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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li Huaxi魅力
华西

本刊讯 5 月 9—11 日，在村党委书
记吴协恩的率领下，华西的部分老同志
代表，前往享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
之称的安徽省金寨县，考察华西在当地
投资的新能源、稀有金属材料及科技组
件等企业。

据了解，金寨华西新能源 110KV 三
里井光伏电站，总体设计一台 63000千伏

安变压器，充分利用金寨县丰富的太阳
能资源，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带动了新
能源的建设推广及利用，对改善能源结
构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徽华西稀有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是江苏华西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全国首
条全湿法钼铼提取生产线。一期投资额
1.5 亿元，年处理量为 2000 吨铝精矿，产

出高纯铼酸铵 2000 公斤，二钼酸铵 1660
吨,硫酸铵 4800 吨，采用的全湿法提取技
术对稀有金属行业的转型升级，具有示
范效应和推广性。

考察期间，吴协恩书记还率领老同
志们一起参观了由邓小平同志题名的金
寨县革命博物馆，并到金寨县烈士陵园
敬献花篮、缅怀先烈。老同志们表示，老

区人民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
弘扬。

5 月 10 日下午，吴协恩书记还以“解
放思想、加速建设”为主题，在金寨县委
党校为全县党政干部作了 2 个多小时的
专题报告。金寨县的 24 个乡（镇）及开
发区，还同时设立了分会场，通过电视
直播收看了吴协恩书记的专题报告。

吴协恩书记表示，华西到金寨这样的革
命老区投资，既是为了落实好中央提出
的“精准扶贫”，也是对两地经济建设的
一次有力推动。

从 5月 12日开始，大华西“两委”班子
人员，还分两批到金寨考察相关企业，对
华西的转型发展步伐进行了深入了解。

（佳志 开军 文/摄）

合作增友谊 转型强信心

吴协恩书记率华西老同志赴安徽金寨考察

5月6—8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广经济之声
连续3天，在《爱评
论：乡村振兴对话
录》专栏，播出了
央广经济之声首
席评论员陈爱海
与华西村党委书
记吴协恩的访谈
节目。随后，央广
网推出了视频和
文字实录。现全
文刊登，以飨读
者。

吴协恩：鲜花是鼓励 板砖是鞭策

过去靠胆量 现在靠胆识

陈爱海：去年底有一部改革开放题材
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在看这部电视剧的
过程中，我开始觉得说的是安徽小岗村，但
是后面我越看越觉得它说的是江苏华西
村。很多观众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觉得
在这部电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处华西村的影
子。在这部电视剧中，您看到了什么？

吴协恩：也有朋友问我这个电视剧是
不是在讲华西村？我跟华西的干部开会也
讲到这个片子，里面跟华西有很多共性的
东西。最关键的就是反映从1978年改革开
放一路过来经历的风雨。我看了以后最重
要的感受就是观念理念的碰撞，对我们也
有新的启发。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
国家的政策，包括基层的做法都是摸索、完
善、提升的过程，我们要有胆量发展经济，
否则寸步难行。

陈爱海：特别是那个时候，政策还很不
明朗，有时候要冒很大的风险。

吴协恩：对，要冒风险，要有胆量，因为
那时农村是不允许搞工业的，只能搞农
业。当然现在，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我们着
重抓党的建设和调结构，特别是要依法治
国，作为华西村，对照来说，怎么做好依法
治企、依法治村的问题更加重要。也就是
说，过去要靠胆量，而现在要靠胆识。

陈爱海：过去靠胆量，现在靠胆识，将

来更要靠胆识，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
完全不一样了。

吴协恩：我们怎么在新时代下适应新
的需要，像基层干部就要进一步围绕老百
姓的所需所求去做事，要服务到前沿。过
去很多基层干部做事，是在办公室里等着
老百姓去找他，现在要走进老百姓的家门，
了解老百姓的所需所求。

干部队伍建设是乡村振兴
的关键

陈爱海：华西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见证，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称叫“天下第
一村”。从改革开放到今年，这 41年走过
来，在成就“天下第一村”的诸多因素中，最
重要的是什么？

吴协恩：最重要的是听党话。为什么
这样说呢？像我们的老书记吴仁宝，他一
辈子做了一些事情，谁在支撑、怎么支撑他
这样做呢？我认为就是坚定的信念。如果
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退缩，遇到荣誉的时候会浮躁，而老书记
他从来没有过，他是叫“骂我不生气，夸我
不做喜”。

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分田到户，推动
了中国三农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解放生产
力，打破大锅饭，这是非常好的事。结合华
西的实际，我们人均不到10分地，我们的乡

镇企业已经开始
蓬勃发展了，特
别是中央当时讲
宜统则统，宜分
则分，实际上也
是希望基层根据
自身地方的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
所以这个节点如
果不把握好，跟
着一阵风刮进去
了，我们一分了
之，华西也就没
有了。

陈爱海：一
方面听党的话，
跟着党的大政方
针走，与此同时
又因地制宜，心
中装着老百姓。
现在华西村举世

闻名，每年吸引了大量来参观旅游的、调研
的，包括像我这样来采访的人。很多人想
从华西村得到一些启示。在您看来，你们
的经验，别的地方可以学习、复制吗？

吴协恩：学习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怎
么学？就是乡村振兴的问题，最关键的还
是干部队伍建设。只要干部队伍建设好
了，又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这个地方一定能
富起来。全国各地基层干部到华西互相交
流，我跟他们讲，学华西，走自己的路。学
华西，要学的是一种精神，学的是干部作
风，如果简单地照搬照抄，我看未必能成
功。因为每个地方的文化、人文、基础条件
等都是不同的。学习华西不要简单地看华
西的高楼，看华西老百姓开的是小车、住的
是洋房，你更要看华西几十年来的发展史。

陈爱海：不要看表面，而要看本质。我
记得您提出过三个“不倒”：夸不倒、吓不
倒、难不倒。这三个“不倒”是？

吴协恩：这也是我们老书记当年讲过
的。我为什么现在要求我们干部做到这三
点呢？夸不倒，因为荣誉是组织上给你的
鼓励。面对荣誉你要去反思还有哪些不
足；难不倒，我们干部就是与困难打交道
的，没有困难还要干部干什么。你一定要
敢于挑战困难；为什么我要说吓不倒呢？
因为现在世界已经变得平了，你要有国际
思维，不是在你这一亩三分地里干了，一定
要去学习。只有心里有数、有底，你才不会

被吓倒。这个三个“不倒”，就是要我们冷
静地对待外面的事物。

从“富口袋”到“富脑袋”

陈爱海：华西村让大家感到羡慕。好
多人到这来参观，看见这边的村容村貌，非
常气派，感到村很富，有不少别墅、小轿车，
家家户户还有大量的存款。您提出华西村
的富不但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富口袋
和富脑袋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吴协恩：如果你光感觉我们口袋鼓起
来了，不考虑富得健康，那是不能长久的，
你再富也是一个土豪。那怎么办？就要不
断加强学习，自我充电。所以我又提出了
两个送——一个叫送知识，一个叫送健
康。在富裕的基础上，这两方面要加强。

经济发展到了现阶段，不是为大而大，
实际上大跟好没有必然关系。华西给国家
交的税，从 1978 年的 28 万元多一点，到去
年我们交到 14 亿 8600 多万元。一个村能
为国家做这样的贡献，这就是老书记给我
们打下的好基础。我们怎么保持这样的势
头，光靠过去的“富口袋”已经解决不了这
个问题了，应该要在“富脑袋”上去做文
章。人的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了，这个富就
富得有质量了。

陈爱海：我看从“富口袋”到“富脑袋”
的转变，其实也是与时俱进的。当年大多
数人口袋都很瘪的时候，“富口袋”非常重
要，也没有条件讲“富脑袋”；但现在如果光
是口袋富起来，确实远远不够，而且我想

“富口袋”比较单一，就是多赚钱，但“富脑
袋”的内涵丰富得多。包括获得感、公平、
正义，人的思想品德品位，各方面的内容都
包括在里面。

吴协恩：实际上是人的“三观”。

鲜花是鼓励 板砖是鞭策

陈爱海：您从您父亲手中接过这个位
置，到现在十几年了。虽然和您父亲吴仁
宝那个年代比起来，现在华西村发展的起
点很高，基础很好，但是我想肯定面临的问
题一点也不少，甚至可能要多很多。我看
到有媒体说，相比吴仁宝时代收到的几乎
全是掌声，吴协恩掌门的这些年来，外界对
于华西村的评价可以说是“鲜花和板砖齐
飞”。鲜花不用多说，板砖多不多，都有哪
些板砖？

吴协恩：板砖实际上还是观念理念的碰
撞。鲜花就是鼓励，板砖就是鞭策，我们要
用平常心去看待。我们坚持一条就是——
听中央的不走样，听外部的不走神，听老百
姓的不走偏。围绕这三句话做事。

至于外界的一些负面评论，我们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华西的发展，过去有困难，
现在有困难，今后还会有困难。如果没有
困难，我们就失业了。所以，鲜花跟板砖现
在有，今后还会有，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听。

陈爱海：我想这同样跟时代的发展有
关系，在您父亲吴仁宝那个年代，几家主流
媒体说你好，没有人说你不好；现在这个自
媒体时代，信息渠道太多了，你做得再好，
总有人会跳出来说一些不好的，传起来也
很快。比如前几天就有消息说，华西村流
动性面临困难了，无锡市政府开会准备出
手相救之类。我想这个事大家非常关注，
华西村作为“天下第一村”，金光闪闪的招
牌，怎么会流动性也出现问题呢？

吴协恩：实际上细心的人只要看到华
西目前的发展，他就不会担心了，因为不
了解华西才会这样。这几年，实际上我们
的负债率都在下降，一般负债率要到 70%
以上才会引起关注，我们从来没超过。另
一个来说，我们的效益、税收，每年在增
长，去年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下，我们增长
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多。我认为下面的厂
长、经理还是努力的。可惜的是不了解华
西村的多，真正了解华西村的人还是不
多。

陈爱海：所以也需要及时发声。您刚
才讲的内容，我总结成两点——第一，可以
理直气壮地说，华西村流动性没有问题；第
二，政府开会，不是因为华西村不好，而是
要让华西村好上加上。

吴协恩：是的。到华西来看看，到底怎
么样，一看就知道了。像周边当地的人，没
人相信华西村有什么问题。

陈爱海：跟您这一席谈，我发现您对华
西未来发展的思路非常清晰，对现状的认
识也很清醒。外界对于华西村的看法，鲜
花当然还是很多的，而所谓的板砖，我比较
同意您说的，是因为他们对华西不了解。

吴协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板砖是
因为很多人对华西有更高的期待，这就是
鞭策我们的，我认为这是好事情。一个单
位最怕没人来讲，好的也不讲，差的也不
讲，说明这个单位不行。

（央广网于5月8日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