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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西村民代表 张中祥

今天!是值得我们大华西
!

万多名干群

永远怀念的日子" 因为去年的今天!我们敬

爱的#亲手创造了$一分五统%好政策的吴仁

宝老书记! 怀着对大华西人民深深的爱!走

了& 时光荏苒!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整整

一年时间!但每一个大华西人依然感觉老书

记仿佛就在身边!永远活在大伙的心里& 这

些年!我有幸在老书记领导下工作 !经常聆

听他的教诲!每当回想起他和群众在一起的

情景!以及跟着老书记穿梭在华西田间厂区

的那些日夜!依然深深觉得历历在目"

作为受老书记恩惠的每一位西巷人不

会忘记!

"##"

年
$

月
"%

日 ! 这个开启幸福

之门的吉祥日子" 就在这天!我们与早一年

加入华西的原华明 #前进两个村并村 !正式

更名为华西一村 !纳入了 $一分五统 %的序

列"上世纪
!#

年代!华西#西巷原本是一家!

同属华士公社十七大队!

&'(&

年分设立新 #

前进#向阳#华西大队!

%#

年代中期!立新大

队更名为西巷" 谈及当年的西巷!曾作为村

主任的我感受深切"过去的西巷可以用两个

字来形容 '一是 $难 %!村集体亏欠 !过不上

个安稳年" 二是$痛 %!村民不信任 !干部没

威信"

忽如一夜春风来 ! 梅花报喜绽放开 "

"##"

年的那个春天! 正当我们身陷困境一

筹莫展时!胸怀共同富裕信念的老书记热情

接纳了我们! 圆了西巷人数十年的团圆梦"

为了帮助西巷老百姓早点过上好日子!老书

记总是隔三差五来村里 !心贴心 #手把手地

指导我们抓村务#搞建设" 至今我清楚地记

得!

"##$

年的一个下午! 为了一村建设 !老

书记感冒刚打好吊水!一拔完针头就急忙赶

到村里!与干群一起跑到田头研究规划" 在

他老人家的关心下!如今一村老百姓生活有

了翻天覆地的新变迁'$基本生活包!老残有

依靠 !优教不忘小 !三守促勤劳 !生活环境

好 !小康步步高" %正是老书记 $一分五统 %

的惠民政策!给一村乃至整个大华西带来了

幸福生活"

老书记是一位生命不息 # 工作不止的

人"

"#&&

年
(

月的一天早上!他先是召集有

关人员开了个早会!然后接待了农业部的领

导!随后还接受了媒体采访 !一上午就特别

的累" 那天游客还特别多!上午就有
"

场报

告!分别是
&#

点和
&&

点"作报告前!老书记

因为有点累了就先休息一下" 醒来后!他就

急匆匆地往台上跑!结果一不小心被绊了一

下!摔在了台上" 当时驾驶员首先冲上去想

拉他起来!但老书记却说!不要动!赶快叫周

丽过来作报告!别让游客等" 他那时心里首

先想到的还是工作 !还是游客 !而非自己的

身体" 后来!经过拍片检查!他左手骨折!身

上多处擦伤"即使这样!第二天一早!他躺在

床上继续坚持开会!参会人员看了都感动的

流下了眼泪" 也正是因为那天摔伤了手臂!

直到老书记去世!他的左手都抬不起来((

可以这样说!老书记的事迹三天三夜都

说不完! 大华西村村都有道不完他的恩!家

家都有诉不完他的情"作为大华西一分子的

每个西巷人感触至深 ! 如此今非昔比的对

照!让我们既感叹昨天的无奈 !又感慨今天

的幸福!更缅怀老书记的恩德&伟人远去!精

神永存"前段时间!我走进老书记$原居纪念

屋%!从头至尾认真地瞻仰!当看到每一幅照

片#每一件实物!就像看到昨天的故事一样"

睹物思人!我们曾经跟随老书记的往事如电

影回放般重现脑海!老书记的音容笑貌历历

如在眼前&

一生为民务实清廉 ! 寿终留德风范昭

人" 老书记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精神一

直鼓励着我们" 老书记走时!没有留下对自

己$小家%的一丝牵挂!却留下了幸福大华西

这个$大家 %的未了心愿 " 正如协恩书记所

说!生命不等于呼吸!重在精神的延续"我们

今天缅怀老书记!就是为了学习好老书记精

神!继承好老书记遗志 !在协恩书记的带领

下!不断努力创新转型 !沿着打造百年华西

基业的道路迈进!共同把大华西建成一个独

具江南特色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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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仁宝老书记长子 吴协东

一年前的今天!父亲走完了他人生
%(

个

年头!与我们永别了" 一年来!他人虽然不在

了!但他的形象#他的为人#他的业绩和他对

我们全家的教诲还常常在我眼前重现! 在我

脑海里回荡'

父亲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 他
&&

岁出

去当看牛囡独自谋生!

&)

岁后! 先后到寺前

基#璜塘#马镇等地住长工!换三斗米补贴家

用" 直到
&'$'

年
)

月!因祖母年轻病亡才回

到家中! 所以祖母的丧事就和我父亲母亲的

喜事一起办了" 解放后!他响应党的号召!积

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并于上世纪
!#

年代

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我记事起!

到
&'!*

年他响应党的号召!由瓠岱乡财委下

放回村组建瓠岱五社成立党支部! 任头把手

到辞世这整整半个多世纪!他把一生的智慧#

一生的精力#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奉献

给了社会!鞠躬尽瘁奉献给了华西父老乡亲"

他信仰共产党坚定不移# 信仰社会主义至死

不渝!他始终深信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

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

父亲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把建设

华西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全村共同富

裕作为他毕生的头等大事" 他为华西的集体

事业!为百姓的幸福从不畏难消极!就是在文

化大革命中被批#被斗#被夺权!也没有影响

他立志建设新华西的信念"父亲的一生!不仅

是与时俱进!更是超时俱进"从建村几十年来

的不同时期!分别在乡#社#县#地区#市#省乃

至全国都始终保持发展领先! 先后得到三任

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称赞'$华西

人民幸福#幸福#真幸福& 正确处理权与钱的

关系%#$华西村不简单!吴仁宝不简单& %#$几

十年来!华西村在吴仁宝同志的带领下!说到

做到!红旗不倒& %他带领华西人在
&'($

年开

始搞规划!从开河改田!把
&)##

多块七高八

低的零星田块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从

上世纪
(#

年代初亩产不到
(##

斤! 到
*#

年

代初亩产三季超吨粮) 他把建村初期全村集

体年收入不到
)#

万元! 集体欠债
&!###

元!

逐步实现了集体收入超百万# 超千万# 超亿

元! 直到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

元#

$##

亿元#

!##

亿元" 集体自有积累从
*#

年代的$百万资金存银行%到现在已超过
"##

亿元"从华西建村到他辞世!华西的形势都像

他生前常说的$既不大好!也不小好!是中好!

一年稍比一年好%"

父亲的一生!是作表率的一生"在最困难

的时代!我从未听到他埋怨政府埋怨党)在开

河造田最艰苦的年代到双抢#大忙!他总是带

头在条件最差的生产队劳动蹲点" 即使在当

县委书记时!他是白天在县里办公!夜里再回

村工作!冰天雪地挑灯夜战!他还总带头承担

挑土方任务! 每年和社员一起参加体力劳动

总要超过
&##

天" 自从他冒着风险办起了小

工厂后!他总是常常深夜到厂里去了解!我从

未看到他一夜睡觉超过六七个小时的" 他历

来严于律己!从不揩集体一点油!从不到社员

家里吃口饭)改革开放后!他更从不拿全村最

高工资#从不拿全村最高奖金!直到辞世还与

我母亲住在上世纪
*#

年代的老楼房"父亲对

华西党员干部提出的$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

当%的要求!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始终

为全村干群作榜样#作表率"

父亲一生始终牵挂#心系贫困群众"三年

自然灾害时!全村大多数人半饥半饱#面黄肌

瘦!他把不少浮肿#老弱#生存极度困难的社

员集中起来组建副业队! 安排他们从事轻微

的劳动!想方设法用山芋#胡萝卜#胡萝卜缨

等补充副食!并向上级争取青糠!尽量帮助他

们增加营养!使全村
"#

多位最困难的人得到

了救助! 保证了华西大灾年头没有饿死一个

人" 如今!他们有的人仍旧在世)到上世纪
(#

年代末#

*#

年代初!华西在他带领下!条件有

了根本改善!他又帮助周边贫困的人"像邻村

高元宝!屋被台风吹倒了!全家一无所有#生

活没有着落!他把他们一家三口接到华西!为

他们造了住房#安排了工作!现在高元宝还高

龄健在!一家三代
&#

口人幸福快乐" 像华明

的黄永高!他身残孤单!从小艰难谋生!

&'%"

年寒冬!我父亲遇到已
)"

岁独身的他!就把

他留在华西村!成了华西人!他如今已是五子

登科" 多年来!华西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

从
"##"

年开始还先后把在华西打工的较优

秀的外地人!带着家小!落户华西!如今已有

(##

多位新村民在华西幸福生活" 随着华西

经济的发展!父亲提出要$富了三不忘%*不忘

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和经济欠发达

地区+!对全国的扶贫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

父亲的一生!是造福一方的一生"在父亲

的带领下! 华西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大变化'吃!从大多数村民常年半饥半饱#难

见荤腥! 到目前人人美食集体所供! 各取共

享)住 !从户均不到
)#

平方米 !人畜混居的

&"

个破旧小村!到如今家家住别墅!户户有

余房)用!从大多数村民家无隔年钱!到现在

家家存款资产超百万) 行! 从村内难通自行

车!到家家都能停小汽车!从多数村民足不出

村#游不出镇!到全村大小天南海北#境内异

国分批观光旅游)人!从建村初期人心不稳!

还有人外迁谋生! 到如今
''+',

以上的华西

人虽然工作在四面八方! 但都在为全村集体

经济# 共同富裕发展事业奋斗# 奉献! 全村

"###

多名新老村民都生活在华西村这个大

家庭里共享天伦之乐"通过父亲一生的努力!

华西村从名不见经传到享有了$天下第一村%

的美名"这些辉煌业绩的取得!是父亲奉献了

毕生的精力! 但我们也深深懂得! 父亲的一

生!在每个不同时期!都离不开各级领导#社

会各界人士# 周边百姓的真情关心和倾力支

持!华西人一定会铭记在心"

父亲一生严格治家!从不放松"父母艰苦

养育了我们兄妹
!

人!严格#尽心教诲我们成

人#成家)言传身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虽然我们兄妹的智慧#胸怀#能力#经验#对百

姓的情深和对社会的贡献都不能与他相提并

论! 但我们一家始终会牢记他的教诲'$生在

华西#死在华西#建设在华西" %过去!我们兄

妹跟随他几十年! 在任何时候都能坚定守法

守约为华西集体事业# 尽心尽力为华西百姓

走共同富裕道路没有动摇&值得欣慰的是'四

弟协恩一年来挑起了重担!不负众望!产业转

型已取得了较好业绩! 为创成百年老店打下

了更坚实的基础!也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

作为我承担的农建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也

铭记父亲早年提出的$农建保好底%的教诲!

尽了自己的努力! 去年入库税金继续超亿元

*

&+%(())

亿元+"

现在!他人走了不能再回来了!但我们全

家一定会牢记父亲的教诲!传承父亲的精神!

珍惜父亲创造的$天下第一村%的不朽业绩!

始终爱护父亲来之不易的荣誉! 铭记他常常

教育我们的$好信誉要靠自己建%!要像父亲

那样为村民奉献谋福! 把华西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集体经济发展得更坚强! 美丽的华西村

建设得更美丽!幸福的华西人更幸福!不辜负

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华西村的父老乡亲对我

们的期望!不辜负父亲毕生的理想!努力继续

实现华西的发展$一年稍比一年好%!争取实

现父亲生前最后的嘱咐,,,把华西建成百年

老店&

9: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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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华西村吴仁宝同志逝世一周年
!

沈建华

一个人!一种人生的璀璨表征)一个村!

一个社会的辉煌符号)一种精神!一个时代的

信念坚守" 吴仁宝老书记虽然离开我们一周

年了!但他和他的战友们铸塑的华西精神!却

留存和弘扬着掘之不尽# 取之不竭的精神富

矿和思想典藏"

吴仁宝不能再满足村民和社会对他的需

要! 但我们这个时代还仍然和更加需要华西

精神"

华西精神内核!

信念的坚守 坚守的信念

$人是要一点精神的" %这早已成为人们

的共识" 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企业!一个地

区!乃至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民族的精神!

一个时代的精神"

)

月
&%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考察!

号召向焦裕禄学习时说'$他的精神同井冈山

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

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

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

同一天!在华西村举行的$学习吴仁宝同

志践行群众路线座谈会%上!来自国家高层和

农村基层! 来自政治经济界和学术理论界的

人士!都比较一致地认为 !$华西精神%也像

井冈山精神#雷锋精神一样!是我们这个时代

精神的构成"

$不断发展的创业精神!为民造福的共富

精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

精神!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的清廉

精神((%$华西精神% 被总结提炼出许多已

经得到论证和印证! 并已经实践和弘扬的丰

富内涵"

但是!尽管$华西精神%的内涵如此丰富!

$华西精神% 的内核却只有一个,,,$信念的

坚守%和$坚守的信念%" $华西精神%的诸多内

涵和成功实践! 有哪一点少得了这几十年如

一日的$信念的坚守%和$坚守的信念%-

人是唯一有思想追求和精神意志的动

物"信念的坚守!是思想追求和意志实现的持

久动力" 苏武在浮华绿酒之间坚守忠国信念

终成归国之梦! 司马迁忍辱坚守著史信念终

成不朽名著! 中共先烈坚守宗旨信念前赴后

继终成建国大业((

吴仁宝和华西村的信念坚守! 也无不给

予有力佐证'$大锅饭%#$穷过渡%时!他们坚

守发展富民是硬道理的信念!$偷%办村企业)

$大包干%#$分田干%时!他们坚守一切从有利

于生产力发展的信念! 宜统则统发展集体经

济)$一切向钱看%贫富差距拉大时!他们坚守

共同富裕的信念!共建$大华西%)几十年多少

次刮这风吹那风时! 他们坚守科学求实的信

念!在改革创新中坚守信念!在信念坚守中改

革创新"老书记逝世一周年了!华西的这种信

念的坚守!依然地执着"

无数的历史和事实表明! 信念的力量是

巨大的! 乃至无穷" 去年有一本全球畅销书

.信念的力量/! 从新生物学和量子力学的最

新科学角度!论证了$信念操控生命%的根本

影响力和强大发展力! 确证坚守良好信念的

巨大正能量"

无论是古近历史和当代现实! 无论是大

小实践还是科学理论! 都无不证明信念坚守

的重要和必要"只有执着的信念坚守!一个人

才会有不断的进取! 一支队伍才能有坚强的

灵魂)一个民族才会有坚贞的气节!一个国家

才能强盛不衰"

而这良好的信念! 恰恰是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所缺少的" 信念迷茫!理想模糊!观点偏

激!责任缺乏!意志脆弱!甚至道德缺失!在物

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失去平衡! 在拜金主

义和享乐主义石榴裙下失去政治信仰和精神

信念"

$华西精神%的可贵之处!就是在这种种

迷茫和缺失中!$任尔东西南北风% 的信念坚

守!$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守信念"这可以说

就是$华西精神%可以给我们提供的有力求证

和有益启示的核心内涵"

华西精神是民族精神与
时代精神的现实结晶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说'$只有黄河#长

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

国家" %自古以来!地球上诞生了许多民族和

国家!大多数都衰败没落了!而中华民族却经

数千年而依然彪炳世界史册! 原因就是伟大

的民族精神动力"

民族精神只有反映时代精神! 才能使一

个民族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时代精神只有与

民族精神相结合! 才能生根转化为民族向上

的不竭动力" $华西精神%正是民族精神与时

代精神! 在当今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中的现

实结晶"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精神支柱! 时代精神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方

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和谐统一#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在华西村$三个文明%建设中!实现

着辩证的统一"

物质文明建设中的时代精神彰显' 华西

建村
!#

年来!一方面以集体经济为主!按照

中央精神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

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毫不动摇!

一方面又同时允许村民搞个体经营!搞$一村

两制%"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民族精神弘扬' 全村

开展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

的$六爱%主题教育!尤其强调$孝悌之道%!促

进家庭和睦!邻里相亲!干群团结!上下齐心!

全村尊老爱幼蔚然成风"

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的结

合'$守法#守约#守信誉% 促勤劳)能上能下#

能进能出#能官能民$三能%用活人)$村帮村

户帮户!核心建好党支部!最终实现全国富%

的构想! 为全国培训农村党员干部
)#

万人

*次+"

中华民族精神是引领民族延续发展#不

断前进的思想精粹!它集中表现在.周易/中

的两个命题上!这就是 '$天行健 !君子以自

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也

是 $华西精神 %的精髓 !华西实践成功的真

谛"

当今时代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

在文明创建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

优良品格!是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图强#振兴祖

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华西精神%内涵和彰显!

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呼唤和弘扬"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
华西精神的正能量

就像古语说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

样!一个村庄!一个企业 !一个理念 !一种实

践!谁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十分正确!永

远完美" $华西精神%与华西实践!也是这样!

因此!便有了些许不同评价!甚至争议"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

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人们的社会关系# 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

改变%"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

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

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

时代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是一种

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 它是在适应

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要求中形成又不断丰富

完善" 只有这样!时代精神才能真正与时俱

进 ! 引领和激励中华民族走在当今人类文

明的前列"

作为时代精神一分子的 $华西精神%!也

在不断的实践中丰富和创新" 华西村党委书

记吴协恩说!华西村在今后的发展中!有些必

须变!有些一定不能变" 要变的是方式方法!

不能变的是根基和底线) 要变的是体制和机

制!不能变的是道路和信念)要变的是能力和

创新!不能变的是责任和使命" $华西精神%也

在辩证地扬弃" 关键是$扬%什么!$弃%什么)

怎么$扬%!怎么$弃%"

克0坎菲尔德! 闻名世界的顶级励志大

师!他领导创作的.心灵鸡汤/系列被翻译为

$*

种文字#全球销量过亿" 近年!他根据自己

亲身实践经历撰写的.吸引力法则/!一经推

出就长期占据亚马逊网站心灵励志类畅销书

排行榜冠军"

.吸引力法则/揭示了人类这样一个思想

原理'当你以增强正能量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去对待生活! 事物和生活

中的美好的东西就被你更多的吸引过来" 对

待$华西精神%与华西实践!也是这样"看你看

什么!怎么看"

你可以用批评的挑剔! 乃至于批判的苛

刻!来评点华西!来研判华西" 但你如果同时

以求实的眼光!以建设的态度!来解析华西!

来丰富华西!你看到的!也许是更多的华西实

践!认识的是$华西精神%的更多内涵"

你可以用严格的视野! 乃至于尖刻的视

点!来审读华西!来度量华西" 但你如果同时

以宽容的眼光!以辩证的态度!来体谅华西!

来理解华西!你看到的!也许是更好的华西实

践!感悟的是$华西精神%的更美蕴涵"

你可以用历史的透视! 乃至于时代的审

视!来把脉华西!来聚焦华西" 但你如果同时

以发展的眼光!以长远的观照!来解构华西!

来发展华西!你看到的!也许是更新的华西实

践!汲取的是$华西精神%的更深蕴涵"

就像你可以用批评的挑剔! 乃至于批判

的苛刻!来评点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来研判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一样" 但你也应该以求

实的眼光!以建设的态度!来解构我们这个民

族的精神!来建构我们时代的精神"

就如同鲁迅被称为中华$民族魂%!但也

被多少批评的挑剔!乃至于批判的苛刻!来评

点!来研判一样!如果我们也可以将吴仁宝称

之为中国$农民魂%! $华西精神%纳入民族精

神与时代精神之宝库! 也会引来这样那样的

评点和研判"

但是!$华西%和吴仁宝!已经像$瓷器%和

神农一样!成为中国和乡村#农民的代名词)

像黄帝和孔子成为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象

征一样!成为一个新时代农村的新符号"

这种历史地位和时代特征!是任何评点

和研判都否定不了!抵消不了的" 社会的正

能量需求 !时代的正能量增长 !需要注入更

多更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新内涵" 时代

需要和呼唤着更多更新的 $华西精神 %的创

新和弘扬"

老吴书记不朽!华西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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