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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社会稳定”

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商贸城商圈日均客流量3万
人，是新疆最繁华的商圈之一。

商户任佳明显感觉到，商圈内的治安变得越来越好
了。“你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充电，谁也不会去拿。”任佳
说，“每一个生活在新疆的人都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稳定。”

来自宁夏的商户李明虎也有同感：“这些年我在不
少地方做过生意，但新疆是让我很有安全感、很放心的
地方。”

城市如此，农村怎样？
在库车县齐满镇甬库团结村，养牛大户马木提·艾地

热斯喂完牛后，经常敞着圈舍大门就离开。他说：“现在
治安这么好，根本不用担心丢东西。”

在乌什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喀拉玉尔滚村，各族
村民和睦相处。村民江瓦依·吐尔达力外出时从不锁门。

“治安特别好。村民们几乎没有红过脸，平时谁家有什么
事，大家都会互帮互助。”江瓦依·吐尔达力说。

新疆的治安为什么变得这么好？
翻开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我们

可以找到答案：一方面，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
一方面，大力保障改善民生。

便民警务站在新疆街头随处可见。通过设立便民警
务站，新疆全面实现了城区1分钟、周边3分钟到达的处
置要求，首府乌鲁木齐更是实现了秒级接处警。

如今，便民警务站已很少接到刑事案件类报警了。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长胜东派出所所长
杨爱军说：“我们强化宣传，落实防范措施，辖区治安
状况良好。现在接到的警情 80%以上是救助类、矛盾纠
纷类。”

于是，便民警务站就成了服务民众的“暖心站”。乌
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东门派出所天百便民警务站
还有一个称呼——“晚自习室”，这是乌鲁木齐市第八中
学高三学生给警务站起的名字。放学后，等待回家的学
生们都喜欢到这里写作业。

“我看见的确确实实是快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内外“三股势力”（民族分裂
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 在新疆策划并组
织实施了数千起系列暴力恐怖事件。近年来，新疆坚持

“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把预防性反恐放在第一
位，设立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们在教培中
心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法律知识、各种就业技能。

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尕宗村一家服装公司生产车间
里，布威热则耶·麦麦提托合提负责指导其他女工缝纫
衣物。

原先高考时，布威热则耶·麦麦提托合提考上了内地
大学，但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父亲不让她去，并且渐
渐影响她，使她一度成了传播极端思想的一分子。

从教培中心毕业后，布威热则耶·麦麦提托合提选择
到这家服装厂上班。她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教培中
心的情景：“看到宽敞的操场、明亮的教室、整洁的宿
舍，我想，我理想中的大学，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今年 4月，美国 《国际聚焦》 杂志负责人瓦尔韦·汤

普森参观了喀什市教培中心。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自
己的见闻和思考：“学员们的餐饮和住宿条件都很好。我
采访了几位学员，他们看起来很快乐。可能有人认为这
些年轻人受到了胁迫，但我想说，快乐是装不出来的，
我看到的确确实实是快乐。”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势力仍不断抹黑新
疆教培中心。

“我之前看过一些负面报道，跟我今天亲眼看到的完
全不同，他们的报道是虚假的。”尼日利亚常驻日内瓦代
表卡迪里大使说。今年6月，参观喀什市、和田县教培中
心后，卡迪里表示：“建立教培中心是中国反恐工作的一
种新尝试，这种尝试非常好。”

在依法去极端化的同时，新疆还加大对合法宗教活
动的保护力度，充分保障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艾提尕尔清真寺坐落于喀什市，塞内加尔常驻日内瓦
代表团公使衔参赞迪耶曾到这里参观过。“我是穆斯林，我
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清真寺的
设备都由政府提供，中国政府做了很大努力。”迪耶说。

“有事坐在一起好好说”

兴疆稳疆，重在基层。近年来，新疆创新社会治
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田间地头、群众家
里，为维护社会稳定打下了基础。

在新疆，不少地方都有“说事日”。
6月14日上午，昌吉市绿洲路街道净化社区居民委员

会很热闹，“居民说事日”活动正在进行。
“我叫哈布尔江·阿布都热合曼，住在环宇世纪城北

区3号楼……”自我介绍后，哈布尔江提出小区内缺座椅
和活动室的问题。

话音刚落，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万鹏接话了：“我们
会尽快在小区内增设座椅，活动室正在建设中，很快就
会对居民开放。”

通过“说事”，很多问题都“说”通了。
每周二是“乌兰说事”的日子，这一天，博湖县乌兰再

格森乡乌兰再格森村举行“乌兰说事”活动。翻开乌兰再格
森村《群众困难诉求收集台账》，上面密密麻麻记满群众反
映的问题，其中大部分用红笔标注“已解决”。“有事坐在一
起好好说”，这句话成为村民们的口头禅。

村民说事议事、干部答事办事，“说事日”也成为干
部紧密联系群众的桥梁。

今年4月，玛纳斯县全面启动“村民说事日”专项活
动。乡镇包村领导、相关站所负责人、“访惠聚”工作队
干部、村两委班子成员与村民坐在一起，面对面听村民
问政策、说困难、讲诉求。

据不完全统计，玛纳斯全县在活动中现场解答农业
补贴、医疗社保、危房改造等相关政策法规 420余条次，
现场调解矛盾纠纷50余起；限期办理群众诉求75件，与
各部门协调联动办理事务36件。

2014 年 5 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5年间，新
疆不断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
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如今，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
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处于历史上最
好的繁荣发展时期。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在新疆生活，我很有安全感”
本报记者 潘旭涛

7 月 20 日下午，香港各界人士发起
“守护香港”大型集会，呼吁维护法治、
反对暴力。过去一个多月来，面对一系
列暴力事件，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密集
发声，站出来向暴力说“不”。大家支持
警方严正执法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
持对暴力犯罪者追责，希望重塑法治环
境，呼吁理性团结，聚焦经济民生。

此前香港社会围绕特区政府有关条
例修订出现纷争，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借
机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围堵警察总
部，甚至制造、储存爆炸品。且看他们
恶劣行径有多猖獗嚣张——至少 10名警
察被以硬物击伤或高空掷物砸伤，有警
察面部及眼部骨裂，更有一人右手无名指
被暴徒咬断。21 日晚，部分激进示威者围
堵香港中联办，向该机构办公大楼门口悬
挂的国徽投掷黑色油漆弹，在外墙喷涂侮
辱性字句，并试图冲进办公大楼。

这些有预谋、有组织的乱港行为，
尤其是冲击中联办的行径，公然挑战中
央政府权威，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试图将“东方之珠”拖入混乱的泥
淖，早已超出文明社会的法治范畴，逾
越自由表达意见的底线。越来越多的港
人看清乱港分子的丑陋面目和真实嘴
脸，于是选择用“守护香港”大型集会
等行动来力挺警方和特区政府。说到
底，广大港人对法治的信仰与对和平理
性的执着，从来没有改变。

因为大家心里明白，法治是香港社
会的核心价值，安定祥和是全体港人的
最大福祉。如果任由暴力持续下去，必
将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更大冲击，影响
每位港人正常生活和家庭生计。“真希
望事件早日平息，大家过安宁日子。”
香港尖沙咀一间药房经理张先生的话，
说出了全港普通市民的心声。

而乱港分子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他们赤裸裸的暴力行为对香
港经济民生的负面影响正逐渐浮现：金
融是香港的经济核心，但近一个月内连
续 3 个新股首次公开募股 （IPO）“刹
车”；香港是国际旅游城市，但零售业
营业额近期出现双位数跌幅；香港是全
球自由经济体标杆，但有企业竟然遭到
骚扰和恐吓……乱港分子横行无忌，各
行各业所受到的这些损害，最终却要由
香港社会共同“埋单”。

乱港分子不顾主流民意和港人利益
一意孤行。不管打着什么冠冕堂皇的幌
子，他们所作所为背后的盘算，无非是想
要使特区政府瘫痪，破坏“一国两制”，争
夺香港特区管治权，以香港乱局牵制中国
发展大局。而众志成城的强大民意，恰恰
是抵制暴力和维护法治的最有效利器。乱
港分子的所作所为与尊重法治和崇尚理
性的香港主流民意相悖，与期待社会安宁
和民生改善的大众良好愿望背道而驰，看
似有术、有效，实则有限，最终只能遭到可
耻的失败和法律的严惩。

和气致祥，戾气致异。安宁和谐的
香港才是美好的香港。香港虽有不错的
家底，但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只
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
个共同家园建设好。人们期待香港各界
团结一致，共同反对暴力，支持行政长
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凝聚社会共
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

“一国两制”的大道上行稳致远。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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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游泳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决
赛中，中国选手孙杨夺得冠军。这枚
金牌，让他不仅成功拿下世锦赛男子
400米自由泳的四连冠，同时也是他
的世锦赛个人第10金。

新华社记者 陶希夷摄

近日，一封联名信让新疆再度受到外媒普遍关注。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12日发文称，在这封联名信中，“很多国家称赞新疆变得安全、

和睦。”
这一天，37个国家常驻日内瓦大使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高专，支

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
大使们说，新疆采取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包括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

心，有效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新疆已近3年未发生暴恐事件，各族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近年来，中国多次邀请各国使节、国际组织官员、媒体人士等赴新疆参观访问，老
挝常驻日内瓦代表基查德斯大使就是其中一位。在参观访问新疆之后，基查德斯说：“我
很赞同中方邀请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到新疆看看，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黄小希、曹槟） 国务
院新闻办21日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
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
密相连。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
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为了

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
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
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
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鼓噪新疆“独立”，企
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

（白皮书全文见第三至第四版）

国新办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7月19日，市民在新疆吐鲁番市长沙·葡萄主题公园夜市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7月19日，市民在新疆吐鲁番市长沙·葡萄主题公园夜市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