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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苏比努尔·买买提明，今年23岁，曾
经是叶城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学员，
现在是叶城县一家企业的工人。我的故事
还要从少年时讲起。

那还是我上初中时，我的邻居阿依努尔
偷偷塞给我两本书，并悄悄对我说：“苏比努
尔，这几本书你先看，保准你会有收获的。”
出于好奇，我收下了这些书，看着看着，我发
现这些书与我以往看过的课外书完全不一
样，从最初的好奇逐渐到了迷恋。隔三岔
五，阿依努尔就给我送书，还经常邀请我去
她家里聊天，给我传授那些所谓的“宗教知
识”。

阿依努尔经常跟我讲，“天堂”很美，有
花不完的金钱、有享用不尽的美食、有穿不
完的漂亮衣服、有专门伺候我们的仆人……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对她所说的话深
信不疑，并渴望自己也能够进天堂。

考上中专后，虽然暂时离开了家，但我
对宗教极端思想的获求依旧狂热而执着，我
不再满足偷偷摸摸地看一些半遮半掩宣扬
宗教极端思想的书籍，而是将视线转移到了
网络。在一个个深夜，一次次点击我自己收

藏的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境外网站，暴力的
场景、血腥的画面，让我十分兴奋。

为了将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得更广，我在
多个非法网络平台注册了账号，通过网络到
处搜集制枪制爆、如何逃避打击等信息并进
行恶意传播，网络成了我的“法外之地”。消
灭“异教徒”的宗教极端思想占据了我的整
个大脑，渗入我的血液和骨髓。

被宗教极端思想洗脑后的我，变得更加
激进。在生活中，哪怕是购买衣服、化妆品
这些非食品类的东西，只要不是本民族企业
或者伊斯兰国家生产的，我坚决不买。不仅
如此，我还极力告诉认识的人，要像我一样
抵制汉族人生产的商品。对不听话的，不惜
与他们断绝往来。一次，我的一个发小过生
日，请我到一家新开的“火吧”餐厅聚餐。当
我推门而入时，看到房间里有人在抽烟、有
人在喝酒，这一切，让我怒火中烧，当场就砸
碎了酒瓶，严厉训斥他们后摔门而去，一场
好端端的聚会因我搅局不欢而散。

那时，只要听到有地方发生暴力恐怖案
件，我都会刻意打听，把那些暴徒视为“民族
英雄”。昆明“3·01”暴恐案件发生后，我通

过新闻得知，作案人员中有一名比自己还小
的维吾尔族女孩，认为那个女孩就是我的

“偶像”，幻想着有一天也向“异教徒”宣战。
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到了县教培中心参

加学习。
在学习初期，我仍认为教规才是维吾尔

族人应当遵行的唯一准则，不配合教育管
理。是班主任老师、辅导员一遍遍给我讲道
理、讲法律、讲政策；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耐
心地开导我、劝慰我。这期间，我参观了反
恐展，也看到了很多人因为不懂法、不知法、
不守法而犯罪的案例，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反
思。

2018年8月26日是我的22岁生日，下课
后我躺在宿舍看书。突然，宿舍的门打开
了，班主任老师手里捧着一个大大的蛋糕微
笑着对我说：“苏比努尔，祝你生日快乐！”我
一下子愣住了，看着老师和蔼的面容，一股
暖流涌上心头，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在教培
中心，我一直被感动着，这里没有生硬的说
教，有的是和风细雨的教诲；这里没有宗教
极端思想的污染，有的是洗涤心灵的清泉；
这里没有压抑和黑暗，有的是自由和光明。

我为我所犯的错误感到无比后悔，对真
心为民、给我们创造良好条件学习的党和政
府，对认真负责、用心付出努力培养我们的
老师，我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老
师，报答挽救我的党和政府。

不知不觉，其他同学也围拢过来，一起
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最
幸福的人，这是我永生难忘、最有意义的一
个生日。

尽管被宗教极端思想感染是不幸的，但
能参加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无疑又是幸运
的。通过培训，我学习了《宪法》《刑法》《婚
姻法》《计划生育法》等相关法律，熟练掌握
了就业技能，思想发生了转变。在学校组织
的考核中，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合
格、法律达标、技能熟练，2018 年 10 月我顺
利结业，并成为一名在工厂上班的工人。现
在我还当上了车间主任，每月工资 2500 元。
在县城，我还申请到了一套廉租房。

如果不参加教育培训，也许今天的我就
是一名万恶不赦的暴徒。我知道，这一切改
变都得益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这使我重获
新生。

教培中心让迷失的我重获新生
□叶城县结业学员 苏比努尔·买买提明

我叫尼加提·穆合塔尔，喀什地区岳普
湖县人，曾严重感染宗教极端思想，涉嫌违
法犯罪。

2011 年 9 月的一天，我的朋友悄悄跟
我说村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去了一
定喜欢。说完就带着我七拐八拐到了一个
隐蔽场所。进去一看，有不少村民跪在地
上，虔诚地听着前面的人在讲着什么。我
仔细一听，他们正在讲：“不信教的都是

‘异教徒’，杀‘异教徒’可以进天堂。天堂
里要啥有啥。”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
次听了类似内容，也从最初的不信到半信
半疑再到完全相信，我被洗脑了。可恶的
宗教极端思想已经渗进了我的血液，控制
了我的灵魂，左右着我的一切。我开始崇
拜那些为了“圣战殉教”的人，觉得他们是
勇敢的“斗士”，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圣
战英雄”。

2012 年 11 月，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在
极端思想的影响下，认为领结婚证不清真，
就找所谓“宗教人士”念经结了婚。听完经
后，我满脑子都是讲经人说的“多生孩子、
多培养圣战战士”，一心想让妻子多生几个

孩子。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妻子
奶水不够让我去买些营养品，可我却想，妻
子怎么能吃“异教徒”生产的东西呢？

所谓“宗教人士”告诉我，要想当上让
人崇拜的“英雄”，就要为“圣战”多筹集资
金。于是我努力干活，开过出租车，经营过
大盘鸡店、牛肉面馆、台球室、溜冰场。

在开出租车的时候，我每当看到那些
衣着时尚的人招手打车时，就心生厌恶，视
而不见，甚至有开车撞过去的念头。

在开大盘鸡店、牛肉面馆期间，我向来
对“异教徒”爱理不理，有时甚至恶语相
向。一次，店里来了几个要吃大盘鸡的汉
族客人，见他们是“异教徒”，我就说要关门
了。客人看到店里有很多人正在吃饭，而
我却不卖给他们而且态度恶劣，就吵了起
来。情急之下，我操起店里的菜刀冲上去
就要砍他们。被人拦住了，我还指着他们
怒骂：“我就不卖给你们这些‘异教徒’，我
迟早会把你们砍死。”

在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下，我的心理
变得十分扭曲，自我封闭，交往圈子越来越
窄，不愿意与“异教徒”的邻里街坊往来，不

愿参加各类文体活动，不让妻子梳妆打扮，
孩子病了也不让去医院。后来，我才知道
我已经严重感染了宗教极端思想，行为已
涉嫌违法犯罪。

在教育培训中心学习过程中，我听了
法律讲座，观看了法律宣传片，渐渐开始醒
悟。后来，又参观了反恐展，恐怖势力制造
的暴力犯罪案件，一桩桩，一件件，充满血
腥、令人发指，让我触目惊心，良心也受到
了谴责。

在教育培训中心，我还学习了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现在我可以流利地用国家通
用语言交流了。

通过学习《思想道德课》和《婚姻法》，
我彻底转变了大男子主义思想，意识到自
己对妻子是多么不尊重，明白了社会主义
社会是男女平等的，尤其是我作为丈夫，应
该尊重妻子。我开始反省我的错误，内心
充满了对妻子的愧疚。一天下课后，我主
动给妻子打电话，问她身体怎么样？钱够
不够花？我第一次深情地对她说：“跟我结
婚这么久，让你受委屈了，以前都是我不
对，你辛苦了，我会好好对你一辈子。”瞬

间 ，我 听 到 了 电 话 那 头 传 来 妻 子 的 哭 泣
声。从那次和妻子通电话以后，我变得更
加关心她、爱护她，妻子对我说话也比以前
温柔多了。

从此，我们的夫妻关系变得融洽和谐
了，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我知道这一切
都是培训中心的教育改变了我的思想，让
我转变了对妻子的态度，重新收获了幸福
的家庭。

学习期间，每次周末回家，妻子总会
很高兴地给我讲，社区干部为家里做的好
事，家里的变化，以及她的快递业务。看
到妻子灿烂的笑容，想起过去自己对她和
孩子特别冷漠，从来没有给她买过一件衣
服、没有给孩子买过一个玩具，心里特别
难受。

2019 年 3 月，我从教培中心结业。现
在，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两年到喀什旅
游、投资建厂、办企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一
定会帮助妻子把快递公司经营得更好，再
开一家新疆特色美食餐厅，把日子过得更
好，为更多的人服务，让更多的人来大美新
疆旅游！

我想让更多的人来大美新疆旅游
□岳普湖县结业学员 尼加提·穆合塔尔

我是 2018 年 4 月主动申请到和田县职
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参加学习的。当时有
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村有几个前面参
加教培的学员结业回家，大家看到他们的
变化很大，人变得干净又精神，从来不会说
国家通用语言的人也会说了，乡亲们都觉
得参加教培学习是一件很好的事。另一方
面，我感到自己存在宗教极端思想，必须接
受教育。

2013 年，我从墨玉县职业高中毕业。
在学校，我学的是地毯制作专业，但因为市
场不太景气，我没有事做，20 岁不到就结婚
了。当时邻居家里会经常聚集很多人，村
里有清真寺他们不去，而是聚在家里做礼
拜，还说我们看到的汉族人都是“异教徒”，
他们做的所有东西都不清真，不能接受“异
教徒”的恩惠，要勇敢地对“异教徒”进行

“圣战”，向真主表示虔诚和忠心……从那
时 起 ，一 些 极 端 思 想 在 我 脑 子 里 扎 下 了
根。我越来越封闭，很少出家门，出门时只
要碰到别的民族的人就会追着打骂他们。

到教培中心以后我发现，正如已经结
业学员所说的那样：吃住不要钱，所有的学
习资料也不花钱，能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国家法律法规，还能够学习一门就业
技能。我看到，大家在学校里面每天都很
开心，快乐地参加学习和各种文体活动。
我很喜欢打乒乓球，还经常和男同学一起
打。每天早晨定时起床，参加跑步等晨练
活动，吃了早饭后开始上课。中午吃饭后
可以午睡一会儿，下午接着学习，并参加自
己感兴趣的文体活动。每天上完课后，学
员们开始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有打篮球、乒
乓球、羽毛球和台球的，有下国际象棋、围

棋的，还有唱歌跳舞和画画的，生活很有规
律，大家开心快乐，很珍惜每一天。老师教
给了我们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礼貌的待人接
物方式，这些是我们以前在家里没有办法
学到的。

我本来是个爱美的人，但是那几年大
家觉得妇女们不用美。现在想想，那些想
法真的不可思议，我们很多维吾尔族人天
生就会唱歌跳舞，为什么要禁止呢？我在
思考这些问题，有了自己清晰的答案。我
们妇女同胞，要把日子过好，不能做男人的
附属品，更不能被宗教极端思想迷惑！

我在教培中心学习了美容美发，今年 2
月结业后，我想开一个美发店。没有钱，我
就去找了我们的乡长艾依比拜·玉素普。
她听了我的想法后很高兴，很热心地帮我
出主意。很快，她就为我找到了一个门面，

还让妇联给我申请了妇女创业就业补助资
金。开业那天，我请来了乐队，吹唢呐的、
打鼓的，影响很大，周围的人看我的眼光全
是羡慕和敬佩。

我的美发店名字叫“美丽尔”，意思就
是要让进来的所有客人都美起来，也笑起
来。现在我们乡的人观念改变了，有了钱
之后来做头发的人挤满了我的店。从我的
店里走出去的姐妹们都很高兴，说我手艺
不错，让她们真的美了许多。

我现在一个月可以挣 6000 元，招了两
个贫困家庭的女孩当学徒，她们专心学习，
进步很快。以后我还要再招一些人，将店
面再做大一些。

我最后想说的是，幸福生活要靠自己
的双手和努力去创造，懒惰是不可能过上
好日子的，天上不会掉馅饼！

我要让家乡的姐妹们都美起来
□墨玉县结业学员 图妮萨·麦提如则

我叫希尔艾力·如孜阿依提，29 岁，家住和田
县。我有着一段令人难忘的教培生活经历，愿意
说给大家听。

我的爸爸如孜阿依提·艾米如拉，今年 52 岁，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在和田市开
店，经常不回家。我妈妈乌而妮萨·买买提今年
50 岁，常年体弱多病。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很想
再为我增添几个弟弟或妹妹，但因为母亲身体
差，一直没有实现愿望。直到我妈妈 46 岁时，也
就是 4 年前，她又给我添了一个弟弟，今年已经在
村里上幼儿园了。

因为很少得到爸爸的关心，我小学和初中的
成绩都很不好，特别是一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
我就爱跑出去玩，所以到了初中毕业时，我就只
会说“你好”之类简单的词。

上初中时，我就经常到网吧去上网，经常进
到 一 些 我 也 说 不 上 名 字 的 网 站 ，只 要 画 面 好
看，就喜欢胡乱翻着看，后来发现一些维吾尔
语的暴恐视频，我立即被吸引住了。主要内容
是“不能享受国家的各项惠民政策，不能拿国
家给的各种补助，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清真，不
能参加医疗保险”……我被这些话迷惑了，越看
越想看。

从这以后，只要是国家干部，甚至是村干部
到我家里来，我就会骂他们、赶他们走。我拒绝
国家任何惠民政策，不要各种补贴，不让家里人
参加合作医疗，即使是我们家的住房快成了危房
也不想盖安居房，认为那钱不清真。

村干部发现我的异常行为后，找我谈心谈
话，并给我进行法律宣讲。刚开始，我很不信任
他们。后来，有一次我妈妈生病，本来我想让阿
訇来念经使妈妈好起来，邻居着急地说：“那样能
好吗？得赶紧送到医院治疗才行。”因为送得及
时，妈妈才没出大事。经过这件事，我开始想村
干部给我说的话，觉得有些道理。后来，在村干
部劝说下，并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到和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
习。

刚进教培中心时，老师和管理干部一遍遍找
我谈心，为我详细分析极端思想的毒害。我慢慢
安下心来，由起初怀疑，到试着学习，再到开始珍
惜机会，认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各种法律
法规，并且参加学习了我从小就喜欢的舞蹈课。
说实话，在我接触那些极端思想的时候，也很想
学跳舞，但当时只能压抑想跳舞的冲动而使劲忍
着。

在教培中心，我开始大胆地跳起了各种舞
蹈，有我们民族舞蹈，有交谊舞，还有京剧里的武
打动作。大家认为我跳得很好，将无数的掌声送
给了我。在教培中心的每一天，我都是开心快乐
的。几个月下来，我从头到脚，由里到外都变了。

2019 年 5 月 31 日，我结业那天，回到家给妈
妈打水洗脸，还破天荒地为她按摩。妈妈一看就
愣了，先是哭，后来笑，接着又哭，然后再笑。那
一天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以前，我好吃懒做，骂国家干部，整天在外游
荡，不但不做事挣钱，还不让妻子出门。只要我
一回到家，就对她呵斥，让她赶紧端上好吃的，慢
一点都不行，只要我不满意，就骂她甚至打她。
现在回想起来，真太不像个现代社会的男人了。
现在回到家后，我和妻子一起干家务，她做饭我
帮着洗菜，还洗碗，她说我彻底变了，逢人就说我
的好。

我从教培中心结业后，开始帮助爸爸照看玻
璃店的生意，用普通话和上门的买家谈生意，生
意比以前好多了，爸爸高兴得合不拢嘴。现在，
我正在和朋友谈合资，成立一个玻璃加工厂，准
备将爸爸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好。

我最后想说：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
好的学习机会，通过教培中心的学习，我掌握了
很多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孝敬
父母，给他们买好吃的东西、好看的衣服，让女儿
和儿子也都接受了好的教育。

我会将玻璃
生意越做越好

□和田县结业学员 希尔艾力·如孜阿依提

（上接第一版）巴楚县村民图孙·托乎提的儿子因感染极端
思想到教培中心学习，看到儿子的变化，他说：“以前在家
里怎么管也管不住，现在经过教育培训后，都能够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写信，关心问候我们了，还表示要做对社会
有用的人！是政府挽救了我的儿子！”许多人切身感受到，
新疆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没有教育培训工作就没有
今天的安稳日子。

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稳定红利持续释放，今年前
三季度，新疆全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6.1%，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49 个百分点。特别是新疆旅游
业呈现“井喷式”增长，继去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1.5 亿
人次，今年截至 10 月，又历史性突破 2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6%。新疆金桥国际旅行社导游热孜瓦古丽·如则说：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新疆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游客们纷纷感叹，现在的新疆已经成为治安情况最好
的地区之一，新疆是个好地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
设加快推进，一批国内外企业来疆投资兴业，新疆正成为

“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大通道和重要门户。安全稳定的
环境还带来了稳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位于首府乌鲁
木齐的新疆国际大巴扎等大型商贸中心生意红火、一铺难
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依托免签入境、跨境
旅游、免税购物等优惠政策，引入涉及商品展示、餐饮娱
乐、商业设施、金融服务等领域的 5000 余家商户入驻，出
入人员突破 500 万人次。

各族群众的权利得到有力保障。新疆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维护稳定与保障改善民生结合起
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持续推进以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为重点的惠民工程，
全区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南疆 3 年学前教育、12 年
基础教育实现全覆盖，全民健康体检覆盖到了所有新疆籍
人员，今年 12 个深度贫困县摘帽、976 个贫困村退出、60.61
万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提升。现如今，新疆农村家庭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电
器一应俱全，有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开上了小汽车，有的还

用上了煤改电清洁取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变成
了现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通过对六星街进行保
护性改造，引导当地居民开办 20 多家特色民宿客栈、特色
餐饮娱乐、工艺品商铺等，带动 600 多名各族群众实现创
业就业，成为民族团结、改善民生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喀
什地区叶城县村民祖里胡玛尔·艾木都拉在村里开起了

“靓发屋”，她说，前些年村里的妇女被宗教极端思想束
缚，几乎不出门，更别提化妆打扮了，现在不仅穿着时尚，
变得爱美、爱打扮了，笑容也更多了，生活充满了阳光，越
来越自信。

当前，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民
生持续改善，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各族群众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正处于历史上
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实践证明，新疆依法开展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工作，根本不是什么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
而是依法采取的帮助学员摆脱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束
缚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人的思想解放、素质提升和更好发

展之举，是落实国际社会反恐、去极端化倡议及其理念的
具体表现，这些举措完全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
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不仅使新疆实现了社会稳定，也
有力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为国际反恐斗争进行了有益
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坚信，现如今一个繁荣稳定
的新疆，是对一切恶意抹黑、诬蔑诽谤最坚决、最有力的回
击！

美西方舆论和一些政客，不仅对上述事实闭目塞听，
而且肆意染指、妄加评判新疆事务，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什
么“人权”与“民主”，而是企图以“新疆牌”破坏中国的繁
荣稳定，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维护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力量。新疆各级政协组
织和各族各界政协委员，强烈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利用涉疆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做法。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
低估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
维护新疆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否则只会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切卑劣行径，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勇前行。

任何妄图破坏新疆和谐稳定大好局面的行径都必将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