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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基层的乡镇代表，来
参加这个座谈会，感到无比地激动，
同时也非常有幸能与各位领导、同
志们一起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纪
念吴仁宝老书记诞辰90周年，深切
缅怀老书记为华西、为华士、为江
阴、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
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追思和学习
他一生践行群众路线、生命不息、服
务不止的崇高风范。

吴仁宝老书记，是植根于我们华士
这片热土孕育成长出来的伟大人
物。老书记是华士人，这是我们华
士最大的荣耀；华西村在华士镇，这
是我们华士最亮的名片。尽管老书
记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
存、思想永在。特别是老书记以他
农民思想家的睿智，给我们留下了
丰富的思想真谛和发展之道，值得
我们基层干部永远学习和传承。在
这里，我想借用老书记的三句特色
语，来汇报一下我学习老书记的体
会和认识。

第一句：吴仁宝老书记的为官
箴言是：“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
当。”我们纪念老书记，就是要学习
他热爱人民、心系群众的赤子情
怀。老书记一生始终把群众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是我最大幸福”的真挚情怀和质
朴本色，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生
献给了造福农民的伟大事业。他时
刻不忘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责
任，认定“为人民服务可以终身制”，
生命不息、服务不止。我们学习老
书记，就是要像他一样把富裕百姓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努力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第二句：吴仁宝老书记的修身
箴言是：“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
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
也只占一个床位。”我们纪念老书
记，就是要学习他艰苦奋斗、清正廉
洁的崇高品质。老书记的一生光明
磊落、公道正派，一生严于律己、廉
洁奉公。对自己，他生活简朴、淡泊
名利，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从不计较
个人荣辱；对子女，他以身作则、严

慈相济，言传身教树起了优良家风；
对党员干部，他严格要求、真诚关怀，
身体力行地立起了精神丰碑。我们
学习老书记，就是要像他一样清清白
白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以过硬
的素质和清廉的形象，肩负起推动新
时代基层改革发展的重任。

第三句：吴仁宝老书记的发展
箴言是：“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
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我们纪念
老书记，就是要学习他矢志发展、勇
争一流的远大志向。老书记的一生
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开
拓创新的思想活力，他认为“改革是
大势所趋，只有做改革的实践者、维
护者，最终才是改革的受益者”，他
倡导“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一起抓”，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不管面对荣
誉还是挑战，都矢志发展不动摇，靠

苦干实干战胜困难，用创新思路打
开局面，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
列。我们学习老书记，就是要像他
一样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把新发
展理念贯穿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全方位，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
民检验的工作实绩。

虽然，老书记离开我们已经五
周年了，但他的精神品质一直在激
励着华西和华士不断前行。正如协
恩书记所说“生命不等于呼吸，重在
精神的延续”。自2003年我们协恩
书记接棒上任以来，他始终传承吴
仁宝老书记忠诚于党、实事求是、艰
苦创业的崇高精神，带领华西干部
群众树立建设“百年企业、百年村
庄”的发展新理念，以深化改革、转
型升级培育可持续发展新动能，以
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拓宽为民造福

的新道路，以文化建设、治理创新培
育文明和谐的新风尚，以务实清廉、
率先垂范推动党的建设新发展，在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创造了
崭新业绩。在我们协恩书记的正确
带领下，华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
良好势头，各项事业发展跃上了新
的台阶，他也因此赢得了华西干部
群众的衷心拥护。今天的华西人
民，正在以协恩书记为带头人的好
班子领导下，发展立足高质量，奋斗
迈向新时代，不断续写着老书记创
造的辉煌，使得华西“天下第一村”
这块金字招牌更加熠熠生辉。作为
地方党委、政府，我们华士镇将一如
既往地带头学习好老书记的精神、
全力支持好华西的发展。这里，我
们也要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同志
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华士、对华西的
关心支持。进入新时代，我们将在
中央、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扎实工作，把华士的明天建设得
更加美好，为我们江阴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新境界，作出我们华士新
的更大的贡献！

吴仁宝老书记的精神永存、思想永在
□华士镇党委书记 翟菁

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就像每
年华西村365天，天天都是好日子一
样。五年前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
还有伤痛，我们还在担忧，但是今
天，五年以后我们没有悲悯，我们没
有痛苦。我们对老书记只有敬仰，
只有尊重。因为，我们在享受着，老
书记给我们留下的精神和物质财
富。

今天华西走的路，今天我们在
实现全面小康走的路，其实都是老
书记在华西奠定的这么一个路线。
时间关系，我想我大概想讲，四个感
受，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感受，实践。老书记，在
纪录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
一个中华民族振兴、民族复兴、中
国梦实现的一个忠诚的实践者。为
什么这么说？这个中国梦，其实，
总书记给我们，更贴切现实地讲
了，共产党的这个初心。所以，这
个50多年来，华西走过的路，就是
老书记一心想奔走在中国梦这条路
上的路。

第二个感受，精神。什么是老
书记的精神？刚刚顾秀莲副委员长
跟我们很全面地做了一个讲解。那

么，我从我的理解当中把它最核心
的，用四句话来表示老书记的一个
精神，那就是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
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和一直坚
持的集体主义的路，以及他所要实
现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样的一种
精神，其实也没有什么高不可攀。
你去翻开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里面
全部都讲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的精神，在老书记身上的体现。只
不过，在共产党发展的长河、历史
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党员包括我自
己，我曾经是党员，后来去了香港，
是党组织说你自动退党，但是我想
我还是接受了党的教育，还是有共
产党的这种信仰信念在。我们跟老
书记相比较，一个普通共产党员，
他能做到的，我们做不到；他能做

好的，我们做不好。这种精神，就
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应该有的精
神。

第三个感受，传承。在谈到华
西，谈到老书记的时候，不少人都
会说，华西，不能复制，华西学不
了，我们那边不会出现吴仁宝老书
记。对华西的经验，不少人在他那
边实现，是持否定态度的。我想讲
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华西的精
神、吴仁宝的这个精神，学不了，传
承不了，复制不了，那么，华西的接
班就没有意义。其实我们看华西，
华西这五年来，华西的发展更是蓬
蓬勃勃，华西的老书记的精神更璀
璨。如果说，华西不能复制，华西
不能学习，华西不能够效仿，那个
传承也就没有意义，但从现实来

看，我觉得传承是有意义的，而且
做得非常好。总书记曾经说过，如
果我们的后人，不坚持社会主义的
信仰；如果我们的后人，不坚持共
产党的领导，国家的发展改旗易
帜，那我们今天的奋斗就毫无意
义。那同样，如果说，这个老书记
的思想、理念，他的这个精神不能
效仿，不能学习。那么，我们在大
力宣扬、弘扬老书记的精神，也就
没有意义。今天我们缅怀老书记，
其实就是要告诉世人，老书记的精
神，老书记的思想。他所走过的
路，是可以复制，是可以学习，是可
以效仿，是可以创新的。

第四个感受，成功。什么是
叫做成功？现在社会上，因为我
在写老书记这本书，跟一些朋友，

谈论得就比较多，也看到社会上
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对这个华
西，其实在老书记在的时候，就有
各种各样不同的非议，那老书记
走了以后，更多奇异的眼光落在
华西，也是不足为奇。各种非议，
也非常多，很多人就会认为，华西
的路并不一定是中国社会主义特
色成功的路，那么我跟他们在谈
论过程当中，我讲了我的观点。
我说看你怎么去看，怎么去定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你去和谁
比，如果拿华西，去跟马云比，当
然没有马云那么一上市就几千亿
元的，这个钱哗哗进来那么成功；
如果去跟马化腾比，马化腾今年
已经是全球华人的首富，他超过
了李嘉诚，华西也没有这样的一
种富豪，这么有钱的富豪。但是，
我说我看到的华西，他有理想、有
信念，有这个村的社会和谐，有他
的共同富裕。仅此这些，我觉得，
就足以让我们为华西骄傲，为华
西感到自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明天，我们感到有信心。

信仰
□香港超讯国际传媒总编辑、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 纪硕鸣

(上接5版)所以他能够始终的
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以已有的成绩
所陶醉，不受过去的经验所束缚，
坚持解放思想不断的创新。纪硕
鸣总编的书里面，我看有的词用得
很好。他是超时奋进，不仅仅是与
时俱进，超时奋进走在时代的前
面。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能先人一
拍、快人一步、高人一筹，始终走在
时代的前列。现在大家都在关注
华西的转型发展之路，实际上吴仁
宝同志生前很早就考虑到了，他曾
经专门到南京和我来谈转型发展
的思路。我2010年就带队到华西
来调研，他给我做了个介绍，用非
常精辟、简单的语言来介绍华西转
型发展的思路。我现在还记得清
清楚楚。概括起来两句话，人创高
素质，地创高产出。具体来讲就是
三创三转：创效、创优、创新。三转
就是数量转质量，体力转脑力，传
统转现代。我来调查研究以后，专
门开了场会，汇报华西转型发展的
新经验。省委专门发了文件，来学
习华西怎么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
新经验。所以吴协恩同志讲了，华
西新的一代人就是在老书记打下
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是很有道理
的。我们学习吴仁宝同志，就是要
学习他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不懈奋斗的精神。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紧紧做到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三是明德修身，一心为民的高

尚情怀。吴仁宝同志生前获得过
很多荣誉和奖励，他自己说过一句
话，“我最看重的是优秀共产党人
这个称号和荣誉”。吴仁宝同志是
当之无愧的优秀共产党人和干部
的楷模，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
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他
以自己的行动来诠释了共产党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
产党的干部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
担当。他说，“有福民先享、有难官
先当”，这是他的格言也是座右
铭。他经常讲，“家有黄金数吨，一
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
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头。”他和自
己约法三章，不拿全村最高的工
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
村最好的房子，这些都充分解释了
共产党人一心为民、无偿奉献的崇
高情怀。他以严格的纪律，榜样的
力量，团结带领华西的领导班子发
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党组织赢得了民心。吴仁宝同志
真正做到了以德修身，以德服人，
以德服众，以德传人。他要求华西

的干部，富了要三不忘，不忘六爱，
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
舍，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
自己。吴仁宝同志自己以身作则，
学习举范，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保
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与他接触过
的同志都知道，都感受得到，在他
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品德，吴仁宝同志是个非常
重感情的人。我一直讲，吴仁宝同
志既重原则，又重感情，顾秀莲副
委员长讲了和我们各级领导同志
的交流细节。我自己和他交往将
近半个世纪，很重感情。凡是对支
持华西发展，关心华西的同志，不
管什么时候，他非常感恩。在座的
很多都是研究华西，非常了解华西
村的，对曾经领导过他的领导，不
管你在位不在位，非常重感情。我
讲个细节，华西本来是苏州地区
的，江阴后来划到无锡市管。苏州
地委的一批老的领导同志，他经常
去拜访，过年过节有时候要请他们
到华西来看望。这个我知道，因为
苏州的同志告诉我的。我在苏州
工作过，和他交往过的同志都有这
么深刻的感受。他是个既重原则，
又重感情，重亲情的一位同志。吴
仁宝同志严以律己，诚恳待人，在
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美德。我们缅怀吴仁宝同志就
是要学习他明德修身、一心为民奉
献的高尚情怀；不忘共产党人的初
心，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富的根本
宗旨，紧紧地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
模范作用。
中国作家协会何建明副主席

朗诵了一段充满感情的新作。我
们的杨春贵副校长又从思想的高
度来介绍，阐述了吴仁宝这个典
型。我非常赞成吴仁宝同志是优
秀的中国农民思想家，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实干家。在上世
纪90年代的时候他就讲了，他一
直讲的两句话。他说吴仁宝是中
国农民的思想家，他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有他独道的见解。他就
信仰他两句话，“叫什么是社会主
义？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全
世界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这
是刚才杨副校长讲的，杨副校长
刚才讲得非常精彩，我听了很受
启发。我们很多理论家，甚至很
多文章，长篇大论，说得清楚的事
情，他用非常简明、非常精辟的语
言就解释得非常清楚，老百姓就
非常信仰。我曾经在江苏工作
过，也讲过几句话。我说华西不
仅为我们江苏争了光，为我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增了光，为共产

党人增了光。有一位德国政要到
这里访问，他就说华西的富裕让
我们看到了马克思100多年前所
描绘的、所追求的共产党人，原话
我记不清了，但就是这个意思。
也有的外国人到华西来看了，像
华西村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是
华西村这个典型，吴仁宝这个典
型，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江苏，远
远超出中国。
刚才几位领导都讲得非常好，

我听了刚才顾秀莲副委员长讲的，
影响在官场上也很大。确实是为我
们共产党增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增光。我前两天看了省委研究室
关于华西创新发展的调研报告，因
为吴协恩同志上个星期要我来参加
这个座谈会，我就又把华西的很多
材料拿出来看了，这个材料全面地
总结了华西近几年来的经济发展。
我听了刚才吴协恩同志的讲话和介
绍，觉得讲得非常好。我要说句话，
我们大家听了有这样的感受，继承
了、传承了吴仁宝同志的风格，既有
实践，又有理论的思考，有些话也很
精辟。我对华西还是比较了解的，
虽然退下来六七年了，但是有一个
好处，吴协恩同志在省里是人大常
委，连续开了几次会。他凡是到南
京来都要到我那里坐坐，我就问问

他的情况，他也给我介绍介绍每阶
段的最新的情况。我也从内心为华
西转型的发展阶段所取得的新的成
绩、所创造的新的经验感到由衷的
高兴。刚才有的领导也讲了，任何
一个先进单位，任何一个先进人物
并不是没有非议的，有的时候也蛮
厉害的。华西的经验、吴仁宝的先
进典型，经历了历史的检验、经得起
历史的检验。大家都看到了，经过
了这么多风浪，经得起考验，经历了
考验。为什么经历了考验，经得起
考验？
我刚才讲了三条，是我的感受，

那么多领导想了很多，都是他们的
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华西的发展
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
我衷心地祝愿华西在习近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再创
辉煌，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
好。
今天在座的都是非常了解华

西、非常关心华西的，一直以来都是
支持华西、宣传华西的一些同志。
那么在当今的情况下，我是作为一
个老同志，希望我们大家要继续学
习吴仁宝，学习华西，继续关心华
西、支持华西，继续来宣传华西。

吴仁宝老书记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