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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引天山南北

譜寫發展新篇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心新疆工作紀實
新華社烏魯木齊9月24日電 我們新疆好
地方，天山南北好風光——
祖國的西北角，是166萬多平方公里的
大美新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56個民族、
2500萬中華兒女守望相助、不懈奮鬥，共同
建設美麗家園。
「全黨都要站在戰略和全局高度來認識
新疆工作的重要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
個大局，科學分析新疆形勢，深刻闡述新疆
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做好新
形勢下新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日新疆，從廣袤的塔里木盆地到高聳
的阿爾泰山，從雄壯的帕米爾高原到富饒的
吐魯番盆地，處處孕育著蓬勃的希望。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
導下，新疆各族人民勇於進取、埋頭苦幹，
正在奮力建設一個團結和諧、繁榮富裕、文
明進步、安居樂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
疆。
繪藍圖指方向
茫茫無際的沙漠，浩瀚無垠的戈壁，綿
延千里的群山，生機盎然的綠洲——
和平解放以來，在歷屆中央領導集體的
堅強有力領導下，新疆從荒涼走向繁華、從
貧瘠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落後走
向進步。
對於新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熟悉。20
世紀80年代初，習近平同志就到過新疆。在
浙江任主要領導期間，習近平同志就對口支
援和田地區建設、推進浙江和新疆兩省區
經濟合作，同新疆同志多次交流探討。2003
年，習近平同志帶領浙江省黨政代表團赴新
疆考察8天，在天山南北都留下了足跡。
到中央工作後，習近平同志于2009年到
新疆考察5天，身影留在了巴音郭楞、喀什、
克拉瑪依、石河子、烏魯木齊等地的農村、
企業、社區、學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新疆工作，多次召開中央
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新
疆工作。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臨新疆考
察，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
要講話，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疆
代表團審議，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審視、謀
劃、部署新疆工作，豐富和發展了黨的治疆
方略。
——做好新疆工作，要緊緊圍繞社會穩
定和長治久安的總目標。
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關係全國改
革發展穩定大局，關係祖國統一、民族團
結、國家安全，關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新疆深受民族分裂
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的疊加
影響，暴恐案（事）件頻繁發生，對各族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危害。
維護新疆社會穩定、實現長治久安，必
須做好標本兼治各項工作。對此，習近平總
書記強調，要堅持把維護穩定作為政治責
任，立足抓早抓小抓快抓好，謀長遠之策、
行固本之舉、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做好新疆工作，要以推進新疆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引領。
推進新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要依靠黨的堅強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新疆社會穩

李良燦丁母憂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本
會李參議委員良燦學長令萱堂，李府龔淑賢
老伯母，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下午逝世，享壽八十有六高齡。
寶婺星沉，珍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擇訂於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定和長治久安，關鍵在黨」；在第二次中央
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努力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服務群眾、維
護穩定、反對分裂的堅強戰鬥堡壘，讓黨
的旗幟在每一個基層陣地上都高高飄揚起
來」。
推進新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必須建設一支政治上強、能力上強、作風上
強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正確的標準、
合理的結構選幹部、配班子，使各級各類幹
部有充分施展才幹的舞台，各級領導班子能
發揮整體功能。
——做好新疆工作，要以經濟發展和民
生改善為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把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提
高到穩疆安疆的戰略高度，要求「發展要落
實到改善民生上，落實到惠及當地上，落實
到增進團結上」；「緊緊圍繞各族群眾安居
樂業，多搞一些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的項目，
多辦一些惠民生的實事，多解決一些各族群
眾牽腸挂肚的問題，讓各族群眾切身感受到
黨的關懷和祖國大家庭的溫暖」。
南疆四地州是全國「三區三州」深度貧
困地區之一，是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啃
下的硬骨頭。
「要全面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把
南疆貧困地區作為脫貧攻堅主戰場」。習近
平總書記十分關心南疆的發展，要求實施好
農村安居和遊牧民定居工程、城鎮保障性安
居工程，完善農牧區和邊境地區基本公共服
務，努力讓各族群眾過上更好生活。
—— 做 好 新 疆 工 作 ， 要 以 維 護 祖 國 統
一、促進民族團結等為重點。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部中華民
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團結凝聚、共同奮進的
歷史。
在新疆考察時，從喀什到烏魯木齊，從
同村民交流到同自治區領導座談，習近平總
書記反復強調：「民族團結是發展進步的基
石」，「新疆的問題，最難最長遠的還是民
族團結問題」。
如何在新疆開展好民族團結工作？習近
平總書記作出長遠部署：要持續開展好「民
族團結一家親」和民族團結聯誼活動，把民
族團結落實到日常生活工作學習中，貫穿到
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各環節各方
面，讓民族團結之花常開長盛。
……
舉旗定向，掌舵領航。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疆工作的一系列重
要論述，為深入開展好新疆工作繪就了藍
圖、指明了方向。新疆幹部群眾堅定不移推
動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在新疆落地生根，天
山南北春潮浩蕩、生機勃發。
解民意暖民心
「總書記回信了！」今年畢業季，中國
石油大學（北京）克拉瑪依校區充滿喜悅和
歡騰。
在給學校118名畢業生的回信中，習近
平總書記肯定了他們「奔赴新疆基層工作，
立志同各族群眾一起奮鬥，努力成為可堪大
用、能擔重任的西部建設者」的人生選擇。
作為畢業生中的一員，馮偉剛選擇在中
國石化西北油田成為一名石油工人。「習近
平總書記的回信給了我們極大鼓舞。我們選

擇來到新疆學習和工作，就想紮根這裡，利
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建設大美新疆貢獻力
量。」馮偉剛說。
春風化雨，溫暖人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牽掛新
疆各族兒女，送來深情關懷，溫暖著生活在
這片土地上的人民。
——習近平總書記關心新疆脫貧事業，
關懷奔小康路上的鄉親們。
新疆疏附縣托克扎克鎮阿亞格曼幹村村
民阿卜都克尤木·肉孜清晰記得習近平總書記
來家裡時的溫暖場景。
總書記一一察看起居室、廚房、牛羊圈、
果園、農機具，同鄉村幹部和村民拉家常，
還祝願他一家在黨的政策扶持下生活得更加
幸福。
「這幾年我家建了大棚，加入了花卉合
作社。」阿卜都克尤木·肉孜說，希望總書記
再來看看，想請總書記嘗嘗家裡又甜又好吃
的瓜果。
——習近平總書記關注民族團結進步事
業，希望各族人民親如一家。
「促進各族群眾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
一起，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創造新疆更加美好
的明天」。2017年1月，在給庫爾班大叔的後
人的回信中，習近平總書記希望他們全家繼
續像庫爾班大叔那樣，同鄉親們一道，做熱
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模
範。
如克亞木·麥提賽地是庫爾班大叔家的第
四代人，曾在我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上
服役。
如今，作為庫爾班·吐魯木紀念館的講解
員，她正把庫爾班大叔想騎著毛驢去北京的
故事講給一批批參觀者。
「身為庫爾班大叔的後人，感恩黨、愛
祖國、珍視民族團結是流淌在血液裡的基
因，會一代代傳承下去。」如克亞木·麥提賽
地說。
——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重 視 新 疆 的 宗 教 工
作，關心廣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
怎樣在新疆更好貫徹落實黨的宗教政
策，是習近平總書記一直思考的問題。
「哪年修的」「能容納多少人禮拜」
「講經一次多長時間」……在考察烏魯木齊
市洋行清真寺時，習近平總書記同伊瑪目穆
合特熱木·謝日甫江等親切交談，了解這座清
真寺的來龍去脈和有關情況。
如今，已有120多年歷史的洋行清真寺，
宗教活動開展有序。
——習近平總書記支持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發展壯大，鼓勵兵團發揮好特殊作用。
「14師47團9位老戰士給我寫了一封信，
講了他們對新疆和兵團的期待，體現了紮根
新疆、熱愛新疆、屯墾戍邊的老兵精神，讓
我非常感動……」
習近平總書記在兵團第六師共青團農場
座談時，曾動情地講起這個故事。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支持鼓勵下，一座座
由兵團管理的城鎮拔地而起、一大批產業在
兵團聚集、一項項制度不斷革新……
深情關懷溫暖人心，殷殷囑託催人奮
進。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深情關
懷，使新疆各族兒女受到巨大鼓舞。他們正
昂揚精神，闊步前行。

堂

○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靈軀已於
九月廿三日（星期三）下午七時火化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安樂堂，靈灰擇
訂於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奉安
於普濟禪寺。
本社聞耗，以電訊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
故顧問金朝宗老先生令淑配，即名譽理事樹
福、樹輝賢昆仲令慈莊府朱太夫人玉琼(原
籍福建晉江軒內)，不幸於二０二０年九月
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一百零一高壽，駕返瑤池，同
深哀悼。靈軀於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火化
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火化堂荼
毗。擇訂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九時
靈灰安奉於普濟禪寺。

本總會聞耗，已致电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

莊樹福樹輝丁母憂
旅菲青陽璧立公益社訊：本社故顧問金
朝宗老先生，亦即本社交際主任樹福，名譽
理事樹輝，華珍賢昆玉令萱堂莊府朱玉瓊太
夫人（青陽內廳）不幸於二○二○年九月廿
三日上午八時卅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

訃 告
李龔淑賢
(石獅永寧）
逝世於九月廿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出
殯於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

池陳碧瑜
(福建福州）
逝世於九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

施詹秀霞
(晉江深滬華海後寮）
逝世於九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

莊朱玉瓊
(晉江青陽璧立）
逝世於九月廿三日
靈灰奉安於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

李良燦丁母憂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李良燦常務
委員令萱堂李府龔淑賢老伯母，不幸於九月
二十二日下午仙逝，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擇訂於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李良燦鄉賢丁母憂
菲律濱永寧鎮聯鄉總會.總商會訊：本
會榮譽理事長李良燦鄉賢令萱堂李府龔淑賢
老伯母，不幸于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仙逝，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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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1000多萬
農牧民住進安居房
新華社烏魯木齊9月24日電 根據新疆住
房和城鄉建設部門最新發布數據，自2011年
新疆農村安居工程建設全面實施以來，新疆
累計完成268.77萬戶農村安居工程建設，使天
山南北1000多萬農牧民住進新居。
6年前的冬天，崑崙山區的新疆于田縣阿
羌鄉發生地震。當村民麥提圖爾蓀·麥提斯迪
克跑回家時，只見土坯房的一角已坍塌，多
處墻體留下深深的裂縫。
「老房子是父母留下的遺產，雖然下雨
漏雨、颳風透風，但現在連這房子也保不
住了。」那年只有24歲的麥提圖爾蓀心如死
灰。
震後2個月，冰雪覆蓋的大地剛慢慢化
凍，政府組織的施工隊便開進海拔2500米的
山村。麥提圖爾蓀回憶說：「施工隊從山外
面帶來水泥、沙子、磚塊，把我們的危房推
掉，在原來的地方加班加點蓋新房，不到一
個月，房子就建起來了。新房子比老房子大
得多，還有獨立的衛生間、廚房……」
一戶戶新建的安居房經受住一次次強震
考驗。2018年伽師縣5.5級地震、阿圖什市5.1
級地震、烏恰縣5.3級地震……安居房有力
保障著各族農牧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到
2019年年底，新疆已徹底結束農村貧困人口
住危房的歷史。
持續推進的農村安居工程也成了不少農
牧民脫貧增收的「助推器」。2014年，受益
於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原本居住在新疆察布
查爾錫伯自治縣偏遠山區鄉的哈力江·地木，
搬至鄰近縣城的烏宗布拉克社區，住上了
水、電、暖、網絡設施齊全的安居房。
為幫助居民增加就業機會，社區開辦了
多種技能培訓班，哈力江夫婦是培訓班上的
常客。哈力江本人先後取得廚師、砌築工、
電焊等證書。「多證傍身」的他獲得不少工
作機會，一家人的生活水平穩步提升。但哈
力江並不滿足現狀，兩年前，哈力江靠著政
府發放的創業補貼，開起了農家樂。旅遊旺
季，農家樂每月能幫他增收5000餘元。

哀悼陳碧瑜傳道
安息主懷
三寶顏中華基督教會
葉建煊長老
使保羅在腓立比書1:23說：“我處於
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那
是好得無比。”
池永涵牧師與和郟縣的陳碧瑜傳道
夫婦倆會坦誠相待，夫唱婦隨，一起“相
濡以沫”，。他們育有一男一女，百般呵
護照顧，現都成為神重用的器皿，男的坤
和是描仁達亙市中華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女的欣穎嫁給一位牧師，現事奉加拿大教
會。
碧瑜傳道生前貼切見識了神的信實
慈愛，她的事奉滿足符合神的心意完成神
的讬付，現脫離世上一切勞苦，直接到耶
穌那里與主同在，安息主懷。
約翰福音11:25耶穌說“我就是復
活和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要復
活！”
池牧師現已告老退休，但願神再添
賜他力量，使永不灰心，永不沮喪，在
主愛中活的更加剛強，神不會輕看你的憂
傷，神珍視你的苦惱，苦難是祝福，患難
是恩典，再接再勵吧，背十字架跟隨主。
壽八十有六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
擇訂于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
殯，火化于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良燦
鄉賢其家屬節哀順變。

莊金朝遺孀逝世
本市訊：故僑商莊金朝（《聯合日報》
主持人之一）淑配，亦即莊樹福，樹輝，華
珍賢昆玉令慈莊府朱太夫人玉瓊（原籍晉江
青陽璧立），於二０二０年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閏一百０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靈軀已於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火化於
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火化堂荼
毗，靈灰擇訂於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
午九時奉安於普濟禪寺。

莊樹福樹輝丁母憂
菲律濱華文記者會訊：故老報人莊金朝
令淑配，亦即本會諮詢委員莊樹福，樹輝，
華珍賢昆玉令堂莊府朱太夫人玉瓊女士，於
二０二０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八
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０一高
齡，婺星沉輝，軫悼同深，靈軀已於當日下
午七時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火化堂荼毗，靈灰擇訂於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上午九時奉安於計順市普濟禪
寺。
本會聞耗，經已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