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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连续发表
所谓“独家报道”，对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中心进行恶毒攻击，颠倒黑白、肆意抹黑。
当 地 时 间 12 月 3 日 ，美 国 国 会 通 过 所 谓

“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以新疆“再
教育营”“大肆关押维吾尔穆斯林”“侵犯人
权”等子虚乌有的所谓证据，欲对新疆进行
制裁。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空口说白话、血口
喷人，让我看清了西方媒体和美国在反恐、
去极端化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也让我看
清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对此，作为生在新
疆、长在新疆的宗教人士，我感到有责任、有
义务说一说自己所见所闻的新疆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中心。

过去一个时期，新疆极端思想渗透蔓
延、暴恐活动多发频发，严重危害各族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那时的新疆，与 2001 年“9·
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美国纽约一样，人
们每天生活在紧张、恐惧之中。面对各族群
众对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强烈呼声，新疆政
府既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又依法设
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最大限度地挽救
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
员，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遭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的侵害。新疆已连续 3 年没
有发生暴恐案（事）件，各族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今年以来，我接
待了40多批国外来宾，他们纷纷对设立教培
中心这一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对新疆的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点赞，认为新疆不仅很美丽，
而且很安全。

我多次实地参观喀什、和田、吐鲁番等

地的教培中心，亲眼看到学员在教室里学
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法律、学习技
能；亲眼看到教培中心免费提供的清真饮
食，学员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自由愉
快地学习、生活、娱乐；亲眼看到学员有事
可以请假外出，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可以
随时通电话；亲眼看到学员主动揭批宗教
极端思想的谬论和“三股势力”的残暴行
径，发自内心地感恩政府的教育挽救，庆幸
没有成为“三股势力”的炮灰。我认识的一
些学员在结业后，大多凭借在教培中心学
到的本领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过上了好日
子。比如：喀什市学员阿布都艾尼·伊斯马
依力结业后在喀什市一家餐饮公司上班，
他给我说，自从摆脱了宗教极端思想的牢
笼后，他的心不像以前那么累了，日子也过
得有滋有味了。吐鲁番市学员依地日斯·
依马尔结业后，被聘用到鄯善县法院鲁克
沁镇法庭工作，现在每天都是满满的成就
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就是要挽救那些
受到极端思想感染的人，这是护佑众生的最
大善举。受到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人，就像
一个迷了路的人，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更是一
个可怕的人。以前，许多人受到宗教极端思
想的影响，践踏、挑战法律。通过一段时间的
教育培训，他们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合法、什么
是违法，明白了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
干，明白了宗教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
范围内进行，心里亮起了“红绿灯”。这是多
么难得的改变啊！如果不开办职业技能教育
培训中心，新疆就会成为暴恐横行、灾难不

断、人民遭殃的动荡之地。政府如同父母对
待自己犯了错误的孩子，耐心细致地对那些
受到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人进行教育转化，
不仅从思想上、物质上帮扶，还想方设法解决
他们就业问题。同时，帮助学员亲属解决生
产、生活、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的实际困
难，解除了学员参加学习培训的后顾之忧，增
强了参加学习培训的动力。

伊斯兰的本意就是和平。极端主义不
是伊斯兰教，它肆意歪曲伊斯兰教教义教
规，践踏伊斯兰教基本精神、亵渎伊斯兰教
教义，甚至残害无辜群众，严重危害社会稳
定，他们是新疆各族群众包括我们穆斯林在
内的敌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伊斯
兰教主张和平、反对暴力的基本教义。

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使学员认清了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本
质和危害，摆脱了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
的精神枷锁，在走向犯罪的悬崖边上回了
头，新疆的社会更加安定和谐了，各民族更
加团结紧密了，各族群众的生命权、健康权、
发展权得到了充分保障。可以说，没有教培
中心就没有新疆的安稳日子！作为新疆伊
斯兰教协会会长，我代表新疆伊斯兰教界人
士和广大穆斯林，正告那些企图遏制中国发
展、破坏新疆稳定、抹黑新疆教培中心的美
西方人士，不要罔顾客观事实了，不要再造
谣污蔑了！我们坚信只要沿着有中国特色
的治疆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新疆的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一定会实现，新疆的明天一
定会更加美好，新疆各族人民的日子一定会
过得越来越好。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自导自演的某些西
方媒体假新闻和虚假作证材料为由，通过所
谓的“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简直是
蛮横无理、荒诞至极，令世人所不齿。美国
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貌似在关心
维护维吾尔族的人权，但实际上，却是企图
通过这样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法案”，继续
抹黑新疆、搞乱新疆，严重危害新疆各族人
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
他们冠冕堂皇的人权外衣下，包藏的却是搞
乱新疆、遏制中国的祸心。这与他们搞乱阿
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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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疆问题不是宗教、民族、
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新疆由来已久。
在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和控制下，许多人参
与或者被教唆、胁迫、引诱参与恐怖活动、极
端主义活动。由于上述人员受宗教极端主义
毒害深，丧失了对正常生活和法律界限的理
性辨识能力，如果不对他们采取积极干预措
施，就不能解除宗教极端主义对他们的桎梏，
就无法使他们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不可
能使他们实现个人的更好发展。面对严峻形
势和复杂情况，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坚持标
本兼治方针，既依法严厉打击少数严重暴力
恐怖犯罪，又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感染宗教
极端主义、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员。依法设
立教培中心，对学员进行系统的教育培训，是
遏制暴力恐怖案（事）件多发频发、铲除宗教
极端主义滋生蔓延土壤的迫切需要，也是有
效提升学员文化知识水平、掌握劳动技能、促
进就业和增加收入的迫切需要，更是实现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新疆开展教培工作的做法既符合国家

法治精神和要求，又体现了国际社会反恐、
去极端化的原则和理念。新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
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等法
律法规，设立了教培中心，开展帮教等工
作。通过“集中培训、寄宿学习、实践培养”
等多种形式开展免费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并
在学员考核达标后颁发结业证书。学员结
业后，可以自主择业，也可以由有关部门协
助安排就业。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坚持建设性和
批判性相统一，引导教育学员直面各种错误
观点。针对学员不同程度地受宗教极端主
义影响和控制的问题，教培中心的教师们将
去极端化贯穿全过程。通过分阶段学习法
律法规、民族宗教政策和宗教知识，揭露恐
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使学员全面
准确了解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刻认识
到什么是合法宗教活动、什么是非法宗教活
动、什么是宗教极端主义，真正明白宗教极
端主义完全违背了宗教教义，努力使学员认
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罪恶本质和严
重危害，摆脱其影响和控制，帮助学员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坚持理论性与
实践性相统一，既针对学员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普遍水平低的问题，开展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培训；针对学员普遍缺乏法治意识，
开设法律知识课程，又针对学员缺乏职业技
能、就业困难的问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在教培中心实地调研期间，我走进教
室、食堂、宿舍，与学员展开广泛交流，在自
由的环境和活跃的气氛中，我感受到的不只
是他们流利的普通话，学员的国家意识、公
民意识、法治意识明显增强，辨别是非能力

明显提高。大多数学员能够认清宗教极端
主义不是宗教，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能
力明显增强。大多数学员掌握了一定的实
用技能，就业能力得到提高。绝大多数学员
达到标准从教培中心结业，有的在企业就
业，有的自主创业，还有一些为了不断提升
自我，到中职、高职等院校继续深造学习。
可以说，新疆的教培工作，实现了反恐、去极
端化、保障人权、反贫困的高度统一，为国际
社会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探索了一条标本兼
治的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奉行单边主
义，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肆意挥舞“制裁”“人
权”大棒，严重冲击现行国际秩序，严重破坏
现行国际体系。出台所谓涉疆“法案”，不过
是美政客在世人面前的又一次无耻拙劣的表
演。公道自在人心。美国反华政客应该知
道，虽然美国、英国等23个国家以新疆“人权
问题”为借口，向中国集体“发难”；而另一边，
54个国家的代表则力挺中国的治疆政策。

任何想给中国扣“帽子”的图谋都不会
得逞，都只会自取其辱。在国际社会大家庭
里，中国始终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坚守道
义，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却损人
利己，唯我独尊，背信弃义，在世界上大搞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做法无疑是开历史
倒车，注定不得人心。新疆已连续 3 年未发
生暴力恐怖案（事）件，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得
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民族
平等团结，宗教和睦和顺，人民生活安定祥
和。新疆各族人民切身感受到，新疆今天的
大好局面来之不易。14 亿中国人民已经看
清西方某些媒体和政客的本质，看清境外黑
手不择手段抹黑新疆，搞“以疆治华”的政治
图谋，《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和美国反华政
客们这次必定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生在墨玉县，长在墨玉县，见证了墨
玉县的发展变化。小的时候，家乡民风淳
朴、亲朋友爱、邻里和睦。那时，我和小伙伴
最高兴的事就是村里有人家娶媳妇，不仅能
吃上抓饭、烤肉、黄面等美食，还能和大家一
起唱歌跳舞，热闹非凡。但是，在我上中学
的时候，这样的场景慢慢就看不到了，婚礼
上欢快的舞蹈、悦耳的歌声没有了，葬礼上
也听不到对亲人离世的悲泣声了。慢慢地，
身边漂亮的姐妹们都穿上了长长的黑袍，用
黑色的头巾蒙起了脸，我们都不敢靠近。我
问妈妈，这是怎么了，怎么大家都变成了这
样。妈妈告诉我，这些都是宗教极端思想害
的，“三股势力”利用乡亲们淳朴的宗教感情
打着宗教的幌子大肆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破
坏了我们幸福安定的生活。

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努
力学习，考上大学，学好知识，把那些荒谬
的谎言揭破，让乡亲们认清“三股势力”丑
恶的嘴脸，打破他们沉重的精神枷锁。后
来，我考上了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在那里
接受了 5 年的免费教育。在校期间认真学
习国家法律法规、时事政治和宗教知识后，

我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必须要遵纪守法，任何宗教和个人都不
能超越法律的红线、底线。我认识到在我
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信不信教由群众自
己说了算，而不是被胁迫去信仰哪一种宗
教。我认识到伊斯兰教倡导的是和平、宽
容，而不是像宗教极端势力所说的“圣战殉
教上天堂”。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墨玉县担任
宗教教职人员。恰逢其时，新疆依法设立了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依法开展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我衷心拥护这项举措，教培中心
不仅挽救了那些即将走向犯罪的人员，更是
挽救了他们的家庭。这项举措，不仅让受宗
教极端思想感染的群体学会了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懂得了法律法规、掌握了技能，并在
企业、工厂就了业，更重要的是摆脱了宗教
极端思想的控制和束缚，回归到了世俗化的
生活。现在社会稳定，生活富裕了，年轻人
也走出家门就业创业了，到我们和田、墨玉
来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儿时的记忆
又回来了，曾经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维吾
尔族又回来了。

然而，美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取得的成效视而不见，将我们
的学校说成是“拘留营”，说三道四、颠倒黑
白、恶意歪曲抹黑。问问曾经在那里学习的
人有这样的情况吗？我想告诉那些别有用
心的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在世界上有哪
一个国家对感染宗教极端思想、有轻微违法
犯罪的人有过这样的宽容和帮助？有哪一
个国家还帮助他们就业脱贫？没有，只有我
们中国政府做到了。

现在，我们这里从过去的土坯房变成了
安居房，从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从坐毛驴
车变成了坐电瓶车、小汽车，从喝涝坝水变
成了喝自来水。政府还为清真寺修建了净
身房、水冲式厕所，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鞋
套机等便民设施。村里建起了幼儿园，实施
了 15 年免费教育，每个群众都有医疗保险，
每年还能享受全民健康体检，党的政策“亚
克西”。是中国共产党让我们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越来越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谁
要企图破坏我们团结和谐的幸福生活，企图
分裂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各族群众坚决反
对，决不答应！

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所谓的涉疆“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恶意
诋毁和无端指责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极力抹
黑新疆。对此，我区各族各界人士表示极大愤
慨、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大家纷纷表示，涉疆

“法案”暴露了美方破坏新疆繁荣稳定的险恶
用心，极大伤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感情，任何
妄想搞乱新疆的图谋都不会得逞，新疆各族人
民也决不答应。

无比愤慨 坚决反对
“涉疆‘法案’歪曲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

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治疆政
策。作为知识分子，我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
对。”12 月 4 日，在巴楚县色力布亚镇走亲的自
治区农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姑丽娜尔·吾布
力义正词严地说。

姑丽娜尔说，她结对亲戚所在的色力布亚
镇曾经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严重，暴恐案件频
发，一些无辜群众被害。而今天的色力布亚
镇，人民生活安定祥和，从教培中心结业的女
学员，脱去蒙面罩袍，变得美丽、自信，对生活
充满希望。这些都说明，开展教培工作是依法
采取的帮助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的群众摆脱
极端主义束缚、帮助他们追求现代文明生活的
重要措施，是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创新之
举、正义之举。

“美国借‘人权’之名，行干涉中国内政、污
蔑抹黑新疆之实，其险恶用心一目了然。”新疆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祖力亚
提·司马义说，依法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
作，是推进依法治疆的有效举措。涉疆“法案”
恶毒攻击新疆人权状况，完全是混淆是非的错
误言论，是对新疆稳定发展局面的肆意抹黑。

祖力亚提说，她曾前往喀什、和田地区的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调研，实地感受到在教
培中心的培养下，学员们祛除了宗教极端思
想，学到了新技能，翻开人生新的一页。事实
证明，设立教培中心，开展教培工作，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恐
怖主义法等法律法规实施的，既保障了学员的
人权，也减少了暴恐犯罪，保障了各族人民的
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这是对新疆各族人民
人权的最好保护。

“涉疆‘法案’黑白不分，无中生有，打着人
权的幌子，实则破坏新疆稳定，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我们对此非常气愤、强烈谴责。”新疆师
范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2016 级学生张文
静说，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擦亮双眼，看清美方
的伪善面目和险恶用心，向一切破坏祖国利益
的行为说“不”，并带动身边人，以实际行动维
护新疆社会稳定，捍卫美丽家园。

涉疆“法案”完全是胡说八道
新疆的事情做得好不好，不是由别人说了

算，而是由新疆各族人民自己说了算。
“作为亲历者，我最有发言权。美涉疆‘法

案’完全颠倒黑白，不顾事实编造谎言，说什么
‘侵犯了少数民族人权’，都是一派胡言。”和田
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结业学员希尔艾力·
如孜阿依提底气十足地说。

希尔艾力说，教培中心就是一所学校，实
行规范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课程表、食谱等都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充分尊重和保障不同民族学员的风俗习

惯，免费提供种类繁多、营养丰富的清真饮
食。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学员们感受到
家一般的温暖。“以前我感染了宗教极端思想，
拒绝国家的惠民政策，日子越过越穷。教培中
心的学习和生活，让我重新看到了光明和希
望。我想正告美方，新疆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美
丽家园，你们这种挑拨离间的阴谋肯定不会得
逞。”希尔艾力说。

“涉疆‘法案’完全是胡说八道，不顾新疆
各族群众的真实感受，完全抹杀了新疆的发展
成就，故意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叶城县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结业学员苏比努尔·买买提
明气愤地说。

苏比努尔说，在教培中心的学习，不仅帮她祛
除了头脑中的宗教极端思想，她的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水平也大有提升，最大收获是扎实学习了法
律知识，增强了对公民权利义务的认识。如今，她
在当地一家法律服务所上班，用自己学到的法律
知识帮助周围群众，生活非常充实。“没有教培工
作，就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决不允许美国对我们
的生活指手画脚。”苏比努尔说。

一意孤行终将害人害己
“美涉疆‘法案’是为恐怖主义张目，是在

助纣为虐，一意孤行终将害人害己。”新疆伊斯
兰教协会会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阿不
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愤慨
之情。

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说，他曾到教
培中心实地参观，看到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
信教群众，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培训，人变得精
神了，言谈举止也正常了。这些都是他亲眼目
睹、亲耳所闻的变化。“教培中心挽救了许多家
庭、许多群众，开展教培工作是尊重保障人权
的正义之举，我们衷心支持和拥护。”阿不都热
克甫·吐木尼牙孜说。

4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乌鲁木齐
市白大寺伊玛目阿布都西克尔·热合木都拉和
以往一样，在清真寺主持教务。“近些年，政府
拨款重修宗教活动场所，白大寺寺内建有净身
设施、水冲厕所，全天提供热水，党和政府对信
教群众的关心体现在了细微之处。”阿布都西
克尔说，新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
针，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和正常宗
教活动的开展。

“美涉疆‘法案’就是在极力抹黑新疆。新
疆安定祥和、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
我们要倍加珍惜，决不允许外部势力横加干
涉。”阿布都西克尔说。

“美方一意孤行，通过所谓涉疆‘法案’，完
全违背事实，终将害人害己。”新疆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马合木提·阿
布都外力说，美方对教培中心的歪曲污蔑，无
非是拿“宗教”“人权”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
遏制中国发展。这种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
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的图谋是绝对不
可能得逞的。

马合木提说，今天的新疆，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安居乐业，成就有目
共睹。“任何诽谤，都不能阻止新疆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的脚步；任何谣言，都不能抹杀新疆人
权发展进步的事实；任何图谋，都不能干扰新
疆发展繁荣的进程。”马合木提说。

（据《新疆日报》）

曾经一段时间，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大肆
传播，宗教极端势力干涉信教群众世俗生活、
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妄图让新疆陷入动乱。政
府依法开展教培工作以来，新疆已经连续 3 年
未发生暴恐案（事）件，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得到极大提升，教培工作得到了新疆各
族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坚决拥护。

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别有用心的
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各种方式对新疆
教培中心进行攻击炒作，企图否定新疆为反
恐、去极端化付出的巨大努力，这是新疆各族
人民决不会答应的。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
同敌人，宗教极端思想害人害己。在我身边就
有一些群众受极端思想感染，曾有人以父母做
的饭不“清真”为由，不在家吃饭，和父母断绝
关系；有的未成年人被迫辍学，失去了快乐的
童年；有的受“圣战殉教进天堂”等宗教极端思
想毒害，失去了理智，参加恐怖活动，等等。这
些极端思想和行为给信教群众套上了沉重的
精神枷锁，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

我实地去过很多教培中心，所见所闻跟个
别西方媒体报道的完全不同，不管是接受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的学员，还是他们的家人，对参
加培训都非常支持，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而
个别西方媒体对教培中心的报道歪曲事实、肆
意诋毁，完全是编造、污蔑，完全是别有用心。
参加教培的学员不少是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
员，但是政府没有抛弃他们，而是给予了挽救
和关怀，组织他们在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进
行培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法律法

规、学习职业技能，让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
活。通过学习培训，学员们既学会了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熟悉了法律法规，掌握了 1 至 2
门实用技能，又达到了“排毒治病”的效果，很
多人结业后实现了就业增收。

一位老大娘亲口告诉我：“儿子参加职业
技能培训结业后，完全变了样，以前连我们做
的饭都不吃，家也不回，跟坏人到处跑，还说要
出国参加‘圣战’，更别说孝顺了。结业回来
后，现在找到了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经常给
我们买吃的、买衣服，帮家里干这干那。我深
深地感受到，我的孩子以前是中了宗教极端思
想的毒，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进行教育转化挽
救，等犯更大的错的时候，就会给我们的家庭
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想起这些我是多么的
后怕，是政府及时把他救了回来，我和孩子真
心感谢党和政府。教培中心‘亚克西’。”

我想大声地告诉那些混淆视听、歪曲事实、
诋毁抹黑我们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美国等
西方国家别有用心之人，自从开设了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中心，我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
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各族群众自觉抵制宗教极
端思想，民族团结更紧密了、日子过得更好了，老
百姓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希望。维吾尔族
有句谚语：“不怀好意的人，不会得到安宁”。试
问你们有没有来过新疆，有没有亲眼看到新疆的
各族群众被恐怖主义势力迫害、被宗教极端思想
毒害的场景，有没有看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带来
的巨大变化，希望你们实地来新疆走一走、看一
看，用有根据的事实发表一些负责任的言论，正
告你们停止无端的诋毁和肆意抹黑。

没有教培中心就没有新疆的安稳日子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 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

美涉疆“法案”是美国反华政客的又一次拙劣表演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祖力亚提·司马义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是挽救众生的最大善举
□墨玉县其乃巴格街道阔纳协海尔清真寺伊玛目 麦麦提·麦麦提敏

任何妄想搞乱新疆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我区各族各界人士
强烈谴责美通过涉疆“法案”

事实不容捏造 真相击破谎言
□喀什地区莎车县莎车镇丝绸社区阿勒屯清真寺哈提甫 阿布都外力·阿布力米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