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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li Huaxi魅力
华西

漫步于新时代的华西村，透
过时空追溯到缘起，不由得心生
一份震撼，脚踏在斑驳树影之上，
心却行在黑黄色的土地上，漫无
目的而又似乎怀挂着一份使命，
我怔住了……

回到稚儿时，回忆中不曾有
过那些轰轰烈烈的热血岁月，但
耳边如家常便饭般传唱的，都是
老书记。我未曾见过，但单凭老
者满是皱纹的面容上喜悦而敬重
的神情，我约摸可以了解到——
老书记的为人，无疑是一位伟大
的、似乎生而为民的、以一位党员
的光荣身份和英雄式的奋斗，带
领着村民在艰苦的岁月里歌咏出
新时代的篇章。

由耕田到造房，由世界公园

到大棚，由金塔到空中大楼，华西
凭借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和改革开
放的信念，缔造了举世闻名的“天
下第一村”。

一次成功的蜕变主要源于三
个方面：其一是绝妙而不脱离实
际的计划部署，其二是万众一心
的团体力量，其三是不安于现状
的超前而长远的思想目光。而华
西则是三者皆俱。怎么说？简单
举例来说，换磨生产就是第一点，
这个计划看上去完全符合村子的
发展需要，但代价也不低，而华西
则是在保存了活下去的实力上倾
其所有来换磨，岂不妙哉？第二
点则是指全村人民众志成城让土
地样貌焕然一新。而当华西领导
人物在准备建造空中大楼的时

候，就是第三点。空中大楼高耸
入云，但建造起来非常麻烦，可是
一旦建成，便会成为华西最为瞩
目的标签。如此看来，华西领导
人老书记真可谓是智谋双全。

建设方面，华西还发展了远
洋企业、服务行业等，综合且全
面。

村子发展好了，百姓更是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家家住别墅，
人人开汽车，老有所依，幼有所
学，每个人也都有一份称心的工
作，让人不由得想起四个字：天上
人间。

继续在华西的路上游走，体
会着过去那个时代里人们拼搏的
热血情怀，心中不知不觉激荡起
沸腾的血液，久久难以平息。

游走华西路 感受共同富
□华西实验学校 李雨熙

三月，春暖花开，百花齐放。
美丽的华西村像世外桃源，蜂蝶

飞舞。
溪水潺涓，流淌着灵性和神奇。

美丽的华西村，这令人流连忘返
的宝地。

远远望去，一幢幢别墅掩映绿树
中，

仿佛一座棋盘排好方阵。
欧式的楼房，精神抖擞，弥漫着

迷人的芳香。

跟着奥迪、宝马车轮奔跑，
华西村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
垂柳依依，杨柳穿上长裙，俏立

路口喜迎来往的客人。
垂柳蓬茸，柳条随风舞动，风情

万种，
勾出心底埋藏的渴望。

华西村的春天，是一抹红，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迎风

飘扬。
喜庆炽热的中国红，泼洒大地，
让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华夏民

族，
如虎添翼，步步高升。

华西村的春天，是一块块青砖，
铺设在蜿蜒盘旋的长城。
万里长城气势磅礴，一条巨龙在

城墙腾起，
翱翔在湛蓝的天空。

华西村的春天，在田野里生根发

芽。
沉甸甸的麦穗，包含着华西人的

勤劳、朴实、善良。

华西村的春天，在一座座工厂里
生产，

声响汇集，震撼人心。
火红的炉子提炼出华西人的坚

韧和刚强。

金塔上，光芒四射，
金灿灿的黄，饱含着吉祥、幸福、

安康。
七级十七层，级级华美，层层旖

旎。
一个又一个新生的婴幼，
在塔中孵化，诞生并随着阶梯攀

缘上升，

在檐角展翅翱翔。
塔下，车水马龙，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于此，
只为亲眼目睹金塔的容颜。

一头金牛站在门口，像英勇的战
士。

脚蹬黄土，倔强低下头，耕耘在
华西这片土地。

几十年如一日，向着一个方向奋
力前进。

吃下去是草，挤出来的是“金
子”。

此刻，它多么像一个人，
一个名字里有“仁”字，
为华西村奉献一生的那个老人！

华西村的春天
□华西龙希 周安琴

江南的四月，草长莺飞。那
天上午，昔日在老家工作时的顶
头上司打来电话，说他和家乡 50
余人前来华西，参观学习新农村
建设经验，半小时后到。作为在
华西旅游行业摸爬滚打10余年的

“老兵”，马上就能见到久未谋面
的老上级和众多乡亲，我感到格
外的欣喜和由衷的欢迎。

家乡人千里之外长途跋涉，来
一趟华西很不容易。而华西是我
的第二故乡，有关华西的一山一
水、一草一木、一景一色，我早已了
然于心，并且华西的历史渊源与变
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我更是心
明如镜。于是，我主动要求这一批
客人，由我来当向导，并全程服务

讲解，这也可算是我这个省外游子
所尽的一份“地主之谊”。

虽然在华西，我干的还是老
本行，从事的是办公室行政管理
工作，但对于做导游，也并不陌
生，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非常的
娴熟。因为在华西旅游旺季之
时，我经常“客串”导游。这么些
年，所接待的游客是相当多的。
由此，我觉得用自己做导游的方
式，为远道而来的家乡人“接风”
服务，会更为亲切，更有意义。

按照旅游接待操作规程，办
好了相关手续，我便领着家乡人
参观游览。一路上，进农家，感受
华西人幸福美满的中康生活；登
金塔，俯瞰华西风光旖旎的村容

村貌，远观74层、328米高“龙希大
楼”的雄伟壮观；赴展览馆，了解
华西“艰苦创业、成就辉煌”的发
展村史；入幸福园，饱赏塔群、龙
王、牛王、钟王、鼓王，以及生态园
等独特园景。随后，还车游了世
界公园、龙西湖，体味“天然氧吧”
的清新靓丽……

车下看亮点，车上听讲解。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悄然过去，尽
管嗓子有点干，有点哑，但有幸在
华西为家乡人做导游服务讲解，
我无怨无悔。在途中，当看到家
乡人对华西充满羡慕的眼神，听
到他们啧啧地称赞所见所闻，作
为新华西人，我的脸上不由自主
地绽放出灿烂云彩。

为家乡人当导游
□华西旅行社 陈桦

坐在客厅的阳台上，我看着眼前
的一幢幢红别墅，再看着不远处拔地
而起的华西328米高的龙希大楼，让我
想起了此前一次游吴仁宝老书记故居
的经历。

“走，我带你去参观老书记故居。”
老爸喊我。刚到一间老房子的门口，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头上方的一块牌
匾，上面用稚嫩的笔法写着“父母亲原
居纪念屋”。紧接着，我跟着老爸走进
屋内，两边的墙上挂满了旧时的照片，
从吴家基的原貌到老书记的家谱、家
族合影，以及中央和省市领导视察华
西的照片，无不让人觉得真是名不虚
传。老爸来到老书记木制雕像前，深
深地鞠了三个躬。我不明白老爸为什
么这样做？只是恭敬地照着做。

继续向里走，老爸指着里面的一间
房子说：“这是老书记生前居住的，一直
住到……”我看着有些破旧的房子，好
奇地问道：“吴爷爷为什么不住大别
墅？还坚持住在这间旧房子里?”老爸
笑了笑，说：“老书记生前有‘三不’：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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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老书记还有一句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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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一直到临终前都坚持住在老房
子里，没有住大别墅。”我点点头。

再穿过一个庭院，走进屋里。
老爸看着西墙上一幅幅图片，问：

“漫漫，你听说过有女不嫁华西郎
吗？”我疑惑地抓了抓头，抬头问道：

“什么意思，是不是嫌华西穷呀？”
“这只是部分原因，还有一条，就是
华西是做煞大队。”我似懂非懂地点
了点头，脑子里不由想起如今美丽
的华西村，华西是一部中国农村的
发展史。老爸仿佛看出了我的好
奇，边走边说道：“华西七十年代造
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
新世纪造人，华西从 1965 年人均年
收入不足 54 元、总收入 2.5 万元到
2012 年实现全村经济总收入 525 亿
元，增长了 210万倍！”说到这儿，老
爸又摸了摸我的头，接着说道：“如
果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那
么没有吴仁宝就没有现在的华西
村。”听到这里，我不由又多了一份
对老书记的崇敬之情。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要在门口三鞠躬了。这鞠躬
不仅代表着崇敬之情、感谢之意，更
代表着我们深深的怀念之情。

再走进一间房子，我看着老书
记夫妻的白玉石塑像，不禁地想起
上幼儿园时发生的事。那一年夏
天，天气特别热，老书记关心我们幼
儿园的小朋友，特地安排人给我们
送来了西瓜。现在回想起来，老书
记当年不单单给我们送的西瓜，更
是对我们小朋友的关怀和关爱！今
年的 3 月 18 日，是老书记离开我们
的第 6个年头，但老书记的音容笑貌
却仿佛就在眼前。老书记，您放心
吧，只要华西人一心跟着新书记，撸
起袖子加油干，华西的明天一定会
变得更加美好。

出了北门，我请爸爸在老书记
的车库前，给我和他的爱车拍照留
影。因为他敢于创新、不怕困难、迎
难而上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他的车又行驶过多少征途呢！

别了故居，在回家的路上，我唱
起了华西村村歌。我一定会认真读
书，长大回报华西……

游老书记原居
□华西实验学校 张路漫

华西村民 吕雪淞（14岁） 《有关家国书常读 无益身心事莫为》

华西霓虹 吴建龙 《故园清秋》

华西文联 孙永红 《行云流水之居》

从 5月 1日起，“华西村博物
馆藏当代山水画特展”在博物馆
书画展厅举办。本次展览以“寄
情山水”为主题，甄选华西村博物
馆馆藏优秀山水画作品，它们的
创作者中不乏中国美术家协会以

及各地美术家协会中的佼佼者、
国家一级美术师以及优秀的中国
美术教育工作者，有代表性地体
现了当代优秀画家的创作实力。
展览将带领参观者体验不同作品
所呈现的或壮丽澎湃、或隽秀灵

动的中华河山之美及其背后耐人
寻味的情感内涵，进而加深对于
中国山水画作品的理解与感悟，
让心灵在山水之美的熏陶下收获
愉悦与宁静。

（朱冬宇 文/摄）

华西村博物馆藏当代山水画特展

华西实验学校 葛延（14岁） 《百年村庄》

西南大学 雷九泰 《山乡》 江苏省国画院 宋玉麟 《桂林春色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