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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访谈

!"#$

年
%

月!记者来到华西村!就

华西村发展现状" 未来规划" 文化建

设"党建工作等多个方面!采访了村党

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党的十八大

代表吴协恩同志#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

谈中! 吴书记始终热情洋溢" 谦虚自

信"广开思路"海阔天空!为我们描述

了一个蓬勃向上" 绚丽多彩的华西图

景$ 现将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为民!百姓的笑容就是世外桃源

记者!一直以来!华西村以优良传

统% 辉煌成绩和共富发展而被誉为中

国&天下第一村'$ 在今天!您如何理解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

吴协恩!华西村始终坚持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 但共同富裕的内涵 "今

天和过去不一样# 很多人认为 "搞集

体经济 "就是要 $大包大揽 %"实际上

华西村不是$吃大锅饭%"而是讲制度

的# 比如说"人才对华西的发展非常

关键 "但讲奉献 "也要讲贡献 "得荣

誉"也要得实惠# 如果只靠讲奉献"人

才能留住一时 "但从长期看 "不可持

续# 所以要让人的价值在经济上能够

体现"这样才能符合发展的规律 # 共

同富裕不等于一样富裕 "一样富只能

导致一样穷#

记者! 您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以

后! 提出要把华西打造成为有江南特

色的&世外桃源'!可否描述一下它未

来的样子(

吴协恩! 过去老书记带领华西大

搞农业时"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后来华

西搞乡镇企业发展工业"解决的是$富

口袋%的问题# 现在我们到了解决人的

生活质量问题的时候" 要为老百姓提

供一个健康长寿的环境" 不仅是身体

上也是精神上的健康# 简单地说"希望

老百姓每天都有笑容" 他的笑容是发

自内心的 "那么 "这就是 $世外桃源 %

吧#

记者!华西富起来以后!不仅帮扶

周边落后地区! 也曾在全国多地开展

扶贫项目! 现在华西在帮扶贫困地区

方面有哪些与过去不同的举措(

吴协恩 !从上世纪
&"

年代起 "华

西村就开始帮扶贫困地区 " 而现在 "

我们每年以干部培训的方式 "让基层

干部到各地进行帮扶工作 "帮扶的方

式与过去是有所变化的# 华西村每年

帮扶全国各地的资金大约在
$"""

万

元到
'"""

万元之间 " 而目前对大华

西周边村老百姓的帮扶每年大约需

&"""

多万元# 我的观点是"给钱是一

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给思想"给点子 "

在用人上给予支持 # 有些地方比较

穷 "是因为没有人才它才穷的 "给它

建起来的项目 "没有人会管理 "管不

好反而成了当地的负担 # 有些地方 "

工作氛围让它一下子改变会有难度 "

要循序渐进 " 要各方面相应跟上才

行#

记者!就是&输血'和&造血'的关

系#

吴协恩!对# 今后在帮的形式上要

更侧重$造血%"现在我们也在探讨长

效的扶贫办法#

记者!现在很多地方都推出了百

姓幸福指数排行榜!如果以您个人的

眼光来衡量!您认为华西人的幸福指

数现在有多高 ( 在全国能排第几名

呢(

吴协恩!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谁

不说俺家乡好啊' (大笑)我是华西人"

我希望华西人最幸福" 不过我相信天

下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都是一

样的' 再说幸福这个概念"不是说要谁

来定的"这个指数评到哪里"老百姓他

自己幸福不幸福" 真正要让他自己来

说"他心里的真实感受才最重要#

务实!我们的发展后劲儿无限

记者!

!"(!

年华西村年销售额已

超过
)""

亿元! 听说华西村要向千亿

目标迈进!这个说法准确吗(

吴协恩!不"并不是这样' 这
("

年

来我都不讲销售额# 华西的经济转型

工作要按照两句话来做* 一是从量到

质的转型"二是从体力向脑力的转型#

过去的观念是问你的销售额多大了 "

其实销售额高并不等于质量好# 比如

发展经济有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我

们关闭了几家企业"有人就提出质疑"

是不是华西哪里出了问题+ 实际上"是

我们主动把产能落后,污染较大,市场

前景不看好的企业关掉了" 要趁着它

还尚好的时候逐步淘汰" 而不能等它

已显现出问题时再关闭# 目标要远"只

要我们实实在在向好发展" 老百姓得

实惠了" 这个方向就对了" 只要方向

对" 哪怕我们在过程当中慢一点也没

有关系#

记者!

!""$

年担任华西村党委书

记以来!您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吴协恩! 最大阻力来自于不同的

观念# 我提出从传统工业转型向服务

业发展,涉足金融业的时候"有人说 "

华西不能再做大了# 老书记开始也不

赞成" 因为他们担心华西出现不好的

情况# 当时老书记不同意"我怎么办+

老书记过去搞乡镇企业时" 正是 $文

革%期间"他是偷偷搞的"那是冒着进

监狱的危险搞的"但他为了一方百姓"

他甘愿冒这个风险# 而我们现在呢"国

家的政策支持你改革,发展,创新 "好

机遇一定要抓住# 我就先偷偷把公司

成立起来"干起来再说# 他看到你的公

司收益了"成功了"他就支持了# 这说

明老书记虽然年纪大"但他并不固执#

而且很多人也支持我" 因为华西村本

身就是在一个不断质疑与碰撞的氛围

中成长起来的#

记者!那么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

您面临的最突出的难题又是什么呢(

吴协恩!现在"包括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我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不足#

记者!好像您曾说过!用人要用贤

人!没有合适人选!宁可这个项目不做#

吴协恩!对"事在人为 "做事首先

要有人# 我们用人先看德"德不好"再

有才"只能好一时"不能好长久# 人才

有几类"有技术人才"也有管理人才 "

人才的类型要与他的工作岗位相匹

配" 如果你不是个事业型的人才 "给

你一项独立事业"你也做不大 # 我现

在最缺的是事业型人才和会用人的

人才# 解决这个问题 "华西现在第一

是内部培养"第二是外部引进 # 现在

华西的人才都来自五湖四海 "各地都

有"我们很重视华西的人才培养和队

伍建设#

记者 ! 来到华西有一个很大的

感受)))不管是本地人 !还是外来务

工人员 ! 大家对华西都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热爱 # 这份凝聚力是如何形

成的 (

吴协恩!老书记以前说过*到了华

西村工作"就是华西人# 华西今后会继

续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去发展并走

向全国# 现在华西的一些企业开在外

地" 在那些企业工作的人没有来过华

西村"但他也是华西人"因为他在为华

西的企业工作# 所以"华西人并不是指

生活在华士镇这一小块地方的人 "从

发展上讲" 我们不仅是在为这一小块

地方的发展而努力" 也是在为社会发

展而贡献力量"抱着这个目标"我们的

发展后劲是无限的#

清廉!纯洁队伍要靠制度保障

记者! 华西有句老话 &有福民先

享!有难官先当'!在现实生活中!华西

在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方面有哪些具体

措施(

吴协恩! 党员干部个人廉洁自律

很重要"但更要靠制度来保障# 比如"

我是村里一把手" 我首先要管好我自

己"把自己管住了"下面自然就好管 #

那么"我怎么管我自己呢+ 村里的事,

公司的事"我从不接触现金"由办公室

财务来管"作为法人"我负责签字 "但

现金使用批准"由专人执行# 这解决的

是权与钱分开的问题# 有句老话"常在

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 权与钱放在一

起"肯定做不好"因为它难于把握 "不

好控制# 有一个人贪污了"可能是他个

人出了问题" 但如果我们这里贪污的

人多起来了"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制度

出了问题# 不仅村里如此"在华西集团

也一样"我们把财务权下派"让下面的

子公司分别负责"开始时"上面的人就

不高兴,不理解了"觉得他们的权力小

了# 可是我说"实际上这是对他们最大

的一种保护# 我们要从正面去看问题"

你权大了干什么+ 真心为老百姓做事

的话"你权大了你也要为了老百姓"所

以你就没必要去争#

记者 !打个比方 !如果您的家人

找您为亲属办点事 !您会觉得有些为

难吗(

吴协恩! 我结婚这
!"

多年来"我

的爱人在家里从来不和我讲工作的

事" 没有人找我爱人跟我打招呼办事

的# 我和她事先说好了"家里的事都是

你说了算"但出了门"工作上的事你不

能和我讲#为什么我这样要求她呢+因

为过去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老书

记在时"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和爸爸

开过口"为家里人求过情# 我当了书记

以后"母亲也从没和我讲过一件事"来

让我办#的的确确是从来没有过'所以

我更敬重她#

记者!华西村一直在走集体经济%

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后!华西是否要继

续坚持这一做法(

吴协恩 !老书记走了以后 "很多

人担心"华西的道路会不会改变 + 我

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为什么+

老书记曾说过" 一村富了不算富 "全

国的农村富了才算富# 这才是华西人

的追求# 华西不仅是本地的华西 "也

是属于社会的 " 属于每一个老百姓

的#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们党

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什

么呢 "我想 "就是现在有的官员他走

着走着就忘了老百姓了# 当年我还很

小的时候 "记得很清楚 "一个干部到

乡里考察 "要带着粮票 "他到老百姓

家去吃饭 "吃完是要给钱的 "挨家挨

户走 "处处接地气 "他怎么能不了解

老百姓呢' 华西的富裕发展和老百姓

是分不开的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

来" 华西不会改变集体共富的道路 "

华西走的始终是群众路线#

(鞠肃)

,-.$

%

/01

&

又是一个丰收季节#

华西村的秋色依旧醉人!只是再

看不见老书记吴仁宝忙碌的身影#村

里的乡亲说*&老书记在时!只看到他

为村里有多+忙,-老书记不在了!才

明白那是他对全村人的+好,!是他一

辈子对华西的赤子深情. '

一生为民%鞠躬尽瘁!江苏干部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吴仁

宝!为老书记的&赤子心'深深震撼$

'()))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

我最大的幸福'

站在华西金塔上看周围山河巨

变! 人们在惊叹华西村的辉煌时!总

禁不住会问* 为什么吴仁宝可以做

到(

有几人
'"

多年在村书记位置

上 !一心只为民造福 !将个人功名

利禄置于身外 ( 有几人
)"

多年全

身心只为村子发展 ! 从晨到昏 !无

暇思虑家庭得失 ( 有几人
%"

多年

人生中 ! 坚守着这样的人生价值 *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 是我最大

的幸福$ '

斯人已去!铅华洗尽!人们更清

楚地看到!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

年! 他成为华西第一任党

支部书记!&全村人过现在的苦日子!

我们还对得住共产党员的称号吗( '

他带领全村人重整山河 !

&

年辛苦 !

将村里
($,"

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

块!改造成
'""

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

田! 华西成为远近闻名的 &幸福大

队'$

温饱之后!他思考着怎样让群众

腰包鼓起来$ 冒着政治风险!他在华

西悄悄办起小五金厂! 四周筑起墙!

窗户蒙上布!&只听机器响!不见小工

厂'!一年下来为村里挣下
)

万元$

改革开放后!两次大变革!他都

与众不同*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

持集体所有制! 土地交给种田能手!

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

少!宜统. '

(**!

年小平南巡谈话!他

凌晨两点再也按捺不住!立即召集全

村干部开会! 迅速采购大批生产材

料! 加快发展步伐!&凌晨一次会!赚

了一个亿'$

华西先富起来了!他牵挂着周边

和西部还贫困的人们$ 在他推动下!

周边
!"

个村并入华西! 走上共同富

裕的大华西之路!在宁夏%黑龙江还

建起两个&省外华西村'$

华西村为何总是走在全国前列(

因为吴仁宝勇于改革$吴仁宝的勇气

何来(&因为我要让人民幸福.'无私!

方能无畏$

吴仁宝总说!华西的成功得益于

&实事求是'$为何他能始终如一坚持

&实事求是'( 因为他对共产党人&为

了谁'的价值追求矢志不渝.

他毕生为人民幸福奋斗! 直到

生命的尽头$ 华西民族宫!是他生前

每天必去工作的地方$ 从医院结束

治疗回到华西! 刚到村口! 家里人

说 !&到家了 '! 他说 !&送我去民族

宫'//

春蚕到死丝方尽$ 身边人说!直

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对&小家'

留一句话!留下的是对&大家'的无尽

牵挂$

*+)))

%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不

听群众话(

一张张照片! 从黑白到彩色!吴

仁宝一直在群众中间!满脸笑容$

白背心%土布衫!进田割稻%下河

挖泥!他始终走在队伍前列-下工厂%

进车间!华西事业所到之处!他的脚

步不知要走多少遍-贫困人家%高寿

老人! 那些需要关心的群众家里!更

少不了他关切的身影$

)"

多年的领路人!吴仁宝在华西

德高望重$ 然而资历和威望并没助长

他的家长气!他始终保持着与群众的

紧密联系!尊重人%团结人%爱护人$

新书记吴协恩说!老书记有三句

话!反映出他深刻的&群众观'*一是开

言路!&不怕群众不听话! 就怕不听群

众话'-二是讲民主!&有事就要同群众

商量!即使对做错事的人也要交群众

讨论%由群众评议'-三是重民意!&群

众满意的!马上办-群众不理解的!加

强教育%疏导!等觉悟了再办$ '

华西的大事! 他想在别人前面!

但总保持&大家商量'!不强加于人$

(*+"

年建新村!大部分群众都赞成!

木匠孙阿才执意不参加!在自家老屋

基上造起了新房!吴仁宝没干涉$ 过

了两年!新村成了气候!孙阿才又想

进来了! 吴仁宝没嫌弃! 双手欢迎$

(**!

年那次&赚了一个亿'的发展大

计!

(***

年华西村股票上市!他都召

集干部一起开会决定$

尊重人!他凝聚起群众共同奋斗

的力量-关心人!他赢得群众的由衷

爱戴$ 百岁老人生日!他带党委成员

登门祝寿-端午佳节!他请外来务工

人员吃粽子//吴荷英%黄永高两位

残疾人! 谈起老书记就泪流满面!是

老书记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分上新

房! 后来他们各自组建起幸福的家

庭!如今已儿孙绕膝$

问吴仁宝对群众的情有多深!儿

子都可以送人. 村里一家人痛失儿

子 !人家痛 !吴仁宝也痛 !他找上门

去*&让我家阿四给你们当儿子!让他

养老送终$ '四儿子吴协恩自此就成

为这家的儿子$

&把群众当亲人!别人可能是口

头上说说!我父亲是真这么做的. '吴

协恩最初恨父亲&无情'!后来终于明

白了!那是父亲的&大爱'$

,-)))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狭小的院子%逼仄的房间%斑驳

的地板!一张方桌%几把靠椅//面

前这栋老旧的房子!就是吴仁宝生前

住了
$"

多年的家$

华西村民已经住上五六百平方

米的第七代%第八代别墅!老书记却

一直住在上世纪
&"

年代盖的老房子

里$ &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

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 '这&三

不'!是他
$"

多年前给自己立下的规

矩!一诺千金!直至去世$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吴

仁宝说!当干部就要淡泊名利!要有

奉献精神$

严于律己%绝不搞特殊!谈起父

亲的家风! 吴协恩有件事终生难忘*

&上世纪
&"

年代初! 村里分配西瓜!

父亲看到三哥挑回家的都是大西瓜!

硬是让他挑回了队里!那一年全家硬

是没有尝到西瓜味. '

华西人不会忘记
!""$

年
(

月
!

日的那一幕!老书记吴仁宝带领全家

祖孙四代
!%

人向全体村民作新年

&宣誓'*&凡是要求干部村民做到的!

我吴仁宝一家先要做到-凡是要求干

部村民不做的!我吴仁宝一家首先不

做$请各位村民监督我们一家人的工

作$ '誓言铮铮!老书记坦坦荡荡$

一生勤苦!两袖清风!他始终保

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华西村名声在

外!常常贵客盈门!他热情张罗好客

人!自己却悄悄回到小院$一碗面条%

一碟老伴腌制的咸菜! 他吃得香甜$

多年来! 上级批给他的奖金计有
(-)

亿元!他分文未取!全部留给了集体$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吃三

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

一个床位$ '淡泊至此!吴仁宝一生何

求(.

他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精神财

富$ 当年的&铁姑娘队'队员%华西铜

业公司总经理赵凤娣说*&我们一辈

子都要向老书记学习!不一定能达到

他那么高的境界!但那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 '

天地大矣!老书记精神长存.

(-人民日报.记者 申琳)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核心

期刊!党建文汇"杂志在
!"

月

下半月#总第
#$$

期$的首页%

推出了特别策划 !今日大华

西"%用
%

个页面刊登了
&

篇文

章 &一是 !村民吴协恩 "%二是

!党员联户制&华西的民主集中

制 "'三是 !华西走的始终是群

众路线(((华西村党委书记吴

协恩访谈"%全面展现了华西创

新党建工作) 加快富民进程的

做法和经验% 以及践行群众路

线)推进转型升级的特色思维*

现刊登其中一篇%以飨读者*

编者按!

'

月
$(

日+

$#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
%

家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到华西

深入采访吴仁宝老书记生前的先进事迹, 两天时间里%采访团与吴仁宝老

书记的家人)华西村村民)曾在老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等座谈交流%深入

挖掘老书记心系百姓)心系农村%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新农村建设的鲜活

事例,

!"

月
$

日)

&

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分别在-以先锋模范为镜.专栏以!老书记的

-赤子心."+!实事求是地跟着党走(((追忆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是我最大的幸福."+!他有一颗爱党忠心爱民好

心(((追记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等为题%刊#播$发

了专题报道'

!"

月
$(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又以!吴仁宝&留下一些精

神给下一代"为题播出了老书记的先进事迹, 现刊登!人民日报"于
!"

月

&

日发表的文章%以飨读者,

%

!"#$%&'()*+

&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访谈

!,#$

年
%

月!记者来到华西村!就

华西村发展现状% 未来规划% 文化建

设%党建工作等多个方面!采访了村党

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党的十八大

代表吴协恩同志$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

谈中! 吴书记始终热情洋溢% 谦虚自

信%广开思路%海阔天空!为我们描述

了一个蓬勃向上% 绚丽多彩的华西图

景$ 现将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为民!百姓的笑容就是世外桃源

记者!一直以来!华西村以优良传

统% 辉煌成绩和共富发展而被誉为中

国&天下第一村'$ 在今天!您如何理解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

吴协恩!华西村始终坚持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 但共同富裕的内涵 "今

天和过去不一样# 很多人认为 "搞集

体经济 "就是要 $大包大揽 %"实际上

华西村不是$吃大锅饭%"而是讲制度

的# 比如说"人才对华西的发展非常

关键 "但讲奉献 "也要讲贡献 "得荣

誉"也要得实惠# 如果只靠讲奉献"人

才能留住一时 "但从长期看 "不可持

续# 所以要让人的价值在经济上能够

体现"这样才能符合发展的规律 # 共

同富裕不等于一样富裕 "一样富只能

导致一样穷#

记者! 您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以

后! 提出要把华西打造成为有江南特

色的&世外桃源'!可否描述一下它未

来的样子(

吴协恩! 过去老书记带领华西大

搞农业时"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后来华

西搞乡镇企业发展工业"解决的是$富

口袋%的问题# 现在我们到了解决人的

生活质量问题的时候" 要为老百姓提

供一个健康长寿的环境" 不仅是身体

上也是精神上的健康# 简单地说"希望

老百姓每天都有笑容" 他的笑容是发

自内心的 "那么 "这就是 $世外桃源 %

吧#

记者!华西富起来以后!不仅帮扶

周边落后地区! 也曾在全国多地开展

扶贫项目! 现在华西在帮扶贫困地区

方面有哪些与过去不同的举措(

吴协恩 !从上世纪
&,

年代起 "华

西村就开始帮扶贫困地区 " 而现在 "

我们每年以干部培训的方式 "让基层

干部到各地进行帮扶工作 "帮扶的方

式与过去是有所变化的# 华西村每年

帮扶全国各地的资金大约在
$,,,

万

元到
',,,

万元之间 " 而目前对大华

西周边村老百姓的帮扶每年大约需

&,,,

多万元# 我的观点是"给钱是一

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给思想"给点子 "

在用人上给予支持 # 有些地方比较

穷 "是因为没有人才它才穷的 "给它

建起来的项目 "没有人会管理 "管不

好反而成了当地的负担 # 有些地方 "

工作氛围让它一下子改变会有难度 "

要循序渐进 " 要各方面相应跟上才

行#

记者!就是&输血'和&造血'的关

系$

吴协恩!对# 今后在帮的形式上要

更侧重$造血%"现在我们也在探讨长

效的扶贫办法#

记者!现在很多地方都推出了百

姓幸福指数排行榜!如果以您个人的

眼光来衡量!您认为华西人的幸福指

数现在有多高 ( 在全国能排第几名

呢(

吴协恩!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谁

不说俺家乡好啊' (大笑)我是华西人"

我希望华西人最幸福" 不过我相信天

下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都是一

样的' 再说幸福这个概念"不是说要谁

来定的"这个指数评到哪里"老百姓他

自己幸福不幸福" 真正要让他自己来

说"他心里的真实感受才最重要#

务实!我们的发展后劲儿无限

记者!

!,#!

年华西村年销售额已

超过
),,

亿元! 听说华西村要向千亿

目标迈进!这个说法准确吗(

吴协恩!不"并不是这样' 这
#,

年

来我都不讲销售额# 华西的经济转型

工作要按照两句话来做* 一是从量到

质的转型"二是从体力向脑力的转型#

过去的观念是问你的销售额多大了 "

其实销售额高并不等于质量好# 比如

发展经济有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我

们关闭了几家企业"有人就提出质疑"

是不是华西哪里出了问题+ 实际上"是

我们主动把产能落后,污染较大,市场

前景不看好的企业关掉了" 要趁着它

还尚好的时候逐步淘汰" 而不能等它

已显现出问题时再关闭# 目标要远"只

要我们实实在在向好发展" 老百姓得

实惠了" 这个方向就对了" 只要方向

对" 哪怕我们在过程当中慢一点也没

有关系#

记者!

!,,$

年担任华西村党委书

记以来!您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吴协恩! 最大阻力来自于不同的

观念# 我提出从传统工业转型向服务

业发展,涉足金融业的时候"有人说 "

华西不能再做大了# 老书记开始也不

赞成" 因为他们担心华西出现不好的

情况# 当时老书记不同意"我怎么办+

老书记过去搞乡镇企业时" 正是 $文

革%期间"他是偷偷搞的"那是冒着进

监狱的危险搞的"但他为了一方百姓"

他甘愿冒这个风险# 而我们现在呢"国

家的政策支持你改革,发展,创新 "好

机遇一定要抓住# 我就先偷偷把公司

成立起来"干起来再说# 他看到你的公

司收益了"成功了"他就支持了# 这说

明老书记虽然年纪大"但他并不固执#

而且很多人也支持我" 因为华西村本

身就是在一个不断质疑与碰撞的氛围

中成长起来的#

记者!那么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

您面临的最突出的难题又是什么呢(

吴协恩!现在"包括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我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不足#

记者!好像您曾说过!用人要用贤

人!没有合适人选!宁可这个项目不做$

吴协恩!对"事在人为 "做事首先

要有人# 我们用人先看德"德不好"再

有才"只能好一时"不能好长久# 人才

有几类"有技术人才"也有管理人才 "

人才的类型要与他的工作岗位相匹

配" 如果你不是个事业型的人才 "给

你一项独立事业"你也做不大 # 我现

在最缺的是事业型人才和会用人的

人才# 解决这个问题 "华西现在第一

是内部培养"第二是外部引进 # 现在

华西的人才都来自五湖四海 "各地都

有"我们很重视华西的人才培养和队

伍建设#

记者 ! 来到华西有一个很大的

感受)))不管是本地人 !还是外来务

工人员 ! 大家对华西都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热爱 $ 这份凝聚力是如何形

成的 (

吴协恩!老书记以前说过*到了华

西村工作"就是华西人# 华西今后会继

续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去发展并走

向全国# 现在华西的一些企业开在外

地" 在那些企业工作的人没有来过华

西村"但他也是华西人"因为他在为华

西的企业工作# 所以"华西人并不是指

生活在华士镇这一小块地方的人 "从

发展上讲" 我们不仅是在为这一小块

地方的发展而努力" 也是在为社会发

展而贡献力量"抱着这个目标"我们的

发展后劲是无限的#

清廉!纯洁队伍要靠制度保障

记者! 华西有句老话 &有福民先

享!有难官先当'!在现实生活中!华西

在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方面有哪些具体

措施(

吴协恩! 党员干部个人廉洁自律

很重要"但更要靠制度来保障# 比如"

我是村里一把手" 我首先要管好我自

己"把自己管住了"下面自然就好管 #

那么"我怎么管我自己呢+ 村里的事,

公司的事"我从不接触现金"由办公室

财务来管"作为法人"我负责签字 "但

现金使用批准"由专人执行# 这解决的

是权与钱分开的问题# 有句老话"常在

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 权与钱放在一

起"肯定做不好"因为它难于把握 "不

好控制# 有一个人贪污了"可能是他个

人出了问题" 但如果我们这里贪污的

人多起来了"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制度

出了问题# 不仅村里如此"在华西集团

也一样"我们把财务权下派"让下面的

子公司分别负责"开始时"上面的人就

不高兴,不理解了"觉得他们的权力小

了# 可是我说"实际上这是对他们最大

的一种保护# 我们要从正面去看问题"

你权大了干什么+ 真心为老百姓做事

的话"你权大了你也要为了老百姓"所

以你就没必要去争#

记者 !打个比方 !如果您的家人

找您为亲属办点事 !您会觉得有些为

难吗(

吴协恩! 我结婚这
!,

多年来"我

的爱人在家里从来不和我讲工作的

事" 没有人找我爱人跟我打招呼办事

的# 我和她事先说好了"家里的事都是

你说了算"但出了门"工作上的事你不

能和我讲#为什么我这样要求她呢+因

为过去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老书

记在时"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和爸爸

开过口"为家里人求过情# 我当了书记

以后"母亲也从没和我讲过一件事"来

让我办#的的确确是从来没有过'所以

我更敬重她#

记者!华西村一直在走集体经济%

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后!华西是否要继

续坚持这一做法(

吴协恩 !老书记走了以后 "很多

人担心"华西的道路会不会改变 + 我

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为什么+

老书记曾说过" 一村富了不算富 "全

国的农村富了才算富# 这才是华西人

的追求# 华西不仅是本地的华西 "也

是属于社会的 " 属于每一个老百姓

的#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们党

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什

么呢 "我想 "就是现在有的官员他走

着走着就忘了老百姓了# 当年我还很

小的时候 "记得很清楚 "一个干部到

乡里考察 "要带着粮票 "他到老百姓

家去吃饭 "吃完是要给钱的 "挨家挨

户走 "处处接地气 "他怎么能不了解

老百姓呢' 华西的富裕发展和老百姓

是分不开的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

来" 华西不会改变集体共富的道路 "

华西走的始终是群众路线#

(鞠肃)

,-.$

%

/01

&

又是一个丰收季节$

华西村的秋色依旧醉人!只是再

看不见老书记吴仁宝忙碌的身影$村

里的乡亲说*&老书记在时!只看到他

为村里有多+忙,-老书记不在了!才

明白那是他对全村人的+好,!是他一

辈子对华西的赤子深情. '

一生为民%鞠躬尽瘁!江苏干部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吴仁

宝!为老书记的&赤子心'深深震撼$

'()))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

我最大的幸福(

站在华西金塔上看周围山河巨

变! 人们在惊叹华西村的辉煌时!总

禁不住会问* 为什么吴仁宝可以做

到(

有几人
',

多年在村书记位置

上 !一心只为民造福 !将个人功名

利禄置于身外 ( 有几人
),

多年全

身心只为村子发展 ! 从晨到昏 !无

暇思虑家庭得失 ( 有几人
%,

多年

人生中 ! 坚守着这样的人生价值 *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 是我最大

的幸福$ '

斯人已去!铅华洗尽!人们更清

楚地看到!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

年! 他成为华西第一任党

支部书记!&全村人过现在的苦日子!

我们还对得住共产党员的称号吗( '

他带领全村人重整山河 !

&

年辛苦 !

将村里
#$,,

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

块!改造成
',,

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

田! 华西成为远近闻名的 &幸福大

队'$

温饱之后!他思考着怎样让群众

腰包鼓起来$ 冒着政治风险!他在华

西悄悄办起小五金厂! 四周筑起墙!

窗户蒙上布!&只听机器响!不见小工

厂'!一年下来为村里挣下
)

万元$

改革开放后!两次大变革!他都

与众不同*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

持集体所有制! 土地交给种田能手!

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

少!宜统. '

#**!

年小平南巡谈话!他

凌晨两点再也按捺不住!立即召集全

村干部开会! 迅速采购大批生产材

料! 加快发展步伐!&凌晨一次会!赚

了一个亿'$

华西先富起来了!他牵挂着周边

和西部还贫困的人们$ 在他推动下!

周边
!,

个村并入华西! 走上共同富

裕的大华西之路!在宁夏%黑龙江还

建起两个&省外华西村'$

华西村为何总是走在全国前列(

因为吴仁宝勇于改革$吴仁宝的勇气

何来(&因为我要让人民幸福.'无私!

方能无畏$

吴仁宝总说!华西的成功得益于

&实事求是'$为何他能始终如一坚持

&实事求是'( 因为他对共产党人&为

了谁'的价值追求矢志不渝.

他毕生为人民幸福奋斗! 直到

生命的尽头$ 华西民族宫!是他生前

每天必去工作的地方$ 从医院结束

治疗回到华西! 刚到村口! 家里人

说 !&到家了 '! 他说 !&送我去民族

宫'//

春蚕到死丝方尽$ 身边人说!直

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对&小家'

留一句话!留下的是对&大家'的无尽

牵挂$

*+)))

%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不

听群众话(

一张张照片! 从黑白到彩色!吴

仁宝一直在群众中间!满脸笑容$

白背心%土布衫!进田割稻%下河

挖泥!他始终走在队伍前列-下工厂%

进车间!华西事业所到之处!他的脚

步不知要走多少遍-贫困人家%高寿

老人! 那些需要关心的群众家里!更

少不了他关切的身影$

),

多年的领路人!吴仁宝在华西

德高望重$ 然而资历和威望并没助长

他的家长气!他始终保持着与群众的

紧密联系!尊重人%团结人%爱护人$

新书记吴协恩说!老书记有三句

话!反映出他深刻的&群众观'*一是开

言路!&不怕群众不听话! 就怕不听群

众话'-二是讲民主!&有事就要同群众

商量!即使对做错事的人也要交群众

讨论%由群众评议'-三是重民意!&群

众满意的!马上办-群众不理解的!加

强教育%疏导!等觉悟了再办$ '

华西的大事! 他想在别人前面!

但总保持&大家商量'!不强加于人$

#*+,

年建新村!大部分群众都赞成!

木匠孙阿才执意不参加!在自家老屋

基上造起了新房!吴仁宝没干涉$ 过

了两年!新村成了气候!孙阿才又想

进来了! 吴仁宝没嫌弃! 双手欢迎$

#**!

年那次&赚了一个亿'的发展大

计!

#***

年华西村股票上市!他都召

集干部一起开会决定$

尊重人!他凝聚起群众共同奋斗

的力量-关心人!他赢得群众的由衷

爱戴$ 百岁老人生日!他带党委成员

登门祝寿-端午佳节!他请外来务工

人员吃粽子//吴荷英%黄永高两位

残疾人! 谈起老书记就泪流满面!是

老书记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分上新

房! 后来他们各自组建起幸福的家

庭!如今已儿孙绕膝$

问吴仁宝对群众的情有多深!儿

子都可以送人. 村里一家人痛失儿

子 !人家痛 !吴仁宝也痛 !他找上门

去*&让我家阿四给你们当儿子!让他

养老送终$ '四儿子吴协恩自此就成

为这家的儿子$

&把群众当亲人!别人可能是口

头上说说!我父亲是真这么做的. '吴

协恩最初恨父亲&无情'!后来终于明

白了!那是父亲的&大爱'$

,-)))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狭小的院子%逼仄的房间%斑驳

的地板!一张方桌%几把靠椅//面

前这栋老旧的房子!就是吴仁宝生前

住了
$,

多年的家$

华西村民已经住上五六百平方

米的第七代%第八代别墅!老书记却

一直住在上世纪
&,

年代盖的老房子

里$ &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

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 '这&三

不'!是他
$,

多年前给自己立下的规

矩!一诺千金!直至去世$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吴

仁宝说!当干部就要淡泊名利!要有

奉献精神$

严于律己%绝不搞特殊!谈起父

亲的家风! 吴协恩有件事终生难忘*

&上世纪
&,

年代初! 村里分配西瓜!

父亲看到三哥挑回家的都是大西瓜!

硬是让他挑回了队里!那一年全家硬

是没有尝到西瓜味. '

华西人不会忘记
!,,$

年
#

月
!

日的那一幕!老书记吴仁宝带领全家

祖孙四代
!%

人向全体村民作新年

&宣誓'*&凡是要求干部村民做到的!

我吴仁宝一家先要做到-凡是要求干

部村民不做的!我吴仁宝一家首先不

做$请各位村民监督我们一家人的工

作$ '誓言铮铮!老书记坦坦荡荡$

一生勤苦!两袖清风!他始终保

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华西村名声在

外!常常贵客盈门!他热情张罗好客

人!自己却悄悄回到小院$一碗面条%

一碟老伴腌制的咸菜! 他吃得香甜$

多年来! 上级批给他的奖金计有
#-)

亿元!他分文未取!全部留给了集体$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吃三

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

一个床位$ '淡泊至此!吴仁宝一生何

求(.

他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精神财

富$ 当年的&铁姑娘队'队员%华西铜

业公司总经理赵凤娣说*&我们一辈

子都要向老书记学习!不一定能达到

他那么高的境界!但那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 '

天地大矣!老书记精神长存.

(-人民日报.记者 申琳)

%

!"#$%&'()*+

&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访谈

!,#$

年
%

月!记者来到华西村!就

华西村发展现状% 未来规划% 文化建

设%党建工作等多个方面!采访了村党

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党的十八大

代表吴协恩同志$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

谈中! 吴书记始终热情洋溢% 谦虚自

信%广开思路%海阔天空!为我们描述

了一个蓬勃向上% 绚丽多彩的华西图

景$ 现将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为民!百姓的笑容就是世外桃源

记者!一直以来!华西村以优良传

统% 辉煌成绩和共富发展而被誉为中

国&天下第一村'$ 在今天!您如何理解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

吴协恩!华西村始终坚持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 但共同富裕的内涵 "今

天和过去不一样# 很多人认为 "搞集

体经济 "就是要 $大包大揽 %"实际上

华西村不是$吃大锅饭%"而是讲制度

的# 比如说"人才对华西的发展非常

关键 "但讲奉献 "也要讲贡献 "得荣

誉"也要得实惠# 如果只靠讲奉献"人

才能留住一时 "但从长期看 "不可持

续# 所以要让人的价值在经济上能够

体现"这样才能符合发展的规律 # 共

同富裕不等于一样富裕 "一样富只能

导致一样穷#

记者! 您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以

后! 提出要把华西打造成为有江南特

色的&世外桃源'!可否描述一下它未

来的样子(

吴协恩! 过去老书记带领华西大

搞农业时"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后来华

西搞乡镇企业发展工业"解决的是$富

口袋%的问题# 现在我们到了解决人的

生活质量问题的时候" 要为老百姓提

供一个健康长寿的环境" 不仅是身体

上也是精神上的健康# 简单地说"希望

老百姓每天都有笑容" 他的笑容是发

自内心的 "那么 "这就是 $世外桃源 %

吧#

记者!华西富起来以后!不仅帮扶

周边落后地区! 也曾在全国多地开展

扶贫项目! 现在华西在帮扶贫困地区

方面有哪些与过去不同的举措(

吴协恩 !从上世纪
&,

年代起 "华

西村就开始帮扶贫困地区 " 而现在 "

我们每年以干部培训的方式 "让基层

干部到各地进行帮扶工作 "帮扶的方

式与过去是有所变化的# 华西村每年

帮扶全国各地的资金大约在
$,,,

万

元到
',,,

万元之间 " 而目前对大华

西周边村老百姓的帮扶每年大约需

&,,,

多万元# 我的观点是"给钱是一

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给思想"给点子 "

在用人上给予支持 # 有些地方比较

穷 "是因为没有人才它才穷的 "给它

建起来的项目 "没有人会管理 "管不

好反而成了当地的负担 # 有些地方 "

工作氛围让它一下子改变会有难度 "

要循序渐进 " 要各方面相应跟上才

行#

记者!就是&输血'和&造血'的关

系$

吴协恩!对# 今后在帮的形式上要

更侧重$造血%"现在我们也在探讨长

效的扶贫办法#

记者!现在很多地方都推出了百

姓幸福指数排行榜!如果以您个人的

眼光来衡量!您认为华西人的幸福指

数现在有多高 ( 在全国能排第几名

呢(

吴协恩!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谁

不说俺家乡好啊' (大笑)我是华西人"

我希望华西人最幸福" 不过我相信天

下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都是一

样的' 再说幸福这个概念"不是说要谁

来定的"这个指数评到哪里"老百姓他

自己幸福不幸福" 真正要让他自己来

说"他心里的真实感受才最重要#

务实!我们的发展后劲儿无限

记者!

!,#!

年华西村年销售额已

超过
),,

亿元! 听说华西村要向千亿

目标迈进!这个说法准确吗(

吴协恩!不"并不是这样' 这
#,

年

来我都不讲销售额# 华西的经济转型

工作要按照两句话来做* 一是从量到

质的转型"二是从体力向脑力的转型#

过去的观念是问你的销售额多大了 "

其实销售额高并不等于质量好# 比如

发展经济有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我

们关闭了几家企业"有人就提出质疑"

是不是华西哪里出了问题+ 实际上"是

我们主动把产能落后,污染较大,市场

前景不看好的企业关掉了" 要趁着它

还尚好的时候逐步淘汰" 而不能等它

已显现出问题时再关闭# 目标要远"只

要我们实实在在向好发展" 老百姓得

实惠了" 这个方向就对了" 只要方向

对" 哪怕我们在过程当中慢一点也没

有关系#

记者!

!,,$

年担任华西村党委书

记以来!您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吴协恩! 最大阻力来自于不同的

观念# 我提出从传统工业转型向服务

业发展,涉足金融业的时候"有人说 "

华西不能再做大了# 老书记开始也不

赞成" 因为他们担心华西出现不好的

情况# 当时老书记不同意"我怎么办+

老书记过去搞乡镇企业时" 正是 $文

革%期间"他是偷偷搞的"那是冒着进

监狱的危险搞的"但他为了一方百姓"

他甘愿冒这个风险# 而我们现在呢"国

家的政策支持你改革,发展,创新 "好

机遇一定要抓住# 我就先偷偷把公司

成立起来"干起来再说# 他看到你的公

司收益了"成功了"他就支持了# 这说

明老书记虽然年纪大"但他并不固执#

而且很多人也支持我" 因为华西村本

身就是在一个不断质疑与碰撞的氛围

中成长起来的#

记者!那么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

您面临的最突出的难题又是什么呢(

吴协恩!现在"包括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我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不足#

记者!好像您曾说过!用人要用贤

人!没有合适人选!宁可这个项目不做$

吴协恩!对"事在人为 "做事首先

要有人# 我们用人先看德"德不好"再

有才"只能好一时"不能好长久# 人才

有几类"有技术人才"也有管理人才 "

人才的类型要与他的工作岗位相匹

配" 如果你不是个事业型的人才 "给

你一项独立事业"你也做不大 # 我现

在最缺的是事业型人才和会用人的

人才# 解决这个问题 "华西现在第一

是内部培养"第二是外部引进 # 现在

华西的人才都来自五湖四海 "各地都

有"我们很重视华西的人才培养和队

伍建设#

记者 ! 来到华西有一个很大的

感受)))不管是本地人 !还是外来务

工人员 ! 大家对华西都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热爱 $ 这份凝聚力是如何形

成的 (

吴协恩!老书记以前说过*到了华

西村工作"就是华西人# 华西今后会继

续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去发展并走

向全国# 现在华西的一些企业开在外

地" 在那些企业工作的人没有来过华

西村"但他也是华西人"因为他在为华

西的企业工作# 所以"华西人并不是指

生活在华士镇这一小块地方的人 "从

发展上讲" 我们不仅是在为这一小块

地方的发展而努力" 也是在为社会发

展而贡献力量"抱着这个目标"我们的

发展后劲是无限的#

清廉!纯洁队伍要靠制度保障

记者! 华西有句老话 &有福民先

享!有难官先当'!在现实生活中!华西

在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方面有哪些具体

措施(

吴协恩! 党员干部个人廉洁自律

很重要"但更要靠制度来保障# 比如"

我是村里一把手" 我首先要管好我自

己"把自己管住了"下面自然就好管 #

那么"我怎么管我自己呢+ 村里的事,

公司的事"我从不接触现金"由办公室

财务来管"作为法人"我负责签字 "但

现金使用批准"由专人执行# 这解决的

是权与钱分开的问题# 有句老话"常在

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 权与钱放在一

起"肯定做不好"因为它难于把握 "不

好控制# 有一个人贪污了"可能是他个

人出了问题" 但如果我们这里贪污的

人多起来了"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制度

出了问题# 不仅村里如此"在华西集团

也一样"我们把财务权下派"让下面的

子公司分别负责"开始时"上面的人就

不高兴,不理解了"觉得他们的权力小

了# 可是我说"实际上这是对他们最大

的一种保护# 我们要从正面去看问题"

你权大了干什么+ 真心为老百姓做事

的话"你权大了你也要为了老百姓"所

以你就没必要去争#

记者 !打个比方 !如果您的家人

找您为亲属办点事 !您会觉得有些为

难吗(

吴协恩! 我结婚这
!,

多年来"我

的爱人在家里从来不和我讲工作的

事" 没有人找我爱人跟我打招呼办事

的# 我和她事先说好了"家里的事都是

你说了算"但出了门"工作上的事你不

能和我讲#为什么我这样要求她呢+因

为过去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老书

记在时"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和爸爸

开过口"为家里人求过情# 我当了书记

以后"母亲也从没和我讲过一件事"来

让我办#的的确确是从来没有过'所以

我更敬重她#

记者!华西村一直在走集体经济%

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后!华西是否要继

续坚持这一做法(

吴协恩 !老书记走了以后 "很多

人担心"华西的道路会不会改变 + 我

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为什么+

老书记曾说过" 一村富了不算富 "全

国的农村富了才算富# 这才是华西人

的追求# 华西不仅是本地的华西 "也

是属于社会的 " 属于每一个老百姓

的#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们党

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什

么呢 "我想 "就是现在有的官员他走

着走着就忘了老百姓了# 当年我还很

小的时候 "记得很清楚 "一个干部到

乡里考察 "要带着粮票 "他到老百姓

家去吃饭 "吃完是要给钱的 "挨家挨

户走 "处处接地气 "他怎么能不了解

老百姓呢' 华西的富裕发展和老百姓

是分不开的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

来" 华西不会改变集体共富的道路 "

华西走的始终是群众路线#

(鞠肃)

,-.$

%

/01

&

又是一个丰收季节$

华西村的秋色依旧醉人!只是再

看不见老书记吴仁宝忙碌的身影$村

里的乡亲说*&老书记在时!只看到他

为村里有多+忙,-老书记不在了!才

明白那是他对全村人的+好,!是他一

辈子对华西的赤子深情. '

一生为民%鞠躬尽瘁!江苏干部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吴仁

宝!为老书记的&赤子心'深深震撼$

'()))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

我最大的幸福(

站在华西金塔上看周围山河巨

变! 人们在惊叹华西村的辉煌时!总

禁不住会问* 为什么吴仁宝可以做

到(

有几人
',

多年在村书记位置

上 !一心只为民造福 !将个人功名

利禄置于身外 ( 有几人
),

多年全

身心只为村子发展 ! 从晨到昏 !无

暇思虑家庭得失 ( 有几人
%,

多年

人生中 ! 坚守着这样的人生价值 *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 是我最大

的幸福$ '

斯人已去!铅华洗尽!人们更清

楚地看到!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

年! 他成为华西第一任党

支部书记!&全村人过现在的苦日子!

我们还对得住共产党员的称号吗( '

他带领全村人重整山河 !

&

年辛苦 !

将村里
#$,,

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

块!改造成
',,

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

田! 华西成为远近闻名的 &幸福大

队'$

温饱之后!他思考着怎样让群众

腰包鼓起来$ 冒着政治风险!他在华

西悄悄办起小五金厂! 四周筑起墙!

窗户蒙上布!&只听机器响!不见小工

厂'!一年下来为村里挣下
)

万元$

改革开放后!两次大变革!他都

与众不同*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

持集体所有制! 土地交给种田能手!

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

少!宜统. '

#**!

年小平南巡谈话!他

凌晨两点再也按捺不住!立即召集全

村干部开会! 迅速采购大批生产材

料! 加快发展步伐!&凌晨一次会!赚

了一个亿'$

华西先富起来了!他牵挂着周边

和西部还贫困的人们$ 在他推动下!

周边
!,

个村并入华西! 走上共同富

裕的大华西之路!在宁夏%黑龙江还

建起两个&省外华西村'$

华西村为何总是走在全国前列(

因为吴仁宝勇于改革$吴仁宝的勇气

何来(&因为我要让人民幸福.'无私!

方能无畏$

吴仁宝总说!华西的成功得益于

&实事求是'$为何他能始终如一坚持

&实事求是'( 因为他对共产党人&为

了谁'的价值追求矢志不渝.

他毕生为人民幸福奋斗! 直到

生命的尽头$ 华西民族宫!是他生前

每天必去工作的地方$ 从医院结束

治疗回到华西! 刚到村口! 家里人

说 !&到家了 '! 他说 !&送我去民族

宫'//

春蚕到死丝方尽$ 身边人说!直

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对&小家'

留一句话!留下的是对&大家'的无尽

牵挂$

*+)))

%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不

听群众话(

一张张照片! 从黑白到彩色!吴

仁宝一直在群众中间!满脸笑容$

白背心%土布衫!进田割稻%下河

挖泥!他始终走在队伍前列-下工厂%

进车间!华西事业所到之处!他的脚

步不知要走多少遍-贫困人家%高寿

老人! 那些需要关心的群众家里!更

少不了他关切的身影$

),

多年的领路人!吴仁宝在华西

德高望重$ 然而资历和威望并没助长

他的家长气!他始终保持着与群众的

紧密联系!尊重人%团结人%爱护人$

新书记吴协恩说!老书记有三句

话!反映出他深刻的&群众观'*一是开

言路!&不怕群众不听话! 就怕不听群

众话'-二是讲民主!&有事就要同群众

商量!即使对做错事的人也要交群众

讨论%由群众评议'-三是重民意!&群

众满意的!马上办-群众不理解的!加

强教育%疏导!等觉悟了再办$ '

华西的大事! 他想在别人前面!

但总保持&大家商量'!不强加于人$

#*+,

年建新村!大部分群众都赞成!

木匠孙阿才执意不参加!在自家老屋

基上造起了新房!吴仁宝没干涉$ 过

了两年!新村成了气候!孙阿才又想

进来了! 吴仁宝没嫌弃! 双手欢迎$

#**!

年那次&赚了一个亿'的发展大

计!

#***

年华西村股票上市!他都召

集干部一起开会决定$

尊重人!他凝聚起群众共同奋斗

的力量-关心人!他赢得群众的由衷

爱戴$ 百岁老人生日!他带党委成员

登门祝寿-端午佳节!他请外来务工

人员吃粽子//吴荷英%黄永高两位

残疾人! 谈起老书记就泪流满面!是

老书记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分上新

房! 后来他们各自组建起幸福的家

庭!如今已儿孙绕膝$

问吴仁宝对群众的情有多深!儿

子都可以送人. 村里一家人痛失儿

子 !人家痛 !吴仁宝也痛 !他找上门

去*&让我家阿四给你们当儿子!让他

养老送终$ '四儿子吴协恩自此就成

为这家的儿子$

&把群众当亲人!别人可能是口

头上说说!我父亲是真这么做的. '吴

协恩最初恨父亲&无情'!后来终于明

白了!那是父亲的&大爱'$

,-)))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狭小的院子%逼仄的房间%斑驳

的地板!一张方桌%几把靠椅//面

前这栋老旧的房子!就是吴仁宝生前

住了
$,

多年的家$

华西村民已经住上五六百平方

米的第七代%第八代别墅!老书记却

一直住在上世纪
&,

年代盖的老房子

里$ &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

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 '这&三

不'!是他
$,

多年前给自己立下的规

矩!一诺千金!直至去世$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吴

仁宝说!当干部就要淡泊名利!要有

奉献精神$

严于律己%绝不搞特殊!谈起父

亲的家风! 吴协恩有件事终生难忘*

&上世纪
&,

年代初! 村里分配西瓜!

父亲看到三哥挑回家的都是大西瓜!

硬是让他挑回了队里!那一年全家硬

是没有尝到西瓜味. '

华西人不会忘记
!,,$

年
#

月
!

日的那一幕!老书记吴仁宝带领全家

祖孙四代
!%

人向全体村民作新年

&宣誓'*&凡是要求干部村民做到的!

我吴仁宝一家先要做到-凡是要求干

部村民不做的!我吴仁宝一家首先不

做$请各位村民监督我们一家人的工

作$ '誓言铮铮!老书记坦坦荡荡$

一生勤苦!两袖清风!他始终保

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华西村名声在

外!常常贵客盈门!他热情张罗好客

人!自己却悄悄回到小院$一碗面条%

一碟老伴腌制的咸菜! 他吃得香甜$

多年来! 上级批给他的奖金计有
#-)

亿元!他分文未取!全部留给了集体$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吃三

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

一个床位$ '淡泊至此!吴仁宝一生何

求(.

他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精神财

富$ 当年的&铁姑娘队'队员%华西铜

业公司总经理赵凤娣说*&我们一辈

子都要向老书记学习!不一定能达到

他那么高的境界!但那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 '

天地大矣!老书记精神长存.

(-人民日报.记者 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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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访谈

!,#$

年
%

月!记者来到华西村!就

华西村发展现状% 未来规划% 文化建

设%党建工作等多个方面!采访了村党

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党的十八大

代表吴协恩同志$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

谈中! 吴书记始终热情洋溢% 谦虚自

信%广开思路%海阔天空!为我们描述

了一个蓬勃向上% 绚丽多彩的华西图

景$ 现将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为民!百姓的笑容就是世外桃源

记者!一直以来!华西村以优良传

统% 辉煌成绩和共富发展而被誉为中

国&天下第一村'$ 在今天!您如何理解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

吴协恩!华西村始终坚持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 但共同富裕的内涵 "今

天和过去不一样# 很多人认为 "搞集

体经济 "就是要 $大包大揽 %"实际上

华西村不是$吃大锅饭%"而是讲制度

的# 比如说"人才对华西的发展非常

关键 "但讲奉献 "也要讲贡献 "得荣

誉"也要得实惠# 如果只靠讲奉献"人

才能留住一时 "但从长期看 "不可持

续# 所以要让人的价值在经济上能够

体现"这样才能符合发展的规律 # 共

同富裕不等于一样富裕 "一样富只能

导致一样穷#

记者! 您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以

后! 提出要把华西打造成为有江南特

色的&世外桃源'!可否描述一下它未

来的样子(

吴协恩! 过去老书记带领华西大

搞农业时"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后来华

西搞乡镇企业发展工业"解决的是$富

口袋%的问题# 现在我们到了解决人的

生活质量问题的时候" 要为老百姓提

供一个健康长寿的环境" 不仅是身体

上也是精神上的健康# 简单地说"希望

老百姓每天都有笑容" 他的笑容是发

自内心的 "那么 "这就是 $世外桃源 %

吧#

记者!华西富起来以后!不仅帮扶

周边落后地区! 也曾在全国多地开展

扶贫项目! 现在华西在帮扶贫困地区

方面有哪些与过去不同的举措(

吴协恩 !从上世纪
&,

年代起 "华

西村就开始帮扶贫困地区 " 而现在 "

我们每年以干部培训的方式 "让基层

干部到各地进行帮扶工作 "帮扶的方

式与过去是有所变化的# 华西村每年

帮扶全国各地的资金大约在
$,,,

万

元到
',,,

万元之间 " 而目前对大华

西周边村老百姓的帮扶每年大约需

&,,,

多万元# 我的观点是"给钱是一

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给思想"给点子 "

在用人上给予支持 # 有些地方比较

穷 "是因为没有人才它才穷的 "给它

建起来的项目 "没有人会管理 "管不

好反而成了当地的负担 # 有些地方 "

工作氛围让它一下子改变会有难度 "

要循序渐进 " 要各方面相应跟上才

行#

记者!就是&输血'和&造血'的关

系$

吴协恩!对# 今后在帮的形式上要

更侧重$造血%"现在我们也在探讨长

效的扶贫办法#

记者!现在很多地方都推出了百

姓幸福指数排行榜!如果以您个人的

眼光来衡量!您认为华西人的幸福指

数现在有多高 ( 在全国能排第几名

呢(

吴协恩!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谁

不说俺家乡好啊' (大笑)我是华西人"

我希望华西人最幸福" 不过我相信天

下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都是一

样的' 再说幸福这个概念"不是说要谁

来定的"这个指数评到哪里"老百姓他

自己幸福不幸福" 真正要让他自己来

说"他心里的真实感受才最重要#

务实!我们的发展后劲儿无限

记者!

!,#!

年华西村年销售额已

超过
),,

亿元! 听说华西村要向千亿

目标迈进!这个说法准确吗(

吴协恩!不"并不是这样' 这
#,

年

来我都不讲销售额# 华西的经济转型

工作要按照两句话来做* 一是从量到

质的转型"二是从体力向脑力的转型#

过去的观念是问你的销售额多大了 "

其实销售额高并不等于质量好# 比如

发展经济有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我

们关闭了几家企业"有人就提出质疑"

是不是华西哪里出了问题+ 实际上"是

我们主动把产能落后,污染较大,市场

前景不看好的企业关掉了" 要趁着它

还尚好的时候逐步淘汰" 而不能等它

已显现出问题时再关闭# 目标要远"只

要我们实实在在向好发展" 老百姓得

实惠了" 这个方向就对了" 只要方向

对" 哪怕我们在过程当中慢一点也没

有关系#

记者!

!,,$

年担任华西村党委书

记以来!您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吴协恩! 最大阻力来自于不同的

观念# 我提出从传统工业转型向服务

业发展,涉足金融业的时候"有人说 "

华西不能再做大了# 老书记开始也不

赞成" 因为他们担心华西出现不好的

情况# 当时老书记不同意"我怎么办+

老书记过去搞乡镇企业时" 正是 $文

革%期间"他是偷偷搞的"那是冒着进

监狱的危险搞的"但他为了一方百姓"

他甘愿冒这个风险# 而我们现在呢"国

家的政策支持你改革,发展,创新 "好

机遇一定要抓住# 我就先偷偷把公司

成立起来"干起来再说# 他看到你的公

司收益了"成功了"他就支持了# 这说

明老书记虽然年纪大"但他并不固执#

而且很多人也支持我" 因为华西村本

身就是在一个不断质疑与碰撞的氛围

中成长起来的#

记者!那么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

您面临的最突出的难题又是什么呢(

吴协恩!现在"包括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我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不足#

记者!好像您曾说过!用人要用贤

人!没有合适人选!宁可这个项目不做$

吴协恩!对"事在人为 "做事首先

要有人# 我们用人先看德"德不好"再

有才"只能好一时"不能好长久# 人才

有几类"有技术人才"也有管理人才 "

人才的类型要与他的工作岗位相匹

配" 如果你不是个事业型的人才 "给

你一项独立事业"你也做不大 # 我现

在最缺的是事业型人才和会用人的

人才# 解决这个问题 "华西现在第一

是内部培养"第二是外部引进 # 现在

华西的人才都来自五湖四海 "各地都

有"我们很重视华西的人才培养和队

伍建设#

记者 ! 来到华西有一个很大的

感受)))不管是本地人 !还是外来务

工人员 ! 大家对华西都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热爱 $ 这份凝聚力是如何形

成的 (

吴协恩!老书记以前说过*到了华

西村工作"就是华西人# 华西今后会继

续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去发展并走

向全国# 现在华西的一些企业开在外

地" 在那些企业工作的人没有来过华

西村"但他也是华西人"因为他在为华

西的企业工作# 所以"华西人并不是指

生活在华士镇这一小块地方的人 "从

发展上讲" 我们不仅是在为这一小块

地方的发展而努力" 也是在为社会发

展而贡献力量"抱着这个目标"我们的

发展后劲是无限的#

清廉!纯洁队伍要靠制度保障

记者! 华西有句老话 &有福民先

享!有难官先当'!在现实生活中!华西

在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方面有哪些具体

措施(

吴协恩! 党员干部个人廉洁自律

很重要"但更要靠制度来保障# 比如"

我是村里一把手" 我首先要管好我自

己"把自己管住了"下面自然就好管 #

那么"我怎么管我自己呢+ 村里的事,

公司的事"我从不接触现金"由办公室

财务来管"作为法人"我负责签字 "但

现金使用批准"由专人执行# 这解决的

是权与钱分开的问题# 有句老话"常在

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 权与钱放在一

起"肯定做不好"因为它难于把握 "不

好控制# 有一个人贪污了"可能是他个

人出了问题" 但如果我们这里贪污的

人多起来了"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制度

出了问题# 不仅村里如此"在华西集团

也一样"我们把财务权下派"让下面的

子公司分别负责"开始时"上面的人就

不高兴,不理解了"觉得他们的权力小

了# 可是我说"实际上这是对他们最大

的一种保护# 我们要从正面去看问题"

你权大了干什么+ 真心为老百姓做事

的话"你权大了你也要为了老百姓"所

以你就没必要去争#

记者 !打个比方 !如果您的家人

找您为亲属办点事 !您会觉得有些为

难吗(

吴协恩! 我结婚这
!,

多年来"我

的爱人在家里从来不和我讲工作的

事" 没有人找我爱人跟我打招呼办事

的# 我和她事先说好了"家里的事都是

你说了算"但出了门"工作上的事你不

能和我讲#为什么我这样要求她呢+因

为过去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老书

记在时"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和爸爸

开过口"为家里人求过情# 我当了书记

以后"母亲也从没和我讲过一件事"来

让我办#的的确确是从来没有过'所以

我更敬重她#

记者!华西村一直在走集体经济%

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后!华西是否要继

续坚持这一做法(

吴协恩 !老书记走了以后 "很多

人担心"华西的道路会不会改变 + 我

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为什么+

老书记曾说过" 一村富了不算富 "全

国的农村富了才算富# 这才是华西人

的追求# 华西不仅是本地的华西 "也

是属于社会的 " 属于每一个老百姓

的#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们党

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什

么呢 "我想 "就是现在有的官员他走

着走着就忘了老百姓了# 当年我还很

小的时候 "记得很清楚 "一个干部到

乡里考察 "要带着粮票 "他到老百姓

家去吃饭 "吃完是要给钱的 "挨家挨

户走 "处处接地气 "他怎么能不了解

老百姓呢' 华西的富裕发展和老百姓

是分不开的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

来" 华西不会改变集体共富的道路 "

华西走的始终是群众路线#

(鞠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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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丰收季节$

华西村的秋色依旧醉人!只是再

看不见老书记吴仁宝忙碌的身影$村

里的乡亲说*&老书记在时!只看到他

为村里有多+忙,-老书记不在了!才

明白那是他对全村人的+好,!是他一

辈子对华西的赤子深情. '

一生为民%鞠躬尽瘁!江苏干部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吴仁

宝!为老书记的&赤子心'深深震撼$

'()))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

我最大的幸福(

站在华西金塔上看周围山河巨

变! 人们在惊叹华西村的辉煌时!总

禁不住会问* 为什么吴仁宝可以做

到(

有几人
',

多年在村书记位置

上 !一心只为民造福 !将个人功名

利禄置于身外 ( 有几人
),

多年全

身心只为村子发展 ! 从晨到昏 !无

暇思虑家庭得失 ( 有几人
%,

多年

人生中 ! 坚守着这样的人生价值 *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 是我最大

的幸福$ '

斯人已去!铅华洗尽!人们更清

楚地看到!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

年! 他成为华西第一任党

支部书记!&全村人过现在的苦日子!

我们还对得住共产党员的称号吗( '

他带领全村人重整山河 !

&

年辛苦 !

将村里
#$,,

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

块!改造成
',,

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

田! 华西成为远近闻名的 &幸福大

队'$

温饱之后!他思考着怎样让群众

腰包鼓起来$ 冒着政治风险!他在华

西悄悄办起小五金厂! 四周筑起墙!

窗户蒙上布!&只听机器响!不见小工

厂'!一年下来为村里挣下
)

万元$

改革开放后!两次大变革!他都

与众不同*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

持集体所有制! 土地交给种田能手!

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

少!宜统. '

#**!

年小平南巡谈话!他

凌晨两点再也按捺不住!立即召集全

村干部开会! 迅速采购大批生产材

料! 加快发展步伐!&凌晨一次会!赚

了一个亿'$

华西先富起来了!他牵挂着周边

和西部还贫困的人们$ 在他推动下!

周边
!,

个村并入华西! 走上共同富

裕的大华西之路!在宁夏%黑龙江还

建起两个&省外华西村'$

华西村为何总是走在全国前列(

因为吴仁宝勇于改革$吴仁宝的勇气

何来(&因为我要让人民幸福.'无私!

方能无畏$

吴仁宝总说!华西的成功得益于

&实事求是'$为何他能始终如一坚持

&实事求是'( 因为他对共产党人&为

了谁'的价值追求矢志不渝.

他毕生为人民幸福奋斗! 直到

生命的尽头$ 华西民族宫!是他生前

每天必去工作的地方$ 从医院结束

治疗回到华西! 刚到村口! 家里人

说 !&到家了 '! 他说 !&送我去民族

宫'//

春蚕到死丝方尽$ 身边人说!直

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对&小家'

留一句话!留下的是对&大家'的无尽

牵挂$

*+)))

%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不

听群众话(

一张张照片! 从黑白到彩色!吴

仁宝一直在群众中间!满脸笑容$

白背心%土布衫!进田割稻%下河

挖泥!他始终走在队伍前列-下工厂%

进车间!华西事业所到之处!他的脚

步不知要走多少遍-贫困人家%高寿

老人! 那些需要关心的群众家里!更

少不了他关切的身影$

),

多年的领路人!吴仁宝在华西

德高望重$ 然而资历和威望并没助长

他的家长气!他始终保持着与群众的

紧密联系!尊重人%团结人%爱护人$

新书记吴协恩说!老书记有三句

话!反映出他深刻的&群众观'*一是开

言路!&不怕群众不听话! 就怕不听群

众话'-二是讲民主!&有事就要同群众

商量!即使对做错事的人也要交群众

讨论%由群众评议'-三是重民意!&群

众满意的!马上办-群众不理解的!加

强教育%疏导!等觉悟了再办$ '

华西的大事! 他想在别人前面!

但总保持&大家商量'!不强加于人$

#*+,

年建新村!大部分群众都赞成!

木匠孙阿才执意不参加!在自家老屋

基上造起了新房!吴仁宝没干涉$ 过

了两年!新村成了气候!孙阿才又想

进来了! 吴仁宝没嫌弃! 双手欢迎$

#**!

年那次&赚了一个亿'的发展大

计!

#***

年华西村股票上市!他都召

集干部一起开会决定$

尊重人!他凝聚起群众共同奋斗

的力量-关心人!他赢得群众的由衷

爱戴$ 百岁老人生日!他带党委成员

登门祝寿-端午佳节!他请外来务工

人员吃粽子//吴荷英%黄永高两位

残疾人! 谈起老书记就泪流满面!是

老书记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分上新

房! 后来他们各自组建起幸福的家

庭!如今已儿孙绕膝$

问吴仁宝对群众的情有多深!儿

子都可以送人. 村里一家人痛失儿

子 !人家痛 !吴仁宝也痛 !他找上门

去*&让我家阿四给你们当儿子!让他

养老送终$ '四儿子吴协恩自此就成

为这家的儿子$

&把群众当亲人!别人可能是口

头上说说!我父亲是真这么做的. '吴

协恩最初恨父亲&无情'!后来终于明

白了!那是父亲的&大爱'$

,-)))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狭小的院子%逼仄的房间%斑驳

的地板!一张方桌%几把靠椅//面

前这栋老旧的房子!就是吴仁宝生前

住了
$,

多年的家$

华西村民已经住上五六百平方

米的第七代%第八代别墅!老书记却

一直住在上世纪
&,

年代盖的老房子

里$ &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

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 '这&三

不'!是他
$,

多年前给自己立下的规

矩!一诺千金!直至去世$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吴

仁宝说!当干部就要淡泊名利!要有

奉献精神$

严于律己%绝不搞特殊!谈起父

亲的家风! 吴协恩有件事终生难忘*

&上世纪
&,

年代初! 村里分配西瓜!

父亲看到三哥挑回家的都是大西瓜!

硬是让他挑回了队里!那一年全家硬

是没有尝到西瓜味. '

华西人不会忘记
!,,$

年
#

月
!

日的那一幕!老书记吴仁宝带领全家

祖孙四代
!%

人向全体村民作新年

&宣誓'*&凡是要求干部村民做到的!

我吴仁宝一家先要做到-凡是要求干

部村民不做的!我吴仁宝一家首先不

做$请各位村民监督我们一家人的工

作$ '誓言铮铮!老书记坦坦荡荡$

一生勤苦!两袖清风!他始终保

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华西村名声在

外!常常贵客盈门!他热情张罗好客

人!自己却悄悄回到小院$一碗面条%

一碟老伴腌制的咸菜! 他吃得香甜$

多年来! 上级批给他的奖金计有
#-)

亿元!他分文未取!全部留给了集体$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吃三

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

一个床位$ '淡泊至此!吴仁宝一生何

求(.

他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精神财

富$ 当年的&铁姑娘队'队员%华西铜

业公司总经理赵凤娣说*&我们一辈

子都要向老书记学习!不一定能达到

他那么高的境界!但那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 '

天地大矣!老书记精神长存.

(-人民日报.记者 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