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 点
9

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朱迎军

版式：杨茜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
年之际，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在线教
育公司作业帮宣布：中国短道速滑队
队长、冬奥冠军武大靖为其“冠军代
言人”，双方将携手陪伴中国青少年成
长。此前，作业帮已与中国女排达成
战略合作，并签约女排队长朱婷。

作业帮表示，“为每一分，付出
100分”是作业帮和武大靖在各自领域
共同的追求与实践。作业帮对教育、
成长的理解与武大靖在体育竞技领域
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希望借此次合
作，携手亿万中国中小学生，共同发
扬拼搏进取的奥运精神。

武大靖是中国短道速滑领军人、
中国短道速滑队队长，从国家短道队

女队陪练员到问鼎奥运冠军，他的奋
斗故事令人鼓舞。

2018年平昌冬奥会，武大靖以39
秒584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拿下短
道速滑男子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代
表团在平昌冬奥会的首金。

武大靖的经历给青少年传递了积
极进取、拼搏奋进的价值观。他的成
绩源于科学的训练方法，借用大数据
和科技，有效提高技巧、方法、策
略，挖掘潜能并提升自身竞争力。

持续科技创新也是作业帮的“企
业基因”，在备战备考的道路上，作业
帮一直致力于帮助学生用科学方法掌
握高效学习要领。

冠 军 精 神 塑 造 冠 军 品 牌 。 自

2015 年成立以来，作业帮始终以
“让优质教育触手可及”为使命，以
自驱、追求极致、成就用户为价值
观，坚持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新时代

“互联网+教育”变革，为全国累计
数亿名中小学生带来优质、普惠的教
育资源。

截至目前，作业帮旗下产品总日
活已超5000万，月活用户超1.7 亿，
累计激活用户设备超 8 亿。作业帮
APP是中国唯一月活用户过亿、唯一
进入全网 top30 的教育类 APP，在
APP STORE K12教育类长年排名第
一；作业帮直播课是在线直播课领军
品牌，已累计服务学员超6500万，持
续领跑同行业。

冬奥冠军武大靖成为作业帮“冠军代言人”

引言
中国新疆是个好地方。56个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美好
家园，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安宁，经济繁荣
发展，文化传承昌盛，民族团结和谐，宗教
信仰自由，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但一段时间以来，美西方一些反华势
力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炮制散布大量涉
疆虚假信息，抹黑中国形象，诋毁中国治
疆政策，干涉中国内政，企图蒙骗国际社
会、干扰破坏新疆稳定发展。

谎言终究是谎言，只能蒙蔽一时，无
法取信于世。当面对事实与真相，谎言终
将无所遁形，归于毁灭。

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题，
而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中国政府在新
疆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得到各族群众衷心拥护。新
疆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就是戳破涉疆谎言的最有力武器。

我们摘录了反华势力炮制的一些典
型涉疆谣言谎言，在这里有针对性地予以
回应，列明事实，说明真相，以正视听。

谎言一：蓬佩奥称中国政府对新疆维
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

事实真相：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持续增

长。2010年至2018年，新疆维吾尔族人
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
增加254.69万人，增长25.04%，维吾尔族
人口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人口13.99%的
增幅，也高于全部少数民族人口22.14%的
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2.0%的增幅。

◆当前新疆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成就。2014年至2019年，新疆
地区生产总值由 9195.9 亿元增长到
13597.1亿元，年均增长7.2%。新疆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1%。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现行标准下308.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新疆绝对贫困问题
得到历史性解决。

◆新疆各族人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
保护。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都具有同等
法律地位，都依法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宗教信仰自由、接受教育、使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等各项权利。

谎言二：郑国恩发布报告称，中国新
疆对维吾尔族妇女实施“强制绝育”，造成
维族人口大幅下降。

事实真相：
◆Adrian Zenz（中文名：郑国恩）

并非“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而是美政府成
立的极右翼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
金会”成员，也是美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
反华机构骨干，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
主义者。

◆郑国恩的“报告”充斥着大量捏造
事实、篡改数据的地方。“报告”提到所谓

“强制绝育”证据：“2018年中国80%的宫
内节育器的新增例数都发生在新疆”和

“2018年新疆和田和喀什地区人口自然增
长率仅为2.58‰”都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

根据国家卫健委出版的《中国卫生健
康统计年鉴2019》数据显示，2018年新
疆新增放置节育器例数为328475例，全
国新增例数为3774318例，新疆新增例
数仅占全国新增例数的8.7%。据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新疆
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喀什地区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6.93‰，和田地区为2.96‰。

谎言三：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
之夜”爆料，早木热·达吾提称其在新疆教
培中心“被强制绝育”。

事实真相：
◆早木热·达吾提从未在教培中心学

习过。她的五哥阿不都黑力·达吾提此前
已经澄清过。

◆她称自己从教培中心获释后，因生
育三个孩子被“强制绝育”，摘除子宫。事
实上2013年3月，早木热·达吾提在乌鲁
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生第三个孩
子时，自己在《分娩志愿同意书》上签字，
表示同意剖宫产、要结扎，随后在医院做
了剖宫产、结扎手术，根本没有被绝育，更
没有被摘除子宫。

◆她称她年迈父亲数次遭到新疆当
局的拘押和调查，并在不久前去世，死因
不明。事实上，她父亲一直同子女正常生
活，从未被“调查”或“拘押”，由于患有冠
状动脉性心脏病于2019年10月12日去

世。她的五哥阿不都黑力·达吾提、三哥
艾尔肯·达吾提都澄清过。

◆她称“在结对亲戚家遭遇猪肉
宴”。事实上，早木热·达吾提所称其“结
对亲戚”，实际上是她的五哥阿不都黑力·
达吾提的结对亲戚赵麒麟。2017年10
月，阿不都黑力·达吾提与赵麒麟结为亲
戚。2018年1月，赵麒麟邀请阿不都黑
力·达吾提一家前往家中做客，早木热·达
吾提本人一同参加。赵麒麟母亲亲自下
厨为客人准备饭菜。因赵麒麟母亲为回
族，饮食清真，根本不可能提供“猪肉宴”。

谎言四：米日古丽·图尔逊在接受外
国媒体采访时称，她在教培中心期间被迫
服用未知药物，后被美国医生确定为绝育。

事实真相：
◆2017年4月21日，米日古丽·图

尔逊因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被
新疆且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其患有
梅毒等传染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县公
安局于2017年5月10日撤销对其采取
的强制措施。除了这20天刑事拘留外，
米日古丽·图尔逊在中国期间是完全自由
的，从来没有被判刑，从来没有在任何教
培中心学习过，更没有被迫服用药物的情
况。另据了解，米日古丽·图尔逊没有在
中国做过节育手术的记录。

谎言五：新疆设立“再教育营”，拘押
数百万维吾尔穆斯林。

事实真相：
◆新疆从来不存在所谓“再教育营”。
◆新疆依法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中心（以下称：教培中心）属于学校性质，
是新疆采取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举
措。目的是从源头上铲除恐怖主义和极端
主义滋生的土壤。有关举措借鉴了国际社
会反恐和去极端化经验，践行了联合国《防
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所倡导的利用
发展、教育等资源遏制极端思潮的理念，完
全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一系列国
际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新疆采取反恐
和去极端化举措已取得积极成效，连续4
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

◆教培中心学员通过“三学一去”，即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和职业
技能，实现去极端化目标。2019年10
月，在新疆教培中心参加“三学一去”培训
的学员已全部结业，并大都实现了稳定就
业，过上了安宁生活。

谎言六：新疆教培中心对学员进行
“宗教控制”、政治灌输和恐吓酷刑。

事实真相：
◆教培中心充分尊重和保护学员宗

教信仰自由、民族风俗习惯和使用本民族
语言文字的权利。信教学员回家时可以
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合法宗教活动；免费提
供种类繁多、营养丰富的清真饮食；各项
规章制度、课程表、食谱等均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教培中心充分保障学员人身自由
和人格尊严。教培中心实行寄宿制管理，
学员有事请假、可定期回家，有通信自
由。教培中心严禁以任何方式对学员进
行人格侮辱和虐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打压少数民族”“迫害穆斯林”。
◆教培中心各项生活设施齐全。宿

舍统一配齐广播、电视、空调或风扇；设有
医务室、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免费
向学员提供健康诊疗、法律答疑和心理咨
询服务；建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等体育活
动场所，阅览室、计算机室和放映室等文
化活动场所，以及小礼堂、露天舞台等文
艺表演场所。经常性举办民族歌舞、体育
比赛等课外活动，最大限度满足学员在学
习、生活、娱乐等方面的诸多诉求。所有
学员均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免费
参加全民健康体检。

谎言七：境外一些媒体和社交平台有
“寻人帖”，海外维吾尔人称自己在新疆的
“亲人”“朋友”“失联”“失踪”。

事实真相：
◆新疆依法保障包括维吾尔族在内

的各族群众的出行自由，以及他们与境外

亲属之间的通讯联系。
◆经有关部门核查，海外“东突”分子

提到的所谓“失联”人员，有的在社会正常
活动，有的纯属凭空编造。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曾报道在澳居
住的中国公民艾孜买提·吾买尔与疆内的
父亲、继母、三个兄弟、两个姐妹和20多
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失联”。但经
核查发现，其在华所有亲属均正常生活。

2020年2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期
期间，“世维会”在日内瓦万国宫前的“断
椅广场”展示一系列所谓“受中国政府迫
害的维吾尔族人”的照片。后经查证，这
些照片为不实信息，是被分裂组织盗取的
维吾尔族人员的照片和个人信息，他们在
社会上正常生活。

谎言八：新疆利用新冠病毒消灭维吾
尔人，不少人感染病毒后悲惨去世。

事实真相：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疆坚

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短时间内有效
遏制疫情，自治区政府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专家组支持下，按照“集中病例、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
全力救治确诊患者。自治区政府实施分
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采取差异化科学
防控措施，加强对社会单位、人员密集场
所和重点场所防控，最大限度消除疫情
传播蔓延风险；自治区政府千方百计保
障蔬菜、水果、肉蛋奶、粮食等居民生活
必需品生产供应，确保物资充足、质量保
证、价格稳定，这一系列措施得到了新疆
各族群众的普遍支持。经过全疆上下努
力，新疆地区826例确诊病例全部治愈
出院，无一人死亡。

谎言九：中国系统性将新疆8万名维
吾尔人转移至其他省份的工厂进行强迫
劳动。

事实真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本着

高度负责态度积极促进就业。南疆四地州
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滞后，就业岗位有限，难以
完全满足当地群众脱贫就业愿望。从这一
实际情况出发，新疆各级政府在充分尊重
各族群众就业意愿和需求的基础上，积极
采取就地就近就业、疆内跨地区就业、对口
援疆省市转移就业等措施，帮助各族群众
实现就业、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充分
保障了新疆各族群众劳动就业权。

◆自2018年以来，新疆累计15.1万
人转移就业，其中大多数是疆内跨地区就
业，到其他省市就业约1.47万人，主要通
过同乡介绍、亲戚帮带、人力资源市场匹
配岗位等方式实现。新疆赴其他省份务
工人员的民族风俗、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
等方面权益都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他们
不少人年收入达到4.5万元，比在老家务
农或务工的收入高出数倍。

谎言十：新疆强迫大量维吾尔人摘棉
花，污染全球供应链。

事实真相：
◆前些年，每到棉花成熟的秋季，河

南、四川等地有很多农民工坐着火车到新
疆采棉，他们被称为“采棉大军”。新疆也
有各族农民工前去采棉，他们一起劳动，
相互关心，结下了深厚友谊。疆内外的这
些采棉工都是自愿去的，短短一个月收入
就能达到上万元。

◆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疆的
棉花生产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即使在
忙碌的采摘季节，也根本用不着大量的“采
棉工”。比如，自2015年开始，新疆巴州地
区的棉花，大部分已经使用机器采摘。

谎言十一：新疆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
政策，试图系统性消灭维吾尔文化。

事实真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充分享

有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自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格遵守宪法和
法律规定，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发展。

◆新疆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一批代表维吾尔、蒙古、回、锡伯等少数民
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著名建筑，如喀什
阿帕克和卓麻扎、霍城秃黑鲁·帖木尔汗
麻扎、昭苏喇嘛庙、和静蒙古王爷府、且末
托乎拉克庄园等，均得到了妥善维修和保
护。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柯尔克孜史诗
《玛纳斯》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
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维
吾尔族“麦西来甫”、哈萨克族“阿依特
斯”、柯尔克孜族“库姆孜弹唱会”、蒙古族

“那达慕大会”、锡伯族“西迁节”、汉族“元
宵灯会”等民族传统文艺活动广泛开展。
一批反映时代巨变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
地域特点的优秀剧目，如维吾尔剧《艾里
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阿依特斯》、柯尔
克孜族“玛纳斯奇”弹唱《玛纳斯》等相继
搬上艺术舞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充分保障各民
族在饮食、节庆、婚丧礼仪等方面的风俗
习惯。新疆大中城市和有穆斯林群众的
小城镇保持一定数量的清真饭馆；在交通
要道以及有少数民族职工的单位，设立

“清真食堂”或“清真灶”；供应穆斯林群众
的牛羊肉，按照其风俗习惯进行宰杀处
理、储运销售。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传统
节日，如“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期间，都
能享受到法定的节日假期。

◆目前，新疆各民族主要使用10种
语言和文字。少数民族文字在司法、行
政、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
公共事务领域广泛使用。新疆人民广播
电台现有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
语、柯尔克孜语5种语言的12套广播节
目。新疆中小学广泛开设了维吾尔语、哈
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锡伯语等多
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课程。中国人民币
纸币，上面印有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
古语和壮语一共5种语言。

谎言十二：新疆一些地区摧毁少数民
族墓地。

事实真相：
◆新疆历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丧葬

习俗，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保障少
数民族群众丧葬基本权益。采取划拨专
用土地、建立专用公墓等措施，满足有土
葬习俗的少数民族丧葬需求，少数民族传
统丧葬习惯“站礼、送葬、过乃孜尔”等都
得到了保留。

◆随着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提升，各级政府加大公益性墓地的
规划建设力度，各民族公墓设施不断完
善、环境条件不断改善，个别地方的各民
族群众有自发、自愿搬迁墓地的现象。

谎言十三：中国政府把新疆少数民
族儿童送进寄宿制学校，“强迫”其与父
母分离。

事实真相：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

定：“县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寄宿制学
校，保障居住分散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
受义务教育”。新疆地域辽阔，村镇之间距
离较远，学生上学很不方便，学习质量难以
保证，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负担很重。为
解决这一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疆
就建设了400所寄宿制中小学。近年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全国一样，按照国家
要求对寄宿制学校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合
理设置，严格遵守国家和自治区相关建设
标准，各类学习生活设施设备齐全。实践
证明，开展寄宿制教育，已成为新疆加快教
育现代化、助力精准脱贫的有力举措，受到
各族学生家长的积极拥护。

◆新疆寄宿制学校建设是新疆从自
治区实际出发，采取的一项旨在教育扶
贫、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安排，有助于提
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校教育现代化水平，促
进新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新疆开办寄
宿制学校的做法，与中国其他地区，与世
界其他国家开办此类学校没有本质不同。

谎言十四：新疆学校用汉语取代民族
语言，对他们进行“洗脑”。新疆禁止少数

民族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关闭维吾尔语
学校。

事实真相：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公民
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提供条件。新疆在推进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的同时，按照国家中小学课程设
置方案要求，也开设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课程，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
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效促进了少数民族
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7种语言
开展中小学教育。目前，新疆在学前和中
小学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
授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学会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更好地融入和
适应现代社会，不论学习、找工作，还是交
流对话、经商务工都会有更多的便利。

谎言十五：新疆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
口镇压少数民族。

事实真相：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

年年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
力恐怖势力在新疆策划实施了数千起暴
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
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
估算，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面对严峻复杂的反恐形势和各族
群众对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保障生命财产
安全的迫切要求，中国新疆积极响应《联
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一系列反恐文件，
依照国家反恐法律和自治区相关法律法
规，坚持不与特定地域、民族、宗教挂钩，
对侵犯公民人权、危害公共安全、破坏民
族团结、分裂国家的暴力恐怖活动进行严
厉打击。自2014年以来，共打掉暴恐团
伙1588个，抓获暴恐人员12995人，缴获
爆炸装置2052枚，极端主义渗透得到有
效遏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最大限
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
展权等基本权利，新疆已连续4年多未发
生暴力恐怖案件。

谎言十六：新疆实行“访惠聚”举措，
“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等活
动是为了介入并监视维吾尔家庭。

事实真相：
◆2016年以来，新疆在各族干部群

众中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
联谊活动，110多万各族干部职工与160
多万各族群众结对子、交朋友、认亲戚，其
中既有汉族干部与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
少数民族群众结对认亲，也有包括维吾尔
族干部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群众
结对认亲。

◆各族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相互
尊重，相互帮助，广大干部职工充分发挥
自身特长优势，积极引导基层群众拓展致
富门路，帮助他们解决就医、就业、就学等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办了许多得民心
顺民意的好事实事。据统计，参加“民族
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的干部
职工为基层群众捐款9.4亿元，捐物4921
万件，办好事实事1803万件。

谎言十七：新疆通过无处不在的摄像
头、手机APP、互联网综合信息等高科技
手段监控维吾尔族穆斯林。

事实真相：
◆新疆依法在城乡公共区域、主要道

路、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目
的是为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有效预防和
打击犯罪，这些措施增强了社会安全感，
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普遍支持。相关措施
不针对任何特定民族。

◆运用现代科技产品和大数据方法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是国际社会通行做
法。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最新研究发
现，监控摄像头数量排名全球前十的国家
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

谎言十八：中国驻外使领馆不为海外
维吾尔族人换发护照，迫使其回国接受法
外拘留或监禁。

事实真相：
◆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出入境权

利依法受到保护。只要属于中国籍公民，
且自己承认是中国公民，未违反中国法律
法规的，均可向居住地的中国使领馆申请
换发或补发护照。

◆中国驻外使领馆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照法》等法律法规办理相关业务，依法
保障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合
法权益。向中国驻外使领馆提出换发或
补发护照申请的中国新疆籍人员，经审批
符合有关法律的，已获得受理并批准。

谎言十九：中国政府不许外国记者去
新疆采访。

事实真相：
◆新疆属开放地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
访条例》规定，外国记者在遵守中国法律、
履行相应手续前提下，完全可以赴疆采
访。不存在中国政府不许外国记者去新
疆采访的情况。

◆2018年底以来，共有100多个国
家团组1200多人，包括国际组织官员、外
交官、媒体记者、宗教领袖访问新疆。

◆2019年9月3日至7日，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NBC）记者赴新疆采访报道。

◆ 2020 年 12 月，英国广播公司
（BBC）记者赴新疆库车等地采访报道。

谎言二十：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新疆
会受到限制。

事实真相：
◆中方欢迎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

特访华并参访新疆，并一直同联合国方面
保持密切沟通。

谎言二十一：新疆镇压伊斯兰教，压
制宗教信仰自由。

事实真相：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

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在新疆
得到全面落实，新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信教公民的宗教感
情、信仰需求以及习俗得到充分尊重，
合法的宗教活动得到法律保障，宗教文
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新疆翻译出版了汉文、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4种文字的《古
兰经》《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宗教经
典书籍，为各族信教群众获得宗教知识
提供便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自1996年
以来，除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取
消外，每年均安排包机，并在出入境、医
疗、餐饮等方面提供高质量服务，确保朝
觐活动安全有序，保障当地有条件的各族
穆斯林顺利完成朝觐功课。

谎言二十二：新疆大规模拆除清真寺。
事实真相：
◆新疆清真寺数量完全可以满足信

教群众的正常宗教需求。新疆各级政府
并持续改善清真寺公共服务条件，政府出
资实施“七进两有”（水、电、路、气、讯、广
播电视、文化书屋进清真寺，主麻清真寺
有净身设施、有水冲厕所）、“九配备”（配
备医药服务、电子显示屏、电脑、电风扇或
空调、消防设施、天然气、饮水设备、鞋套
或鞋套机、储物柜），深受广大宗教界人士
和信教群众的欢迎。

谎言二十三：新疆“迫害”宗教人士。
事实真相：
◆新疆加强教职人员培养培训，现有

自治区伊斯兰教经学院及喀什、和田、伊
犁等8所分院和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
共10所宗教院校，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
本科、大专、中专学生，办学规模达到
3000余人。

谎言二十四：新疆禁止穆斯林封斋。
事实真相：
◆新疆各族穆斯林按照教义、教规和

传统习俗，在清真寺及在自己家里进行的
封斋、过伊斯兰教节日等正常宗教活动，
都完全按个人意愿进行，从来没有任何人
干涉，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每年斋月期间，穆斯林群众封斋或
不封斋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新疆各级政
府全力保障开斋节等节日市场供应及宗
教活动安全。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关于涉疆问题的谎言与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