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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发展离不开思想的引领、理念的创新。吴协恩书记自2003年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以来，坚持学习传承吴仁宝老书记的
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团结带领华西村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观察国内国际形势、推动华西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中，吴协恩书记有很多的感悟和体会。现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坚持特色发展理念 引领华西砥砺前行
——吴协恩书记言论选摘

论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

着再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办法做现在的事，
因为过去的钥匙打不开现在的锁，唯一的出
路，在于创新。

●有的时候，不是时代进步得太快，而
是人的观念转变得太慢，甚至不愿意去转
变。华西就是要始终快一拍、领着走，而不
是慢一拍、跟着走。

●华西要发展，离不开时代背景、离不
开国际环境、离不开国家稳定。把握时代脉
搏，才能找准历史定位；认清国际形势，才能
看准未来趋势；紧跟国家脚步，才能踩准发
展节拍。

●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某个方面高
质量，而是全面高质量。高质量发展，首先
要有高质量的人，有了高质量的人，才会有
其他的高质量。

●高质量的“高”，是在解决“有没有”的
问题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在解决“快不
快”的问题后，解决“久不久”的问题。

●对照省委提出的“六个高质量”，华西
也有自己的“六个高质量”：坚持高质量规
划，既算眼前账，更算长远账；实施高质量创
新，既重老产业，更拓新产业；培育高质量人
才，既能送出去，更能引进来；提升高质量管
理，既讲法治化，更讲人性化；推进高质量改
革，既要看得见，更要摸得着；做到高质量富
民，既讲富口袋，更重富脑袋。

●没有绝对成功的企业，只有跟上时代
的企业。任何企业的成功之路，不过是踏上
了时代的节拍！但我们是人不是神，谁也不
可能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时代瞬息万变，
我们必须超前布局。如果今天不养猫，明天
会有猫吗？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
业结构。

●现在已经是思想先行、理论先行的时
代，尤其是对于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说，有时
候一个好的想法就能带来一个全新的产
业。一旦你有了好的想法，就要付诸行动。
如果你不赶紧按照想的方式去做，那么迟早
你会按照做的方式去想。按照想的方式去
做，就是主动创造，做在前面；按照做的方式
去想，就是被动应对，落在后面。

●我们的思想要与时代同频共振，不能
身体进入“新时代”，思想停在“旧社会”。我
们现在做企业，每天都在面对三种冲击：商
业模式的冲击、思维观念的冲击、市场变化
的冲击。所以，不解放思想不行，思想解放
慢了也不行，解放思想必须与时俱进！

●当今时代，赚钱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你和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二是你和
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想法一样叫“做
产品”，想法不一样叫“做投资”。

●当今世界，中美两国无论是在政治经
济上，还是在价值观念上，都形成了“两分天
下”的局面，两国“摊牌”在所难免。我认为，
美国有三张牌可以打：第一张是贸易牌，这
是最难应对的；第二张是恐吓牌，这是最难
交涉的；第三张是引诱牌，这是最难防范的。

论信仰
●作为一名干部，一定要坚定对党的信

仰。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你可以干事，但
干不了大事。

●西方人可以信仰上帝，我们为什么不
能信仰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我们华西人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总结了两句话：
强村富民依靠中国共产党，国泰民安总归社
会主义好！

●一个单位最难统一的是思想，但只要
思想统一了，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老书记为什么讲得出那么多经典语
言，因为他有家国情怀。如果没有这种家国
情怀，小格局是讲不出这些大格局的话的。
某种程度上说，家国情怀就是信仰问题。老
书记正因为有坚定的信仰，所以他真正做到
了“忘我”。人一旦“忘我”，还有什么干不成
呢？只有来不及干！

●一个人没有信仰，是干不了大事的，
而没有忠诚，能力再强也一文不值。我们干
工作要有责任，但不能只凭简单的责任，对
工作要热爱。当你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工
作，就一定能干出成绩。

●华西多年来的发展也充分印证了一

句话：党建强则村强、党建兴则业兴。我们
以抓党建为龙头、为核心、为根本，通过群众
路线、弘扬民主等方式，使“民主集中”的决
策机制更科学、使“无记名投票”的考核机制
更合理、使“不是少数人监督多数人，而是多
数人监督少数人”的监督机制更到位。

●建村50多年来，我们华西始终“一头
同中央及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头同老百姓
保持一致”。像在干群教育上，既没有“淡
季”，也没有“旺季”，而是几十年的“一贯
制”，不仅常抓不懈，而且常抓常新。

●华西村成功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加强党性教育，坚定党的信仰，坚持
走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这是
我们的根本。

●华西干部一定要经常更新自己的观
念，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但要尽可能多学，
唯有学习让人不落伍。

●忠诚容不得半点含糊，一定要绝对，
如果忠诚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忠诚！

●正如总书记在徐州考察时强调的：
“农村要发展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
班子和好带头人！”我认为，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就是要抓好“关键少数”，也就是抓好
干部、抓好带头人、抓好一把手！

●一名骨干，干事一定要积极主动。很
多事情不是因为困难才不去干，而是因为不
去干所以才困难。一个人学会了积极主动，
就没有什么干不成，只有来不及干。

●大家不要总是“经验主义”，要多做学
生；也不要总是“习惯思维”，要多找差距。

论改革
●华西村的发展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

的一个重要见证，以及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
历史缩影！特别是听了总书记关于改革开
放的重要论述，华西村民都觉得：华西虽然
不是特区，但具备特区精神，因为几十年来
华西人一贯大胆试、大胆闯、主动改、扎实
干。

●我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守是
守不住的，只能创。改革开放一定要再出
发，不出发，什么也没有；不再出发，已经有
的也一样会失去！

●改革一定会带来阵痛，但不改革会疼
死。改革就是检验我们有没有“打破固有模
式”的胆量、有没有“冲破约定俗成”的见识。

●过去的体制在过去是好的，是能够推
动发展的，是能够调动积极性的，也是能够
保障共同富裕的。但时代变了，过去的体制
也适应不了现在的形势。唯一的出路就是
改革。

●华西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不改革，影
响健康长寿。大家要明确，我们不是“变”，
而是“改”，改用人、改制度、改股份，要改出
主动性、改出责任心、改出进取心。

●改革，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但我们干部的工作，就是与困难打交
道，如果不去处理困难，要我们这些干部干
什么？我们做事，不能只求过得去，而要过
得硬，也不要只会说“不能办”，而要说“怎么
办”。

●改革一定要细化，改成什么样要有标
准、怎么改要有措施、什么时间改完要有限
制、改得怎么样要有考核，让每个人都明确
“应该怎么做，做到怎么样，违反了怎么办”，
让处处有标准、人人有考核、事事有反馈。

●改革时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
正因为有问题，我们才改革，否则改革改什
么。改革之后，不再有“大锅饭”，只能靠本
事吃饭。

●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套上改革的“帽
子”社会上有些人谈到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
时，总要套上改革的“帽子”。我总觉得，我
们不能把要做的事情都纳入“改革的范畴”，
不能把自己的主张都装入“特色的篮子”，不
能把工作的失误都归于“客观的原因”，凡事
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改革面前，大家不要随波逐流，要有
自己的想法；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看
法；不要照搬照抄，要有自己的办法。我们
就是要以革故鼎新的魄力构建新格局，以创
新驱动的战略打造新引擎，以雷厉风行的作
风推动新改革，让村庄多一点新的变化，让
百姓多一点幸福安康，让干部多一点责任担
当，让发展多一点远见卓识，让未来多一点
真正希望。

●回顾华西这40年里的人和事，我有

这样一个感觉：在改革开放中，个别华西人
以前更多的是“琢磨人”，现在的华西人更多
的是“琢磨事”，我们不要以“人际关系”为做
事的“消耗”，而要以“办成事情”为做人的
“必要”。

论思想
●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是思

想的创造者，绝大部分人是思想的追随者。
像吴仁宝老书记就是思想的创造者。

●推动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
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过去的经验不等
于现在仍适用，今天的能力也不一定能适应
未来。解放思想，需要参考过去的发展经
验，更要跳出僵化的惯性思维。

●俗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于解
放思想而言，不是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只有
解放思想领先，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领先！

●1978年之后，华西人实现了四次思
想大解放：一是80年代把握“统与分”的辩
证；二是90年代化解“公与私”的矛盾；三是
新世纪初实现“量到质”的转型；四是十八大
后明确“好与久”的思路。每一次思想大解
放，都把华西经济带上了一个新台阶。1978
年华西全村交税28.18万，2017年底交税
13.56亿，增长了4811倍。村民的人均年收
入从1978年的220元，增长到了现在的9.05
万元，增长了410倍，实现了“地创高产出，
人创高素质”。

●解放思想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思
想解放，不代表现在继续思想解放，更不代
表将来也能思想解放。解放思想必须与时
俱进，要“打开窗户说亮话”，从陈旧的观念、
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本质上
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先看见，然
后相信；极少一部分人，是先相信，然后看
见。这极少的一部分人，称之为领导者。比
如马云，我现在对他善于“画饼”特别感兴
趣，“画饼”就是梦想，如果你连“饼”都不敢
画，又怎么让下面的人跟着你干？

●不管做企业，还是做人，要学会利
他。利他就是利己，你为别人着想就是为自
己着想，你让别人舒服了，别人也会让你舒
服。懂得利他的人，都是善于查找自身缺点
的，因为他会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

●辩证思维就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既
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足的一面；既
要看到主观的一面，也要看到客观的一面；
既要看到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统一的一
面。我提出的“变与不变”，“不做大池里的
小鱼，要做小池里的大鱼”“不是少数人监督
多数人，而是多数人监督少数人”“不以华西
为世界，而以世界为华西”等，都是用辩证思
维推导出来的。

●对待同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人家看
不到的东西，要感悟到人家感悟不到的东
西，这才是水平，这才是能力。有时候看不
见的才是最有价值的。

●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不要别
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尤其是当别人都在讲
“不可能”的时候，你要从另外的角度想一
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我总觉得，
很多人做事之所以难以取得突破，不是他们
能力不行，而是他们习惯于用“不可能”来否
定自己的想法。

论传承
●老书记之所以这么伟大，关键是他始

终做到了这样三条：第一，他是一个理想信
念坚定的人；第二，他是一个能够留下思想
的人；第三，他是一个把幸福留给别人的
人。老书记身上好学的东西，我要先学。为
此，从2013年开始，我不拿奖金，只拿每月
3500元的基本工资，其实上级这些年来批
给我的奖金，至今已有1亿元，我也全部留
给了集体。

●华西的发展要坚持“变与不变”：变的
是方式和方法，不变的是道路和信仰；变的
是能力和创新，不变的是根基和底线；变的
是体制和机制，不变的是责任和使命。

●生命不等于呼吸，重在精神的延续。
老书记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为华西人留下
了物质的高楼大厦，而在于他留下了思想的
高楼大厦。老书记身上最值得我们传承的，
就是他留下的思想精神与特色文化。

●一个地方什么最宝贵？文化最宝

贵。如果农村丢失了文化，农民就将失去精
神支柱，这将给社会造成很多的隐患。留住
乡愁、振兴乡村，就是留住我们民族文化的
根！文化振兴，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多认识
几个字，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华西这些年来通过“双送”：送知识、
送健康，使干群“脑袋”比“口袋”更富有。这
个健康不是单纯的身体健康，而是全面的身
心健康。

●老书记有句名言：“不怕群众不听话，
就怕自己不听群众话。我们听了群众的话，
群众自然会听我们的话。”与其握紧拳头让
群众猜，不如张开手掌让群众看。在华西，
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召集全体村民开大会。
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实现
了党员联系群众、群众监督党员的全覆盖。

●老书记一生以严格的规范约束自己、
一生以好学的态度提升自己、一生以最高的
标准要求自己。在学习教育中，我们通过召
开纪念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引导党员干部从
三方面向他学习：在思想上学，让心胸更开
阔；在行动上学，让事业更有为；在奉献上
学，让境界更宽广。

●我们要始终保持包容开放的心态，看
问题要像老书记一样做到三宽：眼界宽、思
路宽、心胸宽。在我看来，一个人眼界宽，天
地就宽；一个人思路宽，道路就宽；一个人心
胸宽，市场就宽。

●凡事要多一些理性的思考，而不是让
情绪左右头脑。我们既要用好眼睛，更要具
备眼光；既要提升视觉，更要开阔视野；既要
有胆量，更要有胆识。眼光、视野、胆识，就
是能让你看得更远的东西！我们做企业，一
定要算好眼前账和长远账、局部账和全局
账。

●每年大年夜，我都要到老百姓家里吃
年夜饭。我是华西村书记，要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正如老书记常讲的：“老百姓是最讲良
心的，干部为他们做了好事，他们会永远记
住；干部亏待了他们，他们也会永远记住。
他们记住的不是你个人，而是共产党！”

论经济
●经济到了“1+1>2”的阶段，以前靠“胆

量”，现在靠“胆识”，不能再靠“单打独斗、孤
军奋战”了，要靠“合作双赢、利他共赢”。企
业与企业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

●经济形势既不会总是直线上升，也不
可能总是一路下滑，一定是波浪式的有起有
伏，这是市场周期，也是经济规律。你只有
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准确地把握住
其中的商机。

●搞经济要避开“三种风险”：经济周期
的风险、国家政策的风险、自身决策的风
险。怎样来避免呢？重在“三个预”：对未来
要有预见，对形势要有预判，对危机要有预
案。一些企业之所以失败，不是败在技术上
或管理上，而是败在缺乏有效的预案来应对
突发的情况。我为什么一再强调要打有准
备的仗，要打能打得赢的仗，道理就在于此。

●同样一件事情，到底是好是坏？关键取
决于你怎么看，有的人从中看到的是“危机”，
而有的人嗅出的是“商机”；有人看到的是“眼
前的冬天”，而有的人发现的是“不远的春天”，
重点是你要学会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作为
各公司、各企业的厂长、经理，你的视野格局开
阔了，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就更大了。

●一个产业有没有潜力、值不值得投入，
其实只要看它是否具备四个特性：客户需求
大、成长空间足、资本回报高、时间持续长。

●赚钱的门路有无数条，但总结起来，
无非三条：一是怎样把品牌变成钱；二是怎
样把资源变成钱；三是怎样把知识变成钱。
当然，赚钱不易，花钱更难，不要看有的人怎
么有钱，关键看他怎么花钱，有钱是一种状
态，花钱是一种境界。

●我们既要有国际化的人才，更要有国
际化的眼光。我们现在就是围绕“华西村的
品牌、国外的人才、中国的大市场”做文章。
只要你在中国市场做得最大，你就一定是世
界最大，因为中国市场正迎来爆发式的增
长。反过来讲，如果你连中国市场都做不
好，又怎么闯荡世界市场。

●旅游资源无非三种：一是大自然恩赐
给我们的，像黄果树瀑布、九寨沟等自然景
观；二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像故宫、长城、
兵马俑等名胜古迹；三是我们自己无中生有

的，也就是创造性开发出的旅游资源。华西
旅游，就是无中生有。像金塔、金牛、幸福
园、农民公园、世界公园等80多个特色景
点，都是华西人自己建造的。

●华西把旅游与农业结合、与工业互
补、与民生配套，变“农业农田”为“风景风
光”、变“名人名村”为“品牌品质”、变“绿水
青山”为“金山银山”，打造了集观赏、品尝、
科教、生产、生态于一体的农业体系。

●企业怎样“利他”？我们主要做好“一
前一后”。“一前”，就是服务前移，原材料涨
价或跌价，我们第一时间告知客户；行业发
展的方向和前景，以及同行的成功事例等，
我们经常与客户交流。“一后”，就是后续跟
进，我们深入到客户的生产车间，去了解产
品是怎么使用的？技术能不能改进、设备能
不能优化、成本能不能节约？并提出专业的
意见和建议，帮助客户提高竞争力。只要把
“利他”做到位了，你的客户，就算赶他走，也
赶不走！

论商业
●我们不以华西为世界，而以世界为华

西。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世界是平的，没必
要什么事都自己来做，要懂得借力。我们做企
业，也是这样，不要拘泥于华西，更不要局限于
华西。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不管
是人才资源、科技资源，还是社会资源、文化资
源等等。如果你的眼光和能力能够覆盖全球，
你的企业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

●我跟华西的厂长经理说：“如果你在
行业内能排到前三位，完全可以去扩大规
模，但如果你排不到前三，你就做好一个细
分领域，宁做小池里的大鱼，不做大池里的
小鱼！”

●做企业实际上就是做结果、提效率、
促公平。做企业没结果，你活不过今天；没
效率，你活不过明天；没公平，你看不到后
天。做企业是一辈子的事情，一定要稳扎稳
打、长期行为。

●过去，我思考得比较多的是“如何让
企业更成功”；现在，我思考得比较多的是
“如何让企业更长久”。因为只有长久的，才
是最成功的。而要保持长久，就要避免三种
误区：一是不能用“赌”的心态做企业；二是
不能以“短”的眼光看发展；三是不能靠“跟”
的方式搞经营。真正的智慧，不仅在于能明
察眼前，还要能预见未来，眼光有多远，收获
就有多大。

●经营企业，数据就是一切、实绩就是
实力、效益就是根本。大家要拿出“事在人
为”的魄力，一旦确定了数字目标，就要千方
百计完成和超额完成，不能总是去想可能和
不可能。企业要让方方面面都经得起检查、
经得起检验、经得起推敲！企业如人，对于
缺点和不足，如果自己不自找，等到人家来
帮你找的时候，时间就晚了、成本就高了、损
失就大了。

●做企业一定要把握好市场，最大限度
地提高“三个利用率”：资产利用率、资金利
用率、人的利用率，充分调动人员的主观能
动性、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过去做企业，更多地是关注竞争对
手；现在做企业，更多地要讲究客户需求。
因为竞争对手再强，它的规模和实力都是有
限的；而客户的需求和潜力是无限的。华为
公司为什么“以客户为中心”？就是这个道
理。用“利他主义”服务好了客户，企业的发
展空间将是无限的。

●任正非是真正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企
业家”的人。因为企业谁都会做，区别只是
“做得好”与“做不好”。但“家”这个称号，不
是每个做企业的人都称得上的。“家”是责
任、是担当，更是榜样！所以，企业主好做，
企业家难当。

●我们现在做企业，每天都在面对这样
三种冲击：商业模式的冲击、思维观念的冲
击、市场变化的冲击。应对这些冲击，我们
需要用好自己的“双手双脚”：一只手把握自
己，一只手学习别人；一只脚踩在现在，一只
脚迈向未来。

●我们搞企业一路走过来，没有哪一年
是容易的。最大的难题，其实不在客观环境
上，而在主观意愿上。所以，大家不要把任何
问题都看得太难，因为难的不是问题，难的是
你的能力。只要大家全力以赴把企业搞好
了，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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