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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召开纪念吴仁宝老书记
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并且以“改革
开放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推动新
发展”作为一个主题，我认为这是很

有意义的。
我们尊敬的吴仁宝老书记离开

我们5年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萦绕
在我的脑海里面。他的崇高思想和
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前进，他带领
建设的华西村始终是中国实行改革
开放乡村振兴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吴仁宝老书记是共产党员的楷

模，是杰出的乡村干部。他践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于党的事
业，他听党的话，认真学习落实党的
方针、政策。他思想开放，富于改革
创新的精神。他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一心想着为人民谋幸福。他精

神文明、物质文明一起抓，他带领华
西人民通过艰苦奋斗推进农业、农
村的现代化，实行一、二、三产业的
融合发展，早就创造了一个我们现
在乡村振兴要求达到的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天下第一村”。
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

以开阔的胸怀，吸引华西周边的村
加入到华西村，共享华西村的发展
成果。他还以极大的热情承担起培
训全国乡村干部的工作，传播华西
的经验。他还在宁夏、黑龙江建立
了华西的示范村，极大地推动了全

国的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吴仁宝老书记是思想家、改革家、创
业家，也是实干家，是党的改革开
放、乡村振兴的积极的践行者。
吴仁宝老书记离开我们5年

了，值得老书记告慰的是，他带领
创建的华西村的事业在吴协恩书
记的团结带领下，华西人民发扬了
吴仁宝的精神，做到了继往开来，
不断地创新发展。围绕贯彻党的
十九大的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华
西村加强了党的建设，践行新的发
展理念，推动了改革创新，经济发

展和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新的、
骄人的成绩。目前又针对华西的
实际，实施乡村振兴，打造农村都
市。我相信华西村各个方面的发展
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年年都有
新进步。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出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这个《意见》明确提出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
大的决策部署，是决战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大的历史任务。意见明确
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

想和总体要求，并且按照总体要求，
分配就如何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工作
布署。
我相信华西的干部群众，在认

真学习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后，一定会对照中央的意见，
按照新时代发展的宏观要求和华西
村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地在华西村
的发展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我国
有关方面进行改革，改善或加强。
把华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到一个
新的水平，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而提供新的经验，发挥更好的引
领和推动作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的现代化，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我祝愿华西
村更加繁荣兴旺、人民生活更加富
裕幸福。

吴仁宝老书记是杰出的乡村干部
□原国家农业部部长 陈耀邦

我是江苏人，但长时间不在本
省工作，对江苏的领导干部不很熟
悉。要说不熟悉，也认识几个人，比

较熟悉的几个人，就是吴仁宝同志，
接触比较多的，能谈得来的几位同
志。
我和仁宝同志接触有几十年

了，他给我的印象：
第一个，他是个创业者。他所

创的事业都是立功立名的事业，他
所留下的遗产都是可永世的遗产，
我就不展开讲了。
第二个，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家。他出身农民，从事农业活动，
但他的思想境界，他对一些问题的
认识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我们

的杨校长讲得非常好，他理解得更
深刻。
第三个，他是富有创新精神的

一个英雄人物。他一生都是在开拓
前进，忧国忧民，终于取得了成功。
第四个，他是勇于共同富裕的

带头人。一是他把小华西变成大华
西，由几千人变成几万人，让几万人
共同富裕，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是
公共的事业；二是他为全国培养了
许许多多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三
是他不仅把大华西、小华西推向前
进了，取得了成功，还到外地去传播

华西的经验，甚至用物质来支援了
外地的一些地方。
我在宁夏工作时，他就在宁夏

斥资了600万元，建立了宁夏的华西
村。这个村当时是赵毛妹具体主办
的，现在这个村人口已经到了1000
多人了，人均收入已经过万元了。
这在西北来讲，人均收入过万是很
不容易的。前段时间我去看了下，
村庄也很整齐。我把这个情况和现
在的区委书记石泰峰同志交待了，
我说当年我们在这里搞得华西你要
关心。石泰峰同志说很好，马上就

去看。
我就举这么几个例子说明了，

吴仁宝老书记是个勇于实践，为共
同富裕作出了贡献的人。不管从
哪一个方面讲，仁宝同志是值得我
们纪念的，也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各地
都在举行纪念活动。我们也举行
纪念活动，我想我们的纪念活动，
既要纪念伟大时代，还要隆重纪念
我们这个时代所涌现出的英雄人
物。
仁宝走了5年了，老仁宝走了，

小仁宝接班，我们小仁宝工作做得
也确实不错，也是个勇于创新的
人，不仅把大华西、小华西推向前
进了，现在走向世界了。我看了你
们放的一个片子，到日本、美国、非
洲，到了很多国家。他也是个创业
人，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人。我在这
里祝贺，人和事情都是在变化的，
在前进中间，我还希望华西有新的
发展，有新的经验。华西要发展，
根据多少年来的经验，特别根据我
个人的体会，最主要还决定于人，
人是第一位的。
所以要抓住人的需要，人的发

展，用现代文明、现代科技、用现代
社会的价值观，去教育人民，尤其是
教育我们的骨干，我们的领导层，能
够在事业中继续起着模范带头作
用，为华西村作出新的业绩。

吴仁宝老书记是共同富裕的带头人
□安徽省委原书记、宁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 黄璜

吴仁宝老书记离开我们已经5
年了，但是时间的流水并没有冲淡
我们对他的深深的怀念，他的音容
笑貌，他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人
格魅力和骄人的业绩，永远活在我
们大家的心中，也活在我个人的心
中。
我想讲两个具体的事，说明一

下吴仁宝在我心中的份量，和他对
我的影响。
一件事，是最近我写的一本小

说，书名叫《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讲我1982年的人生足迹和将近60
年的理论生涯。这本书里面，有一
个部分叫《思想理论界的良师益
友》，讲我们党和国家里头，在思想
理论界一些同志对我的影响、教诲，
讲了12位同志，其中包括李瑞环同
志，他学哲学、用哲学对我的教育启
发；也讲到了艾思奇同志，他作为人
民的哲学家对我的影响；我还讲到
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南生教授，我
说他是我心中做学问的一面旗帜；
我还讲到人民大学肖教授，那是给

我直接上课的老师，讲到他对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
献。李瑞环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
领导人，说他是思想理论家，我想大
家都是认同的。其他几位同志都是
我们思想理论界的名人大腕，当然
是思想家、理论家。我还写了一位
同志——吴仁宝，我的题名就叫做
《中国农民思想家——吴仁宝》。心
中真诚的认定，他就是思想家，他真
懂理论，真有思想，而且他这种理
论、思想，影响的范围十分广大，也
会十分的久远。所以我觉得，称他
是中国农民思想家是实至名归，并
非我的溢美之词。
再一件事，我在中央党校和各

地讲学的时候，讲一个题目，叫《提
高战略思维能力》，讲了将近20年，
讲的时候，我总要提到吴仁宝，为什
么呢？因为许多人认为，战略思维
那是大领导的事，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们是战略家，所以他要有战略思
维，而我们一般的干部似乎没有什
么必要讲那么大的词，做好具体活
就行了。因为有这个认识，所以我
就要讲一讲，大人物需要战略思维，
小人物也需要，有了战略思维，那个
领导层次、工作水平是不一样的，我
就举吴仁宝。吴仁宝懂全局，抓大
事，重统筹，看长远，我说这就是他
的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我举了很
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听众里面经
常在这个地方响起热烈的掌声。我

这个是说真话，说吴仁宝真厉害，我
讲课有掌声的地方不是很多，这个
地方经常引起掌声。就是说不仅我
认可他，很多干部都认可他，他是中
国农民的思想家。我不好在书面
上、报纸上去讲，在我们工农出身的
干部里面，上有李瑞环，下有吴仁
宝，这是我们工农干部里面成长出
来的。
吴仁宝生前讲过一段话，我记

忆深刻，他讲人活着为什么，人死了
留下什么，人死了，死了即了，但了
的是物质，精神没有了，我们活在这
个世界上，应该给子孙们留下更好
的财富，是精神财富，是更好的形
象，这就是他的生死观、人生观。留
下精神财富，确实是吴仁宝不仅给
我们留下的富裕的华西村，而且创
造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吴仁宝精神，
这个精神是更加管长期的，管根本
的。
我们新书记对吴仁宝精神有很

好的阐述，他说最重要的是三条：一
个他是理想信念坚定的人，一个他
是留下思想的人，一个是他把幸福
留给了别人的人。这个概括非常的
好，抓住了吴仁宝精神的实质和根
本。吴仁宝确实是理想信念坚定的
人。他亲自撰写的《华西村歌》，集
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华西的天是共
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
地，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这就是
他的信念，几十年风风雨雨，不畏任

何风险所惧，不畏任何干扰所惑，这
两句话都是中央说的，我加一句，吴
仁宝也不畏各种流言蜚语所扰，关
于华西村的流言蜚语也是有的，走
自己的路，他用“天下第一村”的实
践、用全体华西人富裕的美好新生
活阐述了自己的信念，践行了自己
的信念，这是他不仅说得好，他做得
好，所以我们就记住他。他确实是
给我们留下了思想，他真懂马克思
主义，真懂社会主义，真懂辩证法，
真有哲学智慧。你看他的话不多，
但是言简意赅，马克思主义要中国
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华西
化。前面这个大家都在说，中央也
在说，后面这个话是他说的，他说得
是对的，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实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科书上的
教条，而是作为指导思想，要以它为
指导研究我们的实际，化为具体的
方针政策办法，否则是不管用的。
吴仁宝的名言，“人民幸福就是

社会主义，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
义”，两句话，言简意赅，我看他比某
些长篇大论更管用。多少年我们政
治家、理论家讲的社会主义，最后证
明没有他站得住，他这两句话站得
住，从价值观的角度论证了我们为
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社会主
义值得我们为他流血牺牲，就是因
为他能给我们带来幸福。讲得多
好，他真懂辩证法，你看他的名言真
懂的，不但要口袋富，还要脑袋富，

两富一起富才是真正富。确实是光
口袋富，脑袋穷那是不行的，那是
土豪，土豪就是有几个臭钱，不知
道怎么折腾，他没有精神文明，讲
得深刻。吃透上头，了解下头，结
合两头，就有奔头，这家伙把我们
领导工作的根本要求讲明白了，结
合两头就有奔头，你不结合两头肯
定没有奔头，讲得多好，话都不在
多，管用。国家一头依法交足，集
体一头积累留足，百姓一头保证富
足，三足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统
筹兼顾的辩证法。
所以这些诸如此类的东西，他

的哲学是生活的哲学，是实践的
哲学，因此他是管用的哲学，所以
我们说他是思想家不为过，很多
思想家讲不出这样的道理，有些
思想家的作品除了自我欣赏之
外，别人没看懂。我们都看不明
白，念了那么多年书，那人家基本
群众没读更看不明白，自拉自唱，
那不行的。
吴仁宝也确实是把幸福留给了

别人的人，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奋斗，
带领华西村的民众，把一个负债累
累、贫穷的华西村，变成今天年销售
收入500多亿元欣欣向荣的“天下第
一村”。吴仁宝的贡献不给未知，留
给了我们后人，留给了我们大家幸
福。他的名言方才几个同志都说
了，有难干部先当，有福群众先享。
说得多好，你说得更好的是他做得

好。当然有的人说都说不好，那更
做不好。他不仅说得好还做得好。
他的三条规定，不住全村最好的房
子，不拿最高的工资，不拿最高的奖
金，说到做到。不仅这三条，上级给
的奖金分文不取，交给集体，不容
易。因为人在利益面前这样干净利
落，我说不容易。人都有私念的，
你们说呢，我说都有。但是他就是
这么干净利落，不容易。全村都住
了这么好的别墅，而且新一代的别
墅。他还住半个世纪前的，那个简
易的房子里头，这是一种什么境
界？这种事我不用说，那些具体的
事大家比我还详细，因为我毕竟是
来几次表面地看，知道的不怎么
多，数不胜数，是把幸福留给大家
的人。
吴仁宝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协恩说的叫
精神富矿，我给他加个定语，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
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
时代。这是一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时代，是从发展不充分不平
衡，走向充分平衡发展的新时代，从
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的新时代。新
时代要求我们有新的精神状态，有
新的努力和新的奋斗。但是在奋斗
的过程中，吴仁宝留下的精神财富
将继续给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
我非常赞成吴协恩同志说的，

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谱写新篇章，
创造新业绩。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
纪念他的意义，纪念吴仁宝创造新
业绩。

吴仁宝老书记是中国农民思想家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杨春贵

我刚才就坐在高省长的旁边，
听他的讲话，看着他念字，我非常感
动！因为在43年前我离开这片土地
的时候，我们的顾省长、我们的高省
长、我们的秦书记，都是在这块土地
上的风云人物，是我心目当中的英
雄。他们跟吴仁宝老先生是一代
人，跟我的父亲也是一代人，我看到
他们今天尽管连念字都颤颤悠悠，
但是他们依然在我的心目当中，是
这块土地上的英雄，他们像吴仁宝
一个样，创造了这块历史的辉煌。
所以，我很感动！

13年前，我奉中宣部的指令，给

吴仁宝老书记写了一篇文章，当初
题目用的是《我们可以称他是伟
人》，作品发表以后，有些人对这个
题目不太同意，但是后来中央领导
看了以后，觉得挺好，吴仁宝就是我
们中国农民的伟人。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马克思有

一段话，真是印证了我当年对吴仁
宝的评价。马克思在一篇为青年选
择职业时的考虑当中，他讲了这样
一段话：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
标，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
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
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
是伟大的，那他实际上也是伟大的
人。我觉得吴仁宝老先生就是这样
的人。
前些日子，我们征得协恩书记

的意见，在我们中国作家协会搞了
一次“学习吴仁宝，建设新农村”的
诗歌征文活动，有5000多名诗人参
加了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振奋，我
也受其感染，在春节前从北京回家
乡的高铁路上，我也写了一首诗，

我给大家念一下：

吴仁宝，你是人民的宝

也许，从你出生的那一天起
就注定了你是一个难得的宝
所以父母给你起了个
特别温馨的名字——吴仁宝

吴国之地的大江南岸
曾经长满了芦苇与杂草
始从伯泰与仲雍二皇兄的到来
以及季札和历代圣贤的鞠躬劳操
才有了鱼米水乡的
飘香麦稻

而你，出生在那个贫苦的年代
贫瘠的土地，以及贫瘠的村庄
和贫瘠的乡间小道

后来你入了党
懂得了翻身做主
还需改变旧貌以及落后的村庄
和把百姓的肚子填饱

孩子们能够高高兴兴地上学

于是你把锄头举得高高
你把水车踩得清流滔滔
你领着乡亲们高唱
“高田塘，高田塘
从今以后别再让农民心头发慌……”

那个时候你多年轻
多朝气，多豪情
乡亲们就冲你说
带着我们朝幸福的大道
奔跑吧，奔跑

是啊，那个时候你就明白
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
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
华西人的生活
就该是幸福的天堂
为了这，你开始
磨房里办小厂
你开始水稻夺吨粮
你开始将全村的草棚
改建成一栋栋青瓦白墙的新房

就在那时，你从乡亲们的脸上
明白了一个道理：
百姓的幸福才是我的幸福
人民的健康才是我的健康
才是我长远的希望

从此你不再犹豫
不再徘徊
不再被各种风云而左右
不再为“姓资”还是“姓社”
所折腾与伤心、伤脑

你用你的智慧
带领乡亲们告别贫穷
你用你的汗水
帮助村民们建起别墅洋房
还有每天、每时的声声问好

你以农民的心思
想着农民的事
为他人的每一份存单
留下你的信誉和永远不赔的保障
你以农民的感情

想着种田人的辛苦与辛劳
于是你让种田人开着宝马去耕作
去收割油莱、看护水稻

你以农民的目光
想着孩子们的未来
给他们提供最好的学堂与奖学金

或许是你把华西建得太好
或许你把社会主义的旗帜举得太久
或许你只知道想着百姓的事
或许你把人的贪欲早已看透
所以有人总在琢磨
为什么不把集体的财富分了
为什么不把共产党的牌子砸了
为什么你吴仁宝永远不倒——

面对东风的潇冷
西风的刺骨
南风的阴森
北风的严寒
还有地风的阴险
你总是轻轻地一笑
随它们去吧，我就是——吴仁宝

吴仁宝啊吴仁宝
你是华西的灵魂
你是人民的代表
你是中国的天空
人民的宝

吴仁宝，你是人民的宝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