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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组织安排，我于2018年5月7日至
7月7日在华西集团挂职副总经理，并在下
属企业华西铝业锻炼。两个月来，我牢记使
命、严于律己、积极学习，外塑形象，内强素
质，较好的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现总结
如下。
快速融入华西，实现了角色转变。一

是牢牢树立了挂职就是任职的理念，丢下
原单位的日常锁事，全身心投入本公司的
工作，没有三心二意，没有得过且过。二是
多角度多层次多途径了解。在公司，我先
后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与厂长经理交流、与
管理层交朋友等方式，全方位了解、深入车
间询问、参与厂里重大活动和会议等多种
方式，是快速学习相关业务知识、掌握基本
情况；三利用业余时间，参观村内企业、文
化长廊、博物馆等，把华西村当做自己的第
二故乡，深入了解她的历史和现状，思考她
的未来。两个月来，我共参与厂里重大活
动和会议7次，村内重大活动9次，融入安
全生产、环保督察检查活动20余次，陪同洽
谈5次，最大程度将自己变成“华西人”、“铝

业人”。
深入开展学习，实现了经验积累。我

着重学习了华西村的四个方面：一是深入
探究了华西凝聚人心留住人才的方法。

“人心齐，泰山移”，华西的成功离不开人
心所向、人才聚集。从建村到现在，华西
通过精神传承、思想武装、领导带头、利益
共享、保持活力、人尽其才、精神奖励等各
种途径，留住了本村人才，大量吸纳了外
地人才。二是重点学习了华西精神。通过
书籍、报告、实地考察、听人述说，全面了
解华西精神，特别是学习了华西村老书记
吴仁宝身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
创新、真干实干、“与两头保持一致”、“有
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的担当和情怀。
三是倾力学习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学习大
华西村“一分五统”的管理模式——村企分
开，资金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
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学习铝业管理上明方向、定目标、比业绩、
树榜样、抓制度、分类别、勤开会等管理办
法。四是突出研究了华西在精神文明建设
上的模式，通过精神文明公司、艺术团，将
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极高的高度，通
过多种艺术形式和宣传形式，进行精神教
化与引导，让村民、职工的精神提升到一

个空前的高度。对于忠孝礼义信、简俭平
顺和，华西村有太多先进的成体系的做
法，值得借鉴和思考。
时刻牢记使命，注重了党性修养。挂职

锻炼，从三个层面提高了我自己的素养：一
是提高了理论素养，通过听名课、听报告，掌
握最新的理论知识，保证与时代不脱节；二
是学习到时高效的工作方法：例会制度坚持
不更改，会议凝聚思想、一线解决问题等；三
是积淀了企业管理的能力，通过加强与企业
管理层人才的交流与座谈，了解他们企业管
理、党的建设、为人处事、经商经营的方法和
思想，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华西的精神值
得深入学习，华西的发展不可复制。内陆贫
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给我带来了视觉
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但我没有在现实中迷
失自我，始终严格自律，不忘党员身份，遵守
华西管理制度，服从临时支部安排，严守“八
项规定”和请销假制度；同时，也更加坚定了
干一番事业的信念和信心，加快本乡本土的
发展，不辜负组织的重托，不辜负百姓的期
盼。

挂职就是任职
——华西村挂职工作总结

□湖北房县上龛乡乡长 陈 俊

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先生最近出版一部
大书，书名《信仰》。这是为纪念改革开放四
十年，为纪念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逝世五周
年、诞辰九十周年，特约出版的一部专著。
改革开放以来，写吴仁宝同志的文章、

书籍、影视作品、新闻报道，等等，铺天盖地，
如潮如涌，难计其数。写老书记，如何选择
新颖的主题，不是太容易的。我们欣喜地看
到纪硕鸣先生以独到的视角，别具一格的选
材，真诚质朴的笔法，集中地触及到了仁宝
同志思想、境界、精神层面那些丰富多彩、鲜
活生动的往事。读《信仰》这部书，确有一种
翻山越岭、登高望远、攀登人生新境界的感
觉。
建村五十七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仁宝同志领导的华西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几千万人到华西来考察、学习、参观、培训、
旅游度假、体验生活。近几年，华西村每年
接待中外宾客达200万人次。
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人们到华西来，

在这个总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500多人、曾经特别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人
们在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在中国共产党的最
基层，见证了创建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震动全国的辉煌巨变、震惊世界的
天下奇迹！
人们在华西村看到的不只是日益增长

的丰厚的物质财富，不只是优美圣洁的环
境、文明和谐的社会和村民们富裕幸福的生
活；人们尤其体验到一种伟大的精神，那就
是吴仁宝精神。
什么是吴仁宝精神？我们从纪先生的

这部书里看到，吴仁宝精神就是敢于担当、
善于担当的精神，就是超时奋进、忘我奉献
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敢于突破、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创造精神，就是坚定信仰、坚守信
念、初心不改、不辱使命的精神。
仁宝同志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楷

模。我同仁宝同志交往三十年。在我的记
忆里，并没有听他讲过“敢于担当”这个词。
其实他是做得比说得更好，他是敢于担当、
善于担当的伟大实践者。为了使华西村民
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使华西村民
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过上有着足够体面和尊
严的好日子，他把全体村民的艰难愁苦和美
好愿望都扛到自己的肩上，自觉地担起了一
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责任和神圣使命；自
觉地做到不是当官享受，而是当家受累，他
是全村的当家人。他把全村的许许多多的
难题都破解了，很精彩，很神奇，很有创意；
村民为之欢呼，国人为之感动，世界为之震
惊，人们视之为经典。这就叫敢于担当、善
于担当。
仁宝同志不只是与时俱进，他更是超时

奋进，他是真正的奔跑在时间前面的人。他
说：“我别的事不想，我专门想老百姓的事；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他
说：“我最爱好的就是工作。”为了兑现他的
这些庄严承诺，他几十年来都是拼命工作，
超时工作。他是把一天当两天用，每天工作
十多个小时。他不仅看淡官位，看淡物质财
富，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看得很淡、很淡。
像他那样的大明白人还不懂得生命的宝贵、

健康的重要吗？他对自己生命的珍惜，就是
加时加倍工作，拼着老命为村民做事。就是
为了追求他所说的那种“最大的幸福”，他耗
尽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和才智，硬是累病了，
累倒了，累死了！这就叫超时奋进！
仁宝同志不只是无私奉献，他更是忘我奉

献。他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亲民如子、惠民如
子；他是真正的“心里只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
己”；他是真正做到了“四不”：不要我个人这个
大富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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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把村上
历年发给他的一亿五千万元奖金，全部捐献给
了村集体。社会上有人认为吴仁宝搞家族
制。他对我说：“我这一家是为老百姓服务，不
是为自家，是为大家。这样的家庭，我看多一
点好。”他有四儿一女，还有女婿，个个能干，个
个优秀。他多次对我说：“我吴仁宝如果搞个
体，早就是亿万富翁了。我不搞个体。我要华
西村的农民家家都成为大富翁。”为了别人，为
了华西村民，他什么都舍得。1974年，华西有
一家农民12岁的独生儿子，掉河里淹死了，全
家人痛不欲生。老书记说：“我有四个儿，给他
一个”。毅然决定把自己10岁的小儿子送给
了这家农民。这个小儿子就是现任华西村党
委书记吴协恩。他从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得
失。为了村民，为了别人，为了事业，他真正做
到了忘却自我，忘却家庭，甚至忘却自己的一
切。这就叫忘我奉献！
仁宝同志是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突破、敢

于从实际出发的模范。他说：“千难万难，实
事求是最难。只要实事求是，就能大难变小
难，小难变不难。”为了华西村民的富裕幸福，
他善于实事求是地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同华
西村的实际巧妙而又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
具有华西特色的鲜活经验。为了全体村民的
利益，他不讨好，不迎合，不跟风，不屈从，不
慕虚荣，只求实效。他总是激情饱满，充满活
力，总是有着无尽的创造精神。几十年来，老
书记领导的华西村，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生态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独特的

创造。老书记的一生，就是带领华西人不断
地创造美好事物、不断地创造美好生活的一
生。吴仁宝同志最辉煌、最精彩、最可服人
的，就是创造了一个正在大步跨入共产主义
初级阶段的、“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这就
叫敢于从实际出发的创造精神。
仁宝同志始终坚定信仰，坚守信念，说

到做到。他一直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
到他带领村民大规模创业时已经五十多岁
了。他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共产党
员，普通的基层干部。他是既平凡又伟大，
既普通又神奇。他说：“一个人要有信仰。
我就信仰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我就坚
信社会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他不只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他是初心不改、不辱使命，
从不左顾右盼。几十年来，有人骂他，告他，
诬陷他，打击他，嘲讽他，挖苦他；面对持续
不断的曲折艰险、冤屈磨难，他都淡然处之、
一笑了之，都挺过来！为了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宏伟大业，为了村民的富裕幸福，他
不畏难、不犹豫，不懈怠，不停滞，始终高举
共产党员的大旗，带领华西村的共产党员和
村民们，昂首阔步，一路前行，终成大业。这
就叫坚定信仰、坚守信念。
信仰、信念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一种

智慧的力量。吴仁宝老书记始终坚定信仰、
坚守信念，才有了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才有
了超时奋进、忘我奉献；才有了实事求是、敢
于突破。担当，犹如仁宝同志的双肩；奋进、
奉献、实事求是，如同仁宝同志的双手。老
书记是铁肩担信仰，妙手谱华章。正是那样
的信仰，那样的信念，那样的实践，铸就了非
凡的吴仁宝精神，成就了天下第一村的华西
伟业。坚定信仰，坚守信念，又不断地为吴
仁宝精神注入新的活力，确保华西这个“天
下第一村”的典型几十年长盛不衰，屹立不
倒，总是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我特别敬重仁宝同志一心为民的家国

情怀、敢为人先的历史担当；特别敬重他那
崇高的思想境界、奇特的政治智慧、圣洁的
道德人品。常言道：人无完人，做人做事很

难十全十美，我看不见得。吴仁宝就是完
人；他所做的一切善事、好事，一切利国利民
的事，就是十全十美，就是尽善尽美，就是做
到了极致！

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为了什
么？老书记用他的一生作出了回答。他不
是为个人，是为人民；不是为自家，是为大
家。他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仁
宝同志用他一生的勤劳和智慧，带领华西人
谱写了“富民大业”的精彩篇章。

人们从华西村的奇迹感悟到，一个共产
党的基层干部，一旦拥有了吴仁宝老书记那
种伟大的精神，能走多么远，能飞多么高，能
激发出多么巨大的潜能，能战胜多么恶劣的
艰难险阻，能攀登上什么样的高峰，能创造
出多么丰厚的物质财富！

我经常想到仁宝同志。想到老书记，总
会想到天堂。真有天堂吗？我是不相信有
天堂的。我相信共产党，我相信共产主义。
如果真有天堂，我看华西村就是离天堂最近
的村庄。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
想和最终目标，这是明确地写在中国共产党
的章程里的。老书记有那样的信仰、信念，
有那样的思想境界、家国情怀，他必定站得
高，看得远。他看到了共产主义。他不满足
于华西人的初步富裕，不满足于初级阶段的
社会主义。他是把带领华西人建设充分发
展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
义，真正纳入了他的生命日程和工作实践
的。他曾郑重表示：“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
要把什么叫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
为了华西村民实现更高水平的富裕幸福，老
书记确实是把他的整个生命贡献给了他毕
生追求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在华
西村看到了正在喷薄欲出的共产主义的曙
光！看到了真正的人间天堂！

在全国，像华西村那样的60多万个行政
村中，华西村的生产力水平是最高的，是最
富有的。那里没有贫富差别，没有城乡差
别，也没有工农差别，正在缩小体力劳动和

脑力劳动的差别。
华西村实行股份合作制。村民收入有

三个来源：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按资本分红和共产主义的按需
分配。按需分配部分已占到村民人均收入
的20%以上，还在逐年增加。
华西村民是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

爱自己，村民是真正的主人。
华西是“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那

里的干部是真正的公仆。干部和村民相互
信任，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亲如家人。
那里没有贫穷，没有愚昧，真正实现了

共同富裕、家家富裕。那是乡村里的繁华城
市，城市里的美丽乡村。
那里没有贪腐，没有恐惧，没有黑恶势

力，没有仗势欺人，没有巧取豪夺，没有黄毒
赌偷，没有刑事犯罪。
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充

满活力。那里的村民是真正的安居乐业。
那是一片净土，一片沃土；那里是圣洁

的殿堂，是村民的福地，真正的人间乐土。
吴仁宝老书记积五十二年之功力，带领

华西村民创造了日益增长的、巨大的物质财
富。尤其宝贵的是，他给华西村民，给全国
人民，给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留下了极其厚
重的精神财富。那是一座顶天立地的精神
的丰碑，根植在华西村民的心中，巍然耸立
在中华大地上。
吴仁宝精神犹如一盏明灯。老书记走

了，灯依然亮着，把那条践行社会主义、通向
共产主义的富裕、幸福、美丽的华西之路，照
耀的金光灿烂、无比辉煌！

2003年7月，在华西村党委召开的第六届
党代会上，担任了四十二年村党支部书记、村
党总支书记、村党委书记的吴仁宝老书记退下
来了，他在党代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满怀深
情地强调：“华西人要一代强一代、一代胜一
代；华西村党委要带领华西村民不断前进！”
最可欣慰的是，吴协恩书记领导的华西

村，一如既往，坚定对共产党的信仰，坚持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踏着
老书记的足迹，弘扬吴仁宝精神，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更加奋发有为的业绩，继续走在
新时代的最前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为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为最终实
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坚定不移，奋勇前
进！
当今的华西村，已真正成为新时代我国

乡村振兴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纪硕鸣先生精心撰写的这部专著，凡十

大章五十节，洋洋洒洒27万字，非常充分、特
别生动地从各个方面向人们展现了吴仁宝
精神的独特风采。我相信，《信仰》必将让更
多的人从更深的层面、更高的境界，更深刻
地理解华西村这一切辉煌的背后，是吴仁宝
老书记那坚定的信仰、牢固的信念，是老书
记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所焕发的巨大的精
神力量。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一旦影响到
更多人，辐射到更多地方，必将产生更强大
的力量，带来更大范围的深刻变化。

写于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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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的 丰 碑
——纪硕鸣《信仰》序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无锡市委书记 刘济民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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