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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3日，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青海
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上强调，做好换届工作，加强村（社区）“两委”
班子建设，是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基层得到有效贯
彻落实的迫切需要，要把“两委”班子打造成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心骨。

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月28日，青海省委
组织部连续组织8批、共1600多名新上任的基层村干
部，到华西村培训学习。培训期间，村干部们观看了
展现华西发展历程的影像资料，听取了党的十九大代
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报告，实地参观了吴仁
宝老书记原居屋、华西工业园区、高科技园艺中心、万
亩农林科技示范园等，深入了解学习了华西村党建工
作、发展经济、保障村民福利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
法。村干部们看到了差距，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未来
路在何方。

来到华西村，村干部们的第一堂课就是领会学习
“乡村振兴”之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首先就要从基层干部抓
起。我国乡村的现状如何，怎样实现振兴？村干部们
脑中的一个个问号被拉直。
“学华西精神，走自己的路。”吴协恩书记的话，点

亮了村干部们的思路。“虽然我们底子薄，基础差，但
是乡村振兴是个契机，这就是咱们村子以后的出路
啊。”湟中县上五庄镇合尔盖村党支部书记周建龙说。
如何走出自己的路，村干部们结合实际，也说出了自
己的美好规划。“过去我们都是各干各的，资源少，力
量弱，小打小闹，去年我们附近几个村成立了中心党
委，要在旅游业上大干一番。”大通县朔北乡菜子口村
党委书记张永胜激动地说。

乡村振兴怎么干？

青海千名村干部学华西的“魂”走自己的路

这次华西之行对我不仅是极大的鞭策，更
是一次精神的洗礼、灵魂的触动、思想的升华，
在3天的学习参观中，通过看、学、问、思，收获
颇丰。华西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如何
借鉴经验搞好新农村建设，我认为至少要做好
以下几点：

一、“新农村建设必须有一个好的领路
人”。就像吴协恩书记说的那样，华西村有个
宝，这个宝就是吴仁宝。华西村的成功、崛起、
长盛不衰，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思想解放政
治强、勇于开拓作风正、实事求是想干事、脚踏
实地不出事的村党委，有一个农民致富的带头
人村书记吴仁宝。如果说华西村能取得今天
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吴仁宝书记一个人的功劳，
相信很多人可能会不认可，但是，吴仁宝老书
记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却是无人能够取代
的。没有吴仁宝老书记，华西固然也能像其他
农村一样能得到发展，但是要想取得今天的巨
变，恐怕很难。正是由于有吴仁宝书记这样的
好带头人，华西才先后实现了“电话村”“彩电
村”“空调村”“汽车村”“别墅村”等。因此，我
认为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有一个无私奉献、信念
坚定、能领着乡亲们艰苦创业的好带头人。

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千难
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能
大难化小难，小难变不难。怎样找出一条符合
本村实际的发展道路，怎样又好又快发展农村
经济，是各级党组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华西村富就富在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富就富在他们走出了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
科学发展道路。华西村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
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贯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与因地制宜发展村
寨的创造性高度统一，始终坚持率先发展、科
学发展、和谐发展。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
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化隆人民逐渐闯出了
一条由“拉面产业”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
增收的路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经济模式
“拉面经济”，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挣了票子、
育了孩子、换了脑子、练了胆子、拓了路子、创
了牌子”，有尊严地实现了劳动、创业、脱贫致
富，并逐步成为化隆县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
有效模式。

三、必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吴仁宝老书
记有句名言：“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口袋富了
不算富，脑袋富了才是富。物质上富裕起来的
华西人时刻不忘精神文明建设。华西村成立了
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
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不产生经济效益，实际上所
产生的效果是无法用经济来衡量的。华西提出
的“六爱”教育，“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
自己”，全村人整体素质提高了，社会安定团结
了，村风民风变好了，凝聚力增强了。村里还建
立了华西特色艺术团、华西之路展廊等宣传教
育载体，抓思想道德教育、素质技能培训和农村
先进文化建设，村民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整体素
质不断提高，文明新风吹遍全村。艺术团通过
创作节目和常年演出，成为华西思想教育的手
段、陶冶情操的创举、净化灵魂的熔炉、村民喜
爱的文化大餐。现在，华西村实现了“三无”，即
无迷信赌博、无上访告状、无重大刑事犯罪。华
西村的发展告诉我们：只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的发展经济，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才能摆
脱贫困，带领老百姓走富裕之路。

感悟华西村 建设新农村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上吾具村 赵军章

我是一名在部队锻炼了十几年的转业军
人，这次能到华西村培训学习，感到非常高兴！

通过几天的学、听和看，以及和一起来的
村书记交流讨论，华西村对我们的启发很大。
华西精神学不完，是强国精神！为啥这样说
呢？我认为，全国最基层的农民富了，说明国
家强大了。吴仁宝精神就是爱国精神。老书
记能想办法带领群众去致富，他不图什么，就
是有一颗为群众奉献的精神，就是有一颗爱国
之心。

华西村被国内外各界人士称赞为“天下
第一村”，也就是这里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最好
的村。不是说富了、有钱了，就是第一村，而
是在各方面都走在了前列，执政能力、党建工
作、群众思想，都很先进，素质很高。尤其是
华西村带动邻村致富，帮助其他省的村致富，
这种帮扶精神在我国的村级单位是独一无二
的！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其实，我们的

村书记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印象面大小的关
系。我们都有着在任期内想办法搞好村里的各
项建设，把群众带动起来，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
想法，但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到最后没能实现。
再一个，就是正在实践中的时候，换届的时间到
了，换下去了没能实现。也有的地区，地域条件
的不同，发展和致富的途径也不一样。
“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在

我们青海，让全国富起来，想都不敢想，只是想
着自己先富起来，实际上只要自己先富起来的

想法，等于是迈开了全国富起来的步子。人都
一样，啥都能满足，也能知足，唯有“金钱”永不
满足，认为自己富了，也就是全国富了。吴仁
宝老书记说得好，“家有黄金数吨，一天只能吃
三吨；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只占一个床
位”，这句话也就说明了不要等、不要抢，不用
法子去弄钱，人各有自己的胃口，自己的活法，
睡着了只占一个床位，而最终去世后，也只能
占一个单人床的位置。

现在，我们那里的党员素质不高，群众思
想比较落后，都有向“钱”看，不向“前”看的思
想，“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的思想依然存
在，导致我们的村干部没有权威、通过这次学
习，我感到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把“法”和“权”
结合起来，把“德”和“威”结合起来，把“法”用
在“权”上，把“德”用在“威”上，这样才能有
“权”、有“威”。

总的来说，这次培训让我们长了见识，也
学到了不少知识，想把自己的村发展成为华
西村一样的村，有很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有动
力。发展致富，不是一二年就能搞起来的事，
但我们要把华西精神和吴仁宝精神，带到自
己的家乡去，做好宣讲工作，加强自身修养，
经常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使党员和群众的素
质有所提高。虽然村干部是“三年就换，家常
便饭”，但我们在任期内要一分钟干好六十
秒，不能怕得罪人，只要听了党的话，就不怕
别人骂。做到这一点，那也是我们工作的一
个进步。

华西精神就是强国精神
□互助县高寨镇西庄村支部书记 蔡录林

在青海省委组织部的精心安排下，
我满怀激情来到早已梦寐以求的华西
村，参加青海省基层“两委”主要负责人
人“解放思想，提升能力，赶超发展”省级
示范专题培训，确实是圆了多年的梦想。

省委组织我们到数千里外的华西村
培训，充分说明各级党组织对基层党支
部的关心和重视，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实现“中国梦”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为青海基层党支部补充更多的新鲜血
液，吸收更多正能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培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们深刻
地感受到了华西村的各方面都在跳跃飞
翔，特别是观看了纪实电影《吴仁宝》后，
让我们对华西村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和认识，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悟。

华西村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和坚定不
移追求理想目标的领导班子，那就是吴
仁宝老书记和吴协恩书记，以及华西村

的党组织。“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这充分体现了华西村领导班子不谋私、
不谋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
德。

华西村有素质的村民，他们爱党、爱
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他们，
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相信社会主义能够
富华西村，也是一定能富中国。华西在
蓬勃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环境的保护，
做到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
山”。所有这些，都为华西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吴仁宝老书记不是神，他是一个人，
一个农民，一个农民的先进者，一个优秀
的农民企业家；他是一个党员，一个优秀
的共产党员，一个享誉各种特殊荣耀的
共产党员；他勤劳、爱民，他坚持了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他始终
做到“三不”，以身作则，自施压力；他是

中国共产党的化身，是华西人民的骄傲，
也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骄傲。

华西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
地方很多：建立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一
个完善的管理制度，一个科学的教育体
系，改变村民思想，提高村民素质，大搞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等等。如何投入到新
农村的建设当中，吴仁宝老书记敢于飞
跃，不断创新，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人
生理想。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借鉴的地
方。

总之，我在华西短暂几日的学习，理
解和感受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但
确实是受益匪浅，深深被华西精神所感
动，被吴仁宝老书记的奉献精神所折
服。我要把华西人这种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敢为天下先、艰苦创业、百折不挠
的发展精神，带到实际工作中去，为我村
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个重要作用。

华西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借鉴
□民和县古鄯镇后山村党支部书记 刘尚好

学习培训期间，华西干部学院精心
安排了内容丰富的教学课程，让我们学
习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实地参观了村容
村貌，农户家庭基础设施建设、公园展
馆，并听取了吴协恩书记的专题报告，充
分领略到了华西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
之新、气魄之大、速度之快，使大家精神
振奋，眼界大开。

华西村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华西村的
特色发展道路、华西人民的艰苦创业、无私
奉献、以人为善、仁义道德、有福民先享，有
难官先当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
示和借鉴。华西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光辉典范。吴仁宝老书记是新时期农村
干部的楷模，通过这次参观培训学习。让
我们青海的基层干部，开阔了眼界，开阔了
思路，同时也使我们对工作目标内涵和工
作要求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既明白了
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什么要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明白了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该怎么干；既看到了华西村新农
村建设的美好前景，又看到了本地农村中
现实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特别是作为一名
最基层的党员干部，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和培训：就是无论职位高低，所肩负的历史
使命都是一样，艰巨而光荣。

学习华西经验和华西老书记的清廉
自守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心中始终装着老
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个
人认为，首先学习华西村认真贯彻执行中
央政策、引领中央政策，结合自己实际，选
准发展道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透视华
西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华西村的发展
不是照搬别人模式，而是坚定不移贯彻执
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借鉴土洋结合的先
进经验，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从广
大群众的利益出发。确立自己发展目标，
其次是要学习华西村长期发展行为发展
是一个永恒的课程，发展无止境，华西村
正是抓住永恒发展这个主题课，在前进道

路上不断修订完善目标向更高境界迈步，
才创造了天下第一村这个世界奇迹。再
次是学习华西村有一个好书记的地位和
作用。上要听中央各级领导的，执行政策
不走样。下要听人民群众的，不断满足人
们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发展需求走共
同富裕之路。虽然几天的参观学习时间
非常短暂，但留给我们的是永恒的记忆，
心灵的净化、思想的升华，强化了我们的
使命意识、责任意识，通过这次参观学习，
一定要把华西村的经验，特别是华西人的
吃苦精神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去。今后我
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学习好、
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做好服务村民的工作，真正起到典型示范
引领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谋划本
村的发展，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共同发展，
真正使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精神振奋 眼界大开
□西宁市城东区泰宁社区先进村支部委员 孙万红

我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有幸成为我们那里的一名村支部书
记。在这次由青海省委组织部与华西干
部学院的精心安排下，不远万里来到了
令人瞩目的焦点，一个中国实现共同富
裕的典型，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
参加为期一周的解放思想，提升能力赶
超发展的省级示范专题培训班。

在这里，我们听取了华西村党委书
记吴协恩及干部学院领导的授课，并实
地观摩了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的故居和
先进事迹展。我感触很多，体会也很多，
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我们那里与华西村的
天壤之别。华西村有一个好的领路人和
领导班子。他们将华西村发展成为一座

城市。可想而知，老书记和华西人，为此
做出的工作和努力有多么大。吴仁宝老
书记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如
一，48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
老百姓谋幸福，办实事、办好事，一心为
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学习老书
记的这种，不谋私、不谋利，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是我们每一名党
员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在分组讨论中，结合本地工作
实际，讨论如何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核
心作用这一主题为提纲。经过进行小组
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我们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新时期，始终确保党在村中各

项事业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加强党的基
层建设，要通过党组织这一桥梁、纽带和
群众紧密相连，终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树立党员在老百姓中的形象，像华西就
是在老书记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党员
和群众的团结和努力下，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奇迹，这一个个创造的奇迹，使得华
西村民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
要以点带面，以面带片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在实际工
作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回去以后要结合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华西精神激励自
己，让我们的村级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
发挥实效，让村民真切地感受党的温暖，
政府的关怀。

让村民真切地感受党的温暖
□青海省大通县青山乡贺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贺洪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