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2019年4月5日 星期五

责编：严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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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ian Zhuanban纪念
专版

今天是老书记逝世六周年
纪念日，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在这里追思和缅怀老书记。
我经常会想到老书记，每次想到
老书记，内心总是充满感激。感
激老书记给我们创造了美丽富
饶的家园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感
激老书记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精
神财富，更感激老书记让我的人
生开启了新篇章。

认识老书记成为我人生的
拐点。

2010
年 1 月 20
日，农历腊
月初六，是
我来到华
西工作的
第三天，是
我的生日，
也是我第
一次见到
老书记的
日子。那
天，我陪来
访的同学
一起去听

老书记做报告。听完老书记的
报告，我被老书记思想的深度和
分析问题的专业程度所折服。
这哪里是一位中国最基层的村
支书？这分明就是一位经济学
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从老书记
身上，我也探寻到了华西发展奇
迹的终极密码，那就是老书记的
大智慧。老书记的智慧来自实
践，来源于一次次勇敢的尝试和
探索。正是这种源于实践的独
特发展理念，使华西在几十年的

发展中始终超时俱进，走在时代
的最前列。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
人慕名来到华西，只为听一次老
书记的报告。我也终于明白，学
校里取得的学历和证书根本证
明不了什么，走上社会，踏上工
作岗位，才是我人生的新篇章。
有了如此一位伟人在我身边作
为标杆，作为指路明灯，我没有
任何资格为过去取得的一些小
小的成绩而满足，我的学习和奋
斗之路才刚刚开始。在生日的
这一天，我收到了最宝贵的生日
礼物，我遇到了我走上工作岗位
后的精神导师。这也必将成为
我人生的拐点，为我的人生开启
新的篇章。

老书记改造了我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在华西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我渐渐知道，老书记让村民家家
住上了别墅，自己却依然住在30
年前的老房子里。老书记“不拿
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
金”。老书记秉持着“生命不息，
工作不止”的态度，肩负着让全

体华西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使命，
为华西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从老书记身上，我懂得了人
生的价值并不体现在金钱和名
利上，而是体现在你的信仰和追
求上。如果老书记当初选择了
私有，他肯定会成为一名企业家
并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但是他
却选择了带领华西人民共同富
裕，把一切奉献给了华西，什么
都没有留给自己。事实证明，老
书记的成就远非一位富豪企业
家可比，老书记成为了中国经济
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中
国农村发展树立了一座不可逾
越的丰碑。

在华西，通过老书记的言传
身教，我有了坚定的信仰，明确
了未来努力的方向，更有了最强
大的动力，那就是：在全中国甚
至全世界最伟大的村庄去实现
自身的价值，在华西“两个百年”
建设中留下自己的足迹。老书
记和华西改造了我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让我能有机会去做最有
意义的、最有价值的事情。这种
荣誉感和成就感是任何金钱和

名利都无法代替的。
时光荏苒，老书记离开我们

已经六年了。老书记走了，老书
记精神却像一盏指向幸福未来
的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富裕、
幸福的前方。新书记接过老书
记手中的火把，带着更加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仰，带着更加坚定的
为民情怀，把华西共富之路照耀
的金光灿灿、更加辉煌。新书记
这位华西改革的总设计师，正高
举建设华西“两个百年”的伟大
旗帜，带领华西人民以更加昂扬
的姿态继续谱写富民大业的新
篇章。

新书记一直非常重视对青
年人的培养，并把我们青年人视
为华西未来发展的希望。一年
一次的外出锻炼，一月一次的青
年智慧论坛，把对青年人的培养
使用作为企业领导的重要考核
指标等等，无不体现新书记对我
们青年人的关心。我们华西青
年一定要以老书记精神为指引，
紧跟新书记改革步伐，敢于担
当、勇挑重担，在华西“两个百年”
建设道路上奋勇前进！

老书记让我们坚定信仰
□青年村民代表 何芦苇

今天，我们举办纪念老书记逝世六周年活动，目的就
是要传承老书记。作为华西的中年代表，我讲一讲我心
目中的老书记。

在我心目中，老书记首先是一个提携后辈的长者。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学校出来后就在华西工作，能有今天，
全靠老书记的提拔和栽培。老书记在世时，不管是开会，
还是日常交流，老书记对我讲的，大多是赞赏的话、鼓励
的话、推心置腹的话。他的一言一行一直深深影响着我，
从为人处世，到做企业、谈生意，再到教育子女，我都在向
老书记学习。像在平常工作中，我主要用好老书记的特
色“三字经”：三正、三平、三守、三能、三不倒，三靠、三听、
三真、三制、三不怕。老书记确实是一本学不完的书，就
像书记说的：“越向老书记学习，越觉得自己与他的差距
很大。”我们华西的中年干部群体，都是老书记一手带出
来的，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真诚相待，不仅手把手教我们做
人做事，而且工作给机会、事业给平台、生活给关爱。现
在我们协恩书记很好地传承了老书记的这一作风，他注
重培养年轻人，搞农业的、搞服务业的、搞高科技的，只要
你想干，他都给机会。每次看到书记到我公司检查工作，
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老书记；看到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我想，这就是华西的传承，传承
的不仅是思想精神，更是薪火相传、源源不断的文化内
涵。

在我心目中，老书记还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智者。记
得江苏省政协原主席孙颔同志说：“我们江苏只有两个人
能讲真话，一个是我孙颔，一个是吴仁宝。”老书记对他
说：“你这样说太片面了，能讲真话的人有很多，不止我们
两个人。而且我们能讲真话，但不等于正确！”想想老书
记这一生遇到过多少艰难曲折，但从来没有什么事情可
以挫伤他的积极性。像文革时，如果他消极了、退缩了，
就不会有今天的华西；在分田到户时，如果他松懈了、跟
风了、脱离实际了，也不会有今天的华西；在企业转制时，
如果他动摇了、转掉了，更不会有今天的华西。想想老书
记，比比我自己，就算工作中遇到一点困难，再难能有老
书记那时候难？就像协恩书记常跟我们讲的：“老书记那
时候是什么环境，我们现在是什么环境，还有什么理由做
不好事情。”我们今天纪念老书记，就是要把老书记的精
神运用到工作中，战胜困难，不断前进。老书记的一生确
实是伟大的，正如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刘济民所称赞的：他
是一面旗帜，他是一盏明灯，他是一部经典，他是一座丰
碑，他是一个宝藏，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我心目中的老书记
□中年村民代表 瞿建军

今天，我能在这里发言，心
里是既难受，又高兴。难受的是
老书记离开我们已经6年了，高
兴的是协恩书记没有忘记老同
志。我虽然 78岁了，书记还让

我担任支
部副书记，
为华西的
老同志服
务，让这些
在战天斗
地的艰苦
岁月里，为
华西作出
过贡献的
人，能够安
享 晚 年 。
今天，我想
代表华西
的老年人，
表达三层

意思：感恩，感谢，感怀。
一是感恩老书记，让我们老

有所为。小时候的我，和老书记
一样，是一个“放牛娃”。正如老

书记所说，如果不是党的领导，
让穷人翻身做主人，我最多是从

“放牛娃”变成“放牛翁”。华西
从建村以来，在党的指引下，老
书记带领华西人，完成了一个又
一个面上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
规划和目标。特别是1964年的
《华西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
划》和 1973 年的《华西大队
1974—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
让华西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
改变，成为夯实华西发展基础最
重要的“大手笔”。那时，老书记
白天是江阴的“大书记”，晚上回
来就是华西的“小书记”。他既
要考虑江阴的大事，又要考虑村
里的琐事。我们几个主要干部，
每天都要碰头，商量怎么搞，怎
么做。那时的远景目标，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一步步实现的。回

想华西的每一个发展节点，总是
能让我感受到老书记的超前眼
光。是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事干，而且能干成事、干大事。
就算是上了年纪，也能老有所
为！

二是感谢新书记，让我们老
有所养。老书记走了的这6年，
华西的变化，我们是有目共睹
的。每年，都要组织老年人到华
西在全国各地的企业走一走、看
一看，既让我们看到了华西的美
好未来，也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
盛，坚定了对党的信仰。别的不
说，每逢春节、中秋、重阳等传统
节目，书记都会针对老年人开展
慰问活动，召开座谈会，这就是
对我们最好的关爱。同时，提高
了老年保养金，调整了“敬老
奖”，减轻了青年人的负担，让他

们能够更好地投入到“百年企
业、百年村庄”的建设当中。

三是感怀华西人，让我们老
有所乐。在春晚、“七一”、“八一”
等庆祝活动上，都有一个重要的
环节，就是让老同志献花、致
敬。这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
激动。这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
不仅书记没有忘记老同志，全体
华西人也是对我们非常尊重
的。老书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想着的还是工作，还是华西的老
百姓。老书记的引领，新书记的
关爱，华西人的尊重，就是我们
工作的动力。我们，在青年时代
战天斗地，在中年时代走南闯
北，现在虽然享受着幸福生活，
但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尽最大可
能地发挥余热，为华西的新一轮
发展贡献力量！

感恩老书记 感谢新书记 感怀华西人
□老年村民代表 瞿满清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举
行纪念老书记逝世六周年座谈会。
会议的主题，就是两个字：传承。具
体来说，我们要搞清楚三个问题：一
是传承什么？二是为什么传承？三
是怎样传承？

第一个问题，传承老书记到底传
承什么？刚才，我们一起观看了专
题片《仁风永流传》，正如片子中所
展现的，我们首先要传承好老书记
的这个“仁”。仁是什么？仁是企业
的兴盛之道、仁是村庄的活力之源、
仁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孔孟讲：“仁
者爱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懂
得“利他”，自强者打不倒，利他者永
不败。企业用好了“利他”，一定无
往不利。老书记生前常说：“华西人
绝不允许骗人家，宁愿让人家骗，但
要提高水平，尽量少被人家骗”，我
觉得这句话体现了老书记身上最打
动人的一种品质，那就是“宽仁”，它
是我们做企业的基本原则，也是我
们为人处世的底线道德。上个礼
拜，我出席江苏省互联网协会举办
的“互联网+论道华西村”活动时说：

“虽然互联网改变了商业模式，但商
业的基本规律从没改变，诚信、品
牌、质量，做好了这三条，不管用不
用互联网，产品一样可以卖得好”，
一个讲“仁”的企业，必定是讲诚信、
讲品牌、讲质量的，也必定是受人尊
敬、兴旺发达的。《论语》中说：“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你自己不
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就叫

“仁爱”。华西的村庄建设也好，为
民服务也好，我们都要贯彻这种仁
爱精神，以老百姓为中心，村建要符
合民意，为民要服务前移，在继承好

优良传统的同时，更要与时俱进，真
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心
为民所想。老书记做了一辈子，实
际上就是做到了这个“仁”。所以，
全国君子文化论坛称他“仁人君
子”。老书记不仅是“仁人”，更称得
上是“伟人”，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信
念坚定的人，是一个能够留下思想
的人，是一个把幸福留给别人的
人。这三条，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
村民职工，包括到各行各业、各条战
线的人员，都可以学、都有的学、都
值得学。尤其是老书记的思想，是
朴素的、是包容的、是辩证的，是发
端于中央理论、结合于农村实际、提
炼于自身风格、指导于长期实践的，
真正印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得益于这些特
色的思想、理念和智慧，才奠定了如
今深受赞誉的华西道路、华西经验
和华西精神。因此，我们就是要一
以贯之学老书记精神为本、一如既
往学老书记品德为重、一心一意学
老书记作风为荣，把他的思想、品
德、作风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把他
的信念、精神、境界贯穿于各项事业
中去！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传承老书
记？因为“三个需要”：紧跟时代的需
要、推动改革的需要、打造百年的需
要。我曾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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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
但我们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永远踏准
节拍，时代瞬息万变，我们必须提前
计划。正如习总书记月初参加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引用的一句俗话：

“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

对于如何做计划，老书记早已为我们
做出示范，几十年来，他始终长规划、
短安排，段段有目标、时时有蓝图。
我也常讲：“有原则不乱，有预算不
穷，有计划不忙”，华西现在就是“短、
中、长相结合”，短期打算是完成“三
项改革”，中期规划是建设“农村都
市”，长期目标是打造“百年老店”。
从改革来说，老书记一生都在改革，
他用改革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
富华西，从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我觉得这是老书记
一辈子贡献最大的地方，也是他最了
不起的地方。在新中国历史的每一
个重要阶段，他都结合中央精神，从
本村实际出发，通过创造性的改革，
让华西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所

以去年他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
革先锋”的荣誉称号。今天到会的老
同志，都是与老书记一起打拼过来
的，对于他的改革精神，一定都深有
体会。华西实施用人、制度、股份三
项改革，就需要老书记那种一往无
前的改革精神。不管是应对外部挑
战，还是面对内部压力，我们都要像
老书记一样，再大的困难难不倒、再
大的表扬夸不倒、再大的挫折吓不
倒。老书记10年前就提出：“内部建
设好，不怕外面炒！”只要我们切实把
内部建设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
定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改
革，也不是说过去的方式不好，而是
要让它更好，不仅要促进华西当前发
展，更要保障今后健康。不管怎么

改，共同富裕不会改、集体经济道路
不会改。打造“两个一百年”的进程
中，我们还会遇到各种风险、还要迎
接各项挑战、还需预防各类危机。刚
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
答记者问时说：“今年不确定的因素
不少，我们要有更多的应对准备！”对
华西来说也是这样，希望大家一定要
确立风险意识、危机意识，时刻保持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实际
上，我们传承好了老书记，就能有效
规避风险、就能成功应对挑战、就能
正确防范危机。老书记的精神，过去
是、现在是、今后仍将是华西发展的
最终依靠、百年建设的最强后盾、百姓
共富的最大法宝。老书记的精神，也
将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事业的根
本、人生的标杆。

第三个问题，怎样传承老书记？
我们要把老书记的思想、精神、境界，
作为一种信仰来传承、作为一种文化
来传承、作为一种使命来传承。所谓

“信仰”，就是你的三观要正，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正了，不管你
追什么梦，或大或小，或自我、或大
爱，总会有所成就。老书记这一生追
的梦，就是让老百姓富起来。他为什
么讲得出那么多经典语言，因为他有
家国情怀。否则，小格局是讲不出这
些大格局的话的。协东曾总结老书
记是“三真三共”：对党真信仰、对事
真认真、对人真负责，打造了“共爱”
精神、创造了“共有”资产、营造了“共
享”氛围。对此，我非常认同。人民
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村民有信仰，村
庄更富强。今后，我们更要紧紧依靠
老书记的这种坚定信仰，把它作为精
神的支柱、干事的准则、力量的源

泉，在考验面前站得住、在群众心中
信得过、在关键时刻顶得上。财富
难长久，文化传千年。我们传承老
书记，不能仅仅作为一句空洞的口
号，而要作为一种具体的行动，做到

“三结合”：学习与对照相结合、自省
与讨论相结合、思考与实践相结
合。自觉把老书记精神内化于心、
外践于行，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项工作中。今天在座的同志，大
部分都是华西的干部，我要求大家
做“学习型干部”“学习型厂长经
理”，你们更应该率先学好老书记，
要像老书记一样敢于负责、敢于担
当，一门心思把经济搞上去，用数据
来说话、用实绩论英雄、用效益定成
败。不管形势如何，我们事在人为；
不管外界怎样，我们团结奋进！担
当，也离不开忠诚，一个人如果没有
忠诚，能力就无足轻重。大家一定
要对组织忠诚、对华西忠诚、对事业
忠诚，发展上决不能有“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的懈怠想法，为民上决不
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推脱行
为。我们传承老书记，说到底是为
了把现在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产业
结构更合理、管理制度更健全、文化
建设更繁荣、生态环境更和谐、干部
责任更到位、发展进程更健康，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老书记未了
的心愿，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让
我们坚持老书记开创的道路，牢记
自己的使命；让我们秉承老书记不
朽的精神，创造自己的价值；让我们
汲取老书记思想的精华，实践自己
的人生。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华
西继往开来再出发！这才是对老书
记最好的纪念和传承！

传承老书记 奋进新时代
纪念老书记逝世六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