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MeiliHuaxi

责编：严佳志

魅力
华西

《华西月刊》编委会 主 任：吴协恩 副主任：周 丽 孙海燕 编 委：缪 华 赵志荣 王 鹏 朱蕴海 张中祥 朱民新 沈少春

地址：江阴市华西村党校二楼 电话：（0510）86216284 86217210 传真：（0510）86216057 网址：www.chinahuaxicun.com邮箱：hxykbjb@126.com邮政编码：214420 印刷：江阴日报印务出版中心

2019年2月3日 星期日

总结经验凝聚力量 展望未来共创百年
——华西集团下属部分公司年会集锦

吴仁宝，一颗闪亮的星
□刘加莹

华西村改革发展带头人吴仁宝，是一
颗闪亮的星。他离开我们已经有5年之久
了，去年12月，又被党中央授予“改革先
锋”称号。看到这一消息，我的心情久久
难以平静，老书记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了
我的眼前。
吴仁宝生前是我追的一位“明星”。

我是在报纸上、电视里认识老书记的，耳
闻目睹他带领华西农民创造了“天下第一
村”神话。因为敬佩之至，后来我已经不
满足在新闻报道中跟踪他了，心里老想着
什么时候能见见老书记，看看华西村。没
有想到，天遂人愿，后来我与老书记真的
有了两次短暂的亲密接触。
第一次，是在2007年10月，我从部队

转业地方工作不久，参加省委党校第48期
干部培训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安排，培
训的后期有几天异地教学，老师告诉我
们，这次异地教学的地点是无锡市委党
校，结合教学还可能要实地考察一些点，
其中就有华西村。我一听非常开心，盼望
已久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2007年10月20日下午，我们到达无锡
市委党校，在那里集中上了两天的课，由
市有关领导和部门介绍无锡市社会经济
发展情况，每场报告都很精彩，而且报告
人在报告中无一例外地都会提到吴仁宝，
提到华西村，因此我有时听着听着思想就
开了小差，一会儿在猜想华西村是个什么
样子，一会儿又担心能不能见到老书记。

2007年10月23日上午，我们开始进行
实地考察，第一站是到蒋巷村。这个村是
苏南的老典型，也是全国的名村，它好像
和著名的沙家浜同属常熟市管辖。尽管
这里风景如画，参观的人也非常多，但我
却不像有的同学那般流连忘返，仍心急火
燎地想快点去华西村，快点见到老书记。

大概十点来钟，我们来到华西村，首
先被带到了一个叫民族宫的礼堂。礼堂
不是很大，但建造得十分华丽，看着头顶
上的五星灯，我恍若置身在人民大会堂
里。我们这个班，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旅
游团、参观团、考察团、培训团等等，汇集
在这里等待聆听老书记的报告，观看华西
村特色艺术团的文艺演出。
不知什么原因，这次没有安排老书记

给我们作报告，我四处张望也没有见到他
的身影，于是心里直犯嘀咕，难道老书记
今天不在华西？演出快结束的时候，一个
人手持话筒走到舞台中央，大声地对我们
说：“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刚刚会见完外
宾，马上过来会见每个团队，并与大家合
影留念，请大家听从指挥。”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期待着

马上见到老书记。我们按照座位的前后
顺序，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地走上舞台，预
先排成几排，各自站好位置，把第一排的
中间位置留着，老书记一到，往中间一
站，摄影师“咔嚓咔嚓”几下就走人。因
为人太多，组织者事先就通知了我们，老
书记不单独与来宾合影。
轮到我们与老书记照像了，趁着大家

排队的时候，我快步走到老书记身边，自
我介绍道：“老书记好，我是部队刚转业的
干部，在地方还是个新兵，我非常想与您
照张像。”老书记面带微笑，说“地方好
啊”，拉着我的手退到了舞台的一侧，就在
这时，我的战友，也是这次和我一起参加
培训的安徽省预备役师政治部主任杨成
山，急忙拿出相机按下快门，给我留下了
这一宝贵的瞬间。
第二次见到老书记，是在2009年，建

国60周年的前夕，我得知老书记被评为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

时候。当时我们省直工委正在筹划安排
机关的国庆活动，于是我就向张国富书记
建议，能不能邀请老书记座客我们“省直
机关大讲堂”，给大家作一场报告。张书
记认为这个建议很好，非常支持。他担心
请不动老书记，还特地对我说，这件事你
要亲自去落实，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老书记
请来。
能不能把老书记请来，我当时心里也

没有一点底，但既然是我出的主意，开弓
没有回头箭，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试试了。
一天，我给华西村分管宣传的副书记

孙海燕打电话，简要作了自我介绍，并把我
2007年与老书记照像的事重述了一遍。我
还特地强调他当时也在场，他的名片就是我
和老书记照完像后给我的。他听后哈哈一
笑，说有印象，问我有什么事。我说国庆节
快到了，我们机关干部都盼望老书记能来安
徽作一场报告。他当即表示原原本本地去
向老书记汇报，要我等消息。
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孙书记就给我

打来电话，说老书记国庆节前后活动安排
得很满，但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还是答应
了我们的要求，问我报告会时间放在9月
16日下午行不行，并告诉我老书记当天去
当天就要返回。我一听，高兴得连声说：
“好好好，就这么定，就这么定，谢谢你，也
请代我谢谢老书记。”
我看了一下交通地图，华西村到合肥

有340多公里，老书记这么大年纪，当天往
返，真是够辛苦的。16日上午，我们正在
联系落实老书记午餐和午休的事，孙书记
又给我打来电话，说老书记上午要会见国
家农业部和一个省的代表团，中午不能在
合肥用餐了，下午直接赶到会场。我一听
心里直打鼓，脱口而出：“报告会的通知我
们几天前就下发了，下午两点半得准时开

始，能赶得上吗。”孙书记笑着回答道：“老
书记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吧。”

我那能放得下心呀，这么远的路，途
中情况又很难预料，假如误了点，我就会
被吐沫星子淹死。11点多了，孙书记才
正式通知我，老书记从华西出发了。我掐
着指头算里程、算车速、算时间，心里七
上八下，就叫了一辆车，早早地赶到高速
公路出口处去迎接……

两点钟不到，老书记的车在我们的引导
下，停在了安徽大剧院贵宾室门口，我急忙上
前拉开车门，迎接他下了车，同行的还有孙书
记和老书记的翻译周丽。这时，我才长长地
吁了一口气，并高兴地瞥了一眼老书记的驾
驶员，小声地开了一句玩笑：“你开的是飞机
啊。”师傅笑着低声道：“回去等着拿罚单吧。”

离报告会开始还有半个小时，老书记
和我们在休息室里聊天。近距离的老书
记就像一位邻家爷爷，非常慈祥和蔼，一
点架子都没有。我给他的茶杯续水，见杯
子里满满的全是茶叶，根本见不着水，问
他茶叶是不是放多了。他说喝浓茶提精
神，习惯了。老书记掏出“华西村”牌香
烟，首先递给我一支，我说“不会”，他才自
个儿地抽了起来。

报告会时间到了，我陪同老书记和周
丽向主席台走去。开始有些人对老书记
带翻译不大理解，听过报告后才恍然大
悟。老书记的江阴口音非常重，他老人家
说话幽默风趣，语速又快，尤其喜爱说一
些俚言俗语，如果没有人翻译，根本就听
不懂。周丽是老书记的的孙媳妇，也是他
的第三任翻译。据说第一任是他的孙女
吴芳，第二任是他的外孙女缪华，现在她
们已经从事其他工作了。

1600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老书记一
出现，全场就响起了热烈掌声。等安静下

来后，我介绍道：“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 81岁高龄的全国‘双百人物
’……”没等说完，老书记就纠正道:“我82
了。”全场哄堂大笑。我赶忙说，“我讲的
是周岁”。老书记又笑着说，“我们农村都
讲虚岁”。场内又是一阵哄笑，还有热烈
的掌声……
在接下来的报告中，老书记讲了华

西农民从昔日人人穷得没饭吃，到今天
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车、人均存款超百
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的
奋斗历程；讲了华西人建设“不土不洋，
不城不乡”旅游景点的轶闻趣事；讲了不
但要口袋富，还要脑袋富，两富一起富才
是真正富的道理；还讲了“有难官先当，
有福民先享”的使命担当……台上这一
老一小，老书记尽情地叙说，周丽深情地
翻译，妙语连珠，机趣横生，会场内笑声、
掌声不断……
老书记非常睿智，报告会快结束时，他

说，我这次是来安徽学习的，然后话锋一
转：全国每年有200多万人到华西参观，前
几年我们一下子就买了上百辆奇瑞轿车，
还专门定购了几辆凯斯鲍尔大巴，这也算
我在帮安徽做广告哩。又引得大家哄堂大
笑。报告会在持久热烈的掌声中落幕。
吴仁宝生前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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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财
富，更好的形象。老书记人虽然走了，但他
的精神和形象将永远闪亮在人们的心中！

作者简介:
安徽省第四届、第五届文联委员，省作

协会员、摄影家协会会员。16岁参军入伍，
后转业地方工作，有千余篇新闻、文学和摄
影作品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

1月26日，
华西金融投资
总公司召开了
2018年 度 总
结暨先进表彰
大会。
华 西 金

融投资总公
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包丽
君主持年会，
各事业部负
责人对过去
一年的工作
做了总结发
言，并签订了下一年的目标责任
状。会议还表彰了2018年涌现的
一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她希望
通过此次会议能够明确新一年的
工作目标，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以更饱满的工作热情迎接2019
年的挑战。包丽君表示，今年公司
要防范风险，稳中求进，完成集团
公司交给的各项目标任务。

（徐燕 开军 文/摄）

1月28日、
29日，华西特
种化纤厂举办
以“新起点、新
征程、管理细
化、质量提升”
为主题的年
会，总结过去
一年取得的成
绩，谋划新一
年的发展布
局。
会议宣读

了“华西化纤
关于表彰2018
年度优秀员工的决定”，号召全体员工
向36名各部门的优秀员工学习，学习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特别是
顾全大局的团队精神。会上，各部门
员工还表演了精彩节目，不断掀起年

会的高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欢声笑
语，也拉近了同事之间的距离。化纤
厂总经理李满良表示，新的一年里，华
西化纤要做到内部管理再细化，产品
质量再提升。 （刘蓓 文/摄）

1月23日，
建筑房产总公
司全体厂委会
以上人员和工
程技术骨干欢
聚一堂，召开
迎新春会议既
目标任务签订
会。董事长缪
洪达表示，会
议 既 是 对
2018年 的 回
顾总结，也是
对 2019年的
展望推进。我
们要继续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一起
把蛋糕做得再大一点。会上受到表
扬的先进人员要继续发扬下去，做
好表率、不骄不躁、扬长补短，更上
一层楼，成为“华西梦”的追随者。

下属各分公司一定要按照签订的经
济目标责任状，凝聚合力，勇于奋
发，力争超额完成，为建设“百年华
西”再作贡献。

（陈芳 开军 文/摄）

1月22日，
华西物流总公
司 召 开 2018
年年会，全体
干部职工在公
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吴凤英的
带领下，全面
总结了过去一
年里，公司所
取得的各项成
绩；充分谋划
了新一年的工
作路径和具体
举措。会上，
表彰了评选出的40名先进工作者，
并且与各单位签订了新一年的经济
责任状，动员大家为新一年的目标
任务努力奋斗。会后，部分干部职
工代表积极发挥个人才艺，先后登

台表演了歌舞、太极拳等精彩节目，
将年会推向高潮，由此也进一步激
发了大家为夺取来年新目标和共筑
百年华西梦的发展热情。

（戴蓉 开军 文/摄）

1月26日，
华西钢铁有限
公司年度总结
会在华西干部
学院圆满召
开。会议对过
去一年里表现
突出的2个先
进单位和 20
个先进班组，3
名劳动模范和
30名先进个人
进行了表彰，
部分单位负责
人和受表彰的
先进代表上台交流，总结分享工作想
法和感受。公司董事长杨永昌表示，
2019年是华钢的“降本年”，要在做好
安全、环保的前提下，高效高质地抓
好稳产、成本等常态化工作：坚持“以

效益为中心，以成本为重心”的理念，
做好“优转特”的文章；将绿色企业建
设推向新高度；以人为本强化培训，
全力提升团队建设。

（陈宝兵 文/摄）

1月22日，
华西热电公司
成功召开了
2018年 度 总
结暨 2019年
目标动员会。
公司全体员
工，以及曾经
在企业任职的
退休人员、部
分客户受邀参
加。
为 了 弘

扬企业文化
精神，提升团
队凝聚力，2018年各部门根据厂部
年度优秀员工评选精神，采用无记
名投票、推选的方式，评选出了21
位年度优秀员工。热电公司总经
理孙忠表示要通过评选这一过程，

会激励全体员工以身边的优秀员
工为榜样，传递爱岗敬业、恪尽职
守、乐于奉献的精神，促进企业稳
步发展。

（晓莉 远想 文/摄）

1月23日，
江苏欧莱美激
光科技有限公
司召开2018年
总结暨表彰大
会，同心共庆过
去一年取得的
成绩，描绘新的
一年高质量发
展蓝图，并表彰
了优秀新人、优
秀员工、优秀经
理与杰出贡献
奖获得者。
公司董事

长兼CEO孙云丰在致辞中表示，
2018欧莱美收获满满，销售收入、上
缴税金均创历史新高，步入了快速
成长期。他希望全体员工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紧紧围绕“准”“精”“实”
三字诀，把牢航向、协同作战、安全
增效，在企业乘风破浪的航程中书
写更精彩的人生篇章。

（传文 远想 文/摄）

1月19日，
华西天本众创
空间跨年会成
功举办，并邀请
华西科协会员
代表、空间入驻
企业员工及关
心空间成长的
导师、友好单位
共同参会。

2018年，
华西天本先后
通过了“江苏
省级众创空
间”“江阴市创
业孵化基地”认定，成立了华士镇“科
技工作者之家”华西站点、新阶层人
士实践创新基地“华西天本众创联
盟”，为华西及周边企业提供了创业
平台及咨询服务。年会上，华西天本

在孵创业团队通过项目路演，展示自
己的创业产品、发展计划、融资计划，
由评委组对项目进行了点评互动，帮
助创业团队更好的打磨了自己的创
业项目。 （葛煜豪 文/摄）

1月26日，
江阴华西化工
码头有限公司
召开了以“春
华秋实、东征
西战、层层加
码、齐头并进”
为 主 题 的
“2018年度工
作总结暨表彰
大会”，化纤厂
总经理李满
良，以及化工
码头全体职工
参加活动，共
同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表彰大会在一段精彩的2018年

回忆视频中拉开序幕。由华西码头
总经理袁耿生宣读《江阴华西化工
码头有限公司2019年人字第一号文

件》，将各部门的职能分工明确到
位，并要求全体职工要紧紧围绕“安
全、环保、服务”开展生产经营工作，
为公司的总体目标的实现再接再
厉、献计献策。 （李蓓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