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海客 学习小组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己亥年六月十七

今日12版 第10699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己亥年六月十七

今日12版 第10699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本报北京7月18日电（记者王比学） 近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大
设立常委会，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
要举措。40 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履职尽责，开拓进
取，为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新任务对人大工作提出新的更

高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
作的要求，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
策部署，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
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自觉接
受同级党委领导，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用法治保障人
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
职能力和水平，增强工作整体实效。

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18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发挥各级人大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新时代人大工作水平。

栗战书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总结并坚持地方人大工作的经

验，不断丰富和拓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特色、时
代特色。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按照党中央对人大工作的要求，
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做好立法、监督、代表
等工作，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使人大工作更好体
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增进人民福祉。

“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

时至夏日，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托万克阿依库勒村
骄阳似火。村民帕提古丽·阿不拉扶着树苗，在阿瓦提县
纪委监委工作的王恒挥铲填土、浇水……一天下来，两
人一起种下 30棵树苗。村里，2000多棵新树苗正在茁壮
成长。帕提古丽·阿不拉说：“县里来的‘亲戚们’帮忙
种下这些树，村里的风沙以后会小一些。”

两年前，阿瓦提县纪委监委开展“民族团结一家
亲”活动，全体干部和托万克阿依库勒村村民结对认
亲，一同筑起为村庄和农田防风沙的“同心林”。也就是
在这一年，王恒与帕提古丽·阿不拉一家结为“亲戚”，
从此两家走动不断。除逢年过节外，周末有空时，王恒
也会带着家人、提着水果到“亲戚”家来栽树浇水、坐
坐聊聊，吃上一顿“拉条子”；帕提古丽·阿不拉每次到
县里，都会给王恒家捎去自家做的特产。

“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自 2017年开展“民族
团结一家亲”活动以来，新疆先后有 112 万干部职工与
169 万户各族基层群众结成超越血缘的亲人。统计显
示，截至 2019 年 3 月，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通过看望走
访，办实事好事 1440万件，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活动 1510
万场次。

新疆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早有传
统。20世纪50年代，库尔班·吐鲁木大叔多次想“骑着毛
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受毛主席两次接见，这个故
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如今，库尔班大叔的后人都过上了
幸福生活。他的曾孙女如克亚木·麦提赛地现在是于田县
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给全国各地游客讲
曾祖父的故事。她说：“2017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给
我们家人回信，勉励我们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我一定做好讲解工作，希望各民
族像一家人一样团结起来。”

新疆各民族、不同习俗的人们相敬、相亲、相伴，
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吐鲁番溢达纺织有限公司生
产部主任胡军很小就记住妈妈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
——“你还有个维吾尔族妈妈。”原来，胡军出生时由
一位维吾尔族妈妈接生。那时胡军家生活贫困，维吾
尔族妈妈就常送来馕和鸡蛋。他小时候总去维吾尔族
妈妈家里吃饭，和她的孩子玩游戏，“维吾尔族妈妈把
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多年后，学成归来的胡军去看望这位老妈妈。“一见
面，她就亲切地喊我：‘巴郎木 （维吾尔语，意为儿
子），你还认得我吗？你就是我的孩子啊’。我眼泪一下
就流下来了，这是我最难忘的时刻。”

如今，汉族人胡军已经和一名回族姑娘结婚 17 年，
夫妻恩爱。他所在公司也成了多民族大家庭，少数民族
员工占80%。在农忙时节，他经常组织员工互相帮忙采摘
葡萄；哪个员工家里出现困难，大家一起献爱心，出钱
出力。他自豪地说：“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以心换心，“是共产党的好‘卡得尔’”

“琪曼古丽，琪曼古丽，快趁热吃了，补补身子。”
听到叶城县萨依巴格乡霍伊拉坎特村77岁的吐拉买提·托
合提熟悉的声音，看着村民们送来的羊肉汤、鸽子肉、
水果等，生病住院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驻该村工作队副
队长王海燕感动不已。

在维吾尔语中，琪曼古丽的意思是一簇簇相拥的
花。这个好听的名字是村民给王海燕起的。驻村 3年来，
王海燕把村民当亲人，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为解
决村里路灯问题，她筹钱帮助安装了价值24万元的30盏
太阳能路灯；为了让村里3名贫困生完成学业，她拿出自
己的工资资助；为帮助村民拔穷根，她协调购买了 20多
台缝纫机和锁边机，组织擅长做民族服饰的妇女成立了
红花妇女缝纫绣花合作社。如今，村里 20多名贫困妇女

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近年来，新疆深入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

村工作，每年 7 万多名干部组成 1 万余个工作队深入到基
层。他们为村民办实事好事，实施惠民生项目3.9万多个。

自治区党委党校驻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
“访惠聚”工作队副队长侯英民，今年已是第四年驻村。
对于做群众工作，他的体会是“以心换心”。

侯英民的工作队与村“两委”一同制定脱贫攻坚规
划，确保村民真脱贫。比如，发挥靠近县城和商贸园区
的优势，组织劳务输出，并在村里开设 64个商铺，实现
贫困户一户一人稳定就业；大力实施“菜篮子工程”，搭
建 200 多座蔬菜拱棚，村民人均增收 1000 元……在驻村

“访惠聚”工作队帮助下，2016 年这个村实现了整村脱
贫，如今正走在致富路上。村民们称赞他们：“放得下身
段、下得了田地、钻得了牛圈、干得了粗活儿，是共产
党的好‘卡得尔’（维吾尔语，意为干部）！”

“多亏援疆干部，不然哪有这样的好生活”

“是江苏的医生们救了我的命。”家住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 （简称“克州”） 阿图什市的凯丽·比努尔感
激地说。不久前，她因重病被送往当地医院时，多脏器
功能出现衰竭。危急时刻，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
挥部紧急调集江苏与克州当地 9 家医院的 40 多位专家，
把她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能够在短时间内调集这么多专家，源于江苏从 2016
年开始探索实施的“组团式”医疗援疆模式。江苏从省
属三甲医院选派多批医疗骨干，组团援助克州医院，极
大提升了当地医疗救治水平。

2010 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尤其
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对口援疆成为长期
战略。中央部委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等 19个省市先后“牵手”新疆，全国各地 8.75万余名
干部人才奔赴天山南北，近 1200 亿元资金投入大漠绿
洲，让新疆各族群众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如今，在巴楚县阿纳库勒乡昆其买里村，一排排新房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道路两旁，漂亮的小广场代替了原来臭
气熏天的废水塘。“多亏了援疆干部，不然哪有这样的好生
活！”村民买买提吐尔逊说，他家新房有60平方米，村里建
起了棚架广场、绿荫步道，有的人家还办起农家乐。

通过多次入户走访，上海援疆干部、巴楚县住建局
副局长郁震飞深入了解了村民的实际需求。整治废水
塘、修建房屋，引导村民发展渔业、家禽养殖和乡村旅
游产业……这些保障和改善民生举措成为上海援疆资金
的主要去向，让村民有了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统计显示，在援疆工作中，各援疆省市70%以上的援疆
资金用于民生建设。各地援建的安全饮水、医疗卫生等公
共设施项目，让1000多万各族群众受益；柏油路、学校、文
化活动中心等，成为新疆农牧区村庄的“标配”。

从“输血”到“造血”，越来越多的先进理念、管理
和人才培养模式逐步落地。在喀什深圳产业园，深圳援
疆引入83家企业落户，解决了当地1.3万人就业。辽宁连
续5年组织夏 （冬） 令营活动，邀请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
与辽宁青少年开展访学交流。

天山南北展新颜，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援疆干部人才
的奉献甚至牺牲。天津市第九批援疆干部席世明，足迹
遍布于田县 100多个村庄，倾力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直至因病去世。

“援疆已成为一张大爱名片，增进了各族干部群众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梁玉春表示，汇聚祖国之力，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正
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团结的力量、更坚实的脚步，同全
国人民共绘幸福画卷。

图为今年2月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奇台农
场周召国（右二）携家人与哈萨克族“亲戚”哈满别克（右三）
全家欢聚，一起载歌载舞过新年。 陈 洋摄 （人民图片）

是个好地方 ④

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
栗战书出席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并讲话

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天山南北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本报记者 彭训文 陈振凯 李亚楠

据报道，欧洲议会将讨论有关香港修
例问题，欧洲议会一些议员近日还提出一
项涉港议案，其中包含要求香港特区政府
不起诉暴力违法者等内容。消息传出，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
署发言人在第一时间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
反对。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组织或个人以
任何方式妄加干涉、说三道四。法治精神
是香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不容
挑战、不容亵渎。

近期，香港一些人打着“示威游行”的
旗号，故意堵塞道路、暴力袭击警察、蓄意破
坏公物、肆意破坏社会安宁，他们的所作所
为已经严重触犯法律，挑战香港的公共秩序
和公共安全，挑战香港的法治基础和法治尊

严。香港特区政府坚决支持警队执法，并秉
持法治精神对暴力行为全面调查、追究到
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得到香港舆论
和社会各界的一致支持。

然而，有人“惟恐香港不乱”，对香港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中国政府对港政策指
手画脚、说三道四。在所谓的议案中，一
些欧洲议会议员们对香港发生的令人发
指的严重暴力行为视而不见，对克制执法

的香港警察遭受人身攻击和伤害麻木不
仁，并毫不掩饰地美化和纵容暴力违法行
为，大言不惭地要求香港特区政府放弃依
法追究肇事者责任，完全不顾及香港的主
流民意和整体利益，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
无知与偏见，也暴露出他们的居心叵测。
试问这些议员们，如果发生在香港的暴力
违法事件发生在欧洲会怎么处理？会听之
任之吗？为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他

们不但不反对不谴责，还要跳出来说三道
四、指手画脚？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双重标
准，极其虚伪和丑陋！

香港回归以来，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香
港基本法，切实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的法治水平跃居世界
前列，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依法
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
不带偏见的人无法否认的事实。眼下，是谁

在捍卫香港的法治精神，维护香港的秩序与
安宁？又是谁在动摇香港的法治基石、破坏
香港的整体形象？不言自明。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
无权干预。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
预的态度坚定不移！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香港事务不容外人说三道四
■ 吴亚明

“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第二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新疆坚持把民族团结作为最大的群众工作，全面
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深度融合。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
示：“我们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