭名昭著的美国政客正以其末
日疯狂和世纪谎言把自己变成了
末日小丑和世纪笑话。
从小到大、从学习到工作、从

亲人到朋友，
我始终生活在团结和
睦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在长
期工作生活中手足相亲、肝胆相
照，
结下了深厚情谊。作为新疆稳
定发展的参与者、
亲历者、
见证者，
我切身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新疆各
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感受到身边发
生的巨大变化。新疆全面落实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
依法保障各族人
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各族人民充分享有生存权、
发展权
等各项权利。过去60多年来，
新疆
人均预期寿命由 30 岁提升到 72
岁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在 2010 年 至
2018年间增长22.14%，
其中维吾尔
族人口增长 25.04%。蓬佩奥对事

实视而不见，却将谎言奉为圭臬，
不仅反映出他本人的品质低劣，
而
且暴露出他妄图达到“以疆制华”
目的的险恶用心。
我坚信，
任何诽谤和恶意抹黑
都不能阻止中华民族大团结，
不能
阻止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脚
步，
任何谣言都不能抹杀新疆发展

进步的事实，
任何妄想搞乱新疆的
图谋都不会得逞。我们新疆各族
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
起，
任何妄图搞分裂破坏的阴谋和
举动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要用
坚定决心和坚决行动，
捍卫新疆稳
定和谐的大好局面，
新疆的明天一
定会更加美好。 （据《新疆日报》
）

满口谎言的蓬佩奥注定沦为笑柄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 买买提力·艾沙

我出生在普通职工家庭，兄
妹六人现在都在新疆各行各业工
作，生活都过得很好。在读神经
外科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国著名
神经外科专家郭怀荣教授和鲍遇
海教授是我的导师，他们既是老
师也是兄长，手把手传授我知识、

技术，让我快速成长起来，为新疆
各族患者服务。为了提高专业技
术，单位送我去北京进修，我得到
了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凌锋教
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如今，
我也
成为一名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和
硕士研究生导师，
我要用毕生所学

为每一个患者解除病痛。我带的
学生，
来自多个民族，
作为导师，
看
到他们在我的指导下成长起来，
我
感到很欣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
大家相互扶
持、相互帮助，共同为祖国的繁荣
和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

这些年，
我经常和同事们一起
到新疆各地医院开展技术指导。
我们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那就是
国家对新疆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真是太大了。新疆各地、
各县都已
有齐备的诊疗设备，
再加上国家对
南疆三地州医保政策的倾斜和兄

弟省市的医疗人才援疆，
各族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服务，
健康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请问蓬佩奥，
难道这就是你口
中的
“反人类罪”
和
“种族灭绝”
吗？
满口谎言，
只能让你沦为笑柄，
为世
人所不齿。
（据《新疆日报》
）

一场颠倒黑白的拙劣表演
新疆的发展变化，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最有发言权。我
是一名从南疆走出来的社科工作
者。回顾我的求学路，从乌鲁木
齐的疆内初中班，到内地新疆高
中班，再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我一直享受着党和政府提供的优
质教育资源。在众人关心下，通

●自治区社科联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干部 玛依拉·吾拉音

过努力学习，我与各族同学同事
一起，
不断成长成才。
2014 年至 2019 年，新疆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1%，
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全覆盖，南
疆三年学前教育和十二年基础教
育全覆盖，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率达到 99.7%，全民免费享受健

康体检。通过内地高中班、疆内
初中班，像我这样的边远地区少
数民族学生能够走进现代化的课
堂，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这些
惠及新疆各族群众，改善民生的
举措，是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我
们有目共睹、亲身经历的，也因此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的关怀

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目前，新疆已经连续 4 年多
未发生暴恐案件，新疆社会和谐
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
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
顺，各族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大幅提升。然而，美国
前国务卿蓬佩奥却对新疆当前的

大好局面视而不见，造谣生事，企
图通过颠倒黑白、荒诞至极的拙
劣表演来达到其险恶目的，对此
我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我
坚信，任何离间我国民族关系、遏
制我国发展的图谋都注定难逃失
败命运。
（据《新疆日报》
）

蓬佩奥的谎言一戳就破
●神华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员工 阿斯姆古丽·图尔荪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谎话连
篇，任何工作生活在新疆的人，都
可以用发生在身边的一个个事例
击穿他的谎言。
就拿我来说，当我结束学生

生涯回到新疆，加入神华新疆化
工有限公司这个 团 结 友 爱 的 大
家庭以来，每天都能感受到公
司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关心和帮
助。在工作中，大家帮我快速

适应工作环境，掌握技术技能，
帮我规划未来的工作方向，经常
关心我的身心健康及工作状态，
这让我干劲十足。搬到神华怡苑
小区后，社区干部非常关心我的

生活和工作情况，经常互相走
动，大家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尤
其在去年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热情服务，让我
非常感动。

一千句谎言也掩盖不住一个
事实，蓬佩奥的谎言一戳就破，他
就是个跳梁小丑。
（据《新疆日报》
）

优生优育让我拥有高品质生活
近期，蓬佩奥罔顾事实，诬称
新疆“强迫劳动”
“ 强制绝育”等。
我想对蓬佩奥说，你说的这些是
你亲眼看到的吗？你到过新疆
吗？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新疆是什
么样子，你没有发言权，你谎话连
篇，你是跳梁小丑。我们生活在

●阿克陶县皮拉勒乡居民 阿提古丽·托合提

新疆的维吾尔族群众过得非常自
由，也非常幸福。
蓬佩奥所谓“强制绝育”，完
全是无中生有的谎言。在这里，
我
要告诉蓬佩奥，
我们国家提倡的是
优生优育，
过高品质的生活。我现
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在县城

的一家超市上班，
丈夫是一名货车
司机，
我们两人的月收入有八九千
元，
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幸福。各级
政府一直以来尊重和保护妇女权
益，
鼓励我们优生优育。生不生孩
子，以什么样的方式避孕，政府都
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
从来没有强

迫过我们绝育。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妇女群
众，很荣幸生活在新时代，可以按
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想过的生
活。现在的我们生活非常幸福，
孩子在幼儿园得到了最好的教
育，家家户户都建了卫生厕所，全

村每户都住上了安居房，通上了
自来水，家里都有电视、冰箱等。
与过去比较，我们的生活条件得
到了极大改善，生活水平得到大
幅度提高。
蓬佩奥，你的胡说八道可笑
又无耻，闭嘴吧！
（据《新疆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