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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平文：

为国家重大产业精密“计算”
本报记者 佘 颖人物小传

吴协恩，男，1964年6月份出生，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人，吴仁宝之子，中共党员。现任江

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华西集团董事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十八大代

表。1993年，吴协恩崭露头角，与云南“玉溪”和江苏烟草合资合作，联合出品“华西村”牌香

烟，后与五粮液合作出品“华西村酒”。2001年，吴协恩以“一分五统”方式将周边20个村“并”

入大华西，走共同富裕道路。2002年11月份，吴协恩接任华西集团总经理。2003年7月，吴协恩

全票当选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

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

三个角色领军三个角色领军““百年村庄百年村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瞿长福 乔金亮

过去过去““来了华西村来了华西村，，就是就是

华西人华西人””，，现在现在““服务华西村服务华西村，，

就是华西人就是华西人””。。

华西村追求的不只是华西村追求的不只是

““百亿百亿””、、““百强百强””，，而是追求优而是追求优

秀的秀的““百年企业百年企业””和幸福的和幸福的

““百年村庄百年村庄””，，这是华西的这是华西的““中中

国梦国梦””、、““华西梦华西梦””。。

“加我微信，给你看个好东西。”《经济日报》记者刚见
到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平文
时，他就迫不及待地给记者做起了展示。微信里，张平文
传来一份中英文的“飞跃小组申请情况”，16 个人名，每
个后面都缀着一所国外名校的名字。“这一届北大数学科
学学院计算机系的16个学生，全部申请到了海外名校的
研究生。”张平文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份喜悦，只有了解计算数学过去有多冷，才能理解
张平文现在的自豪。从计算数学系的乏人问津到炙手可
热，这些年张平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前，很多老师对学
生出国持保留态度，张平文却鼓励学生出国深造。“北大
的计算数学在全球大概处在5位到10位之间，如果学生
能进入国际前5位的学校，我会尽全力帮助他们。”因此，
张平文让学生从本科开始跟随科研组做项目，并为每个
学生定制推荐信。

为了提高成功率，他组织准备留学的学生建立“飞跃
小组”互通信息。为了让学生学得更好，张平文还对几门
主要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作了修改。他邀请世界一
流专家来北大讲课，配备中文助教，边教边改，6 年后的
新教材中，每一个章节后面都加上了应用型的上机习题。

由于学得扎实、出路又好，计算数学如今已经成为北
大最热门的专业。“目前，北京大学每年本科生中，最优秀
的20%多半都在我们系。”张平文欣慰地说。

在操心学生出路、管理系里业务的同时，张平文也没
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他研究的计算数学算法与模型，
最早应用于国防，随后进入工业领域，现在已成为当下炙
手可热的研究方向，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不可或
缺的支撑。张平文主攻的复杂流体方向，在材料学、高分
子、化工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很多高校研究这一领域的
教授专家都被企业高薪挖走，但张平文却一直坚守在北
大，坚守在学术界。

对北大、对数学，他真有感情。1992年，张平文从北
大数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98 年，32 岁的张平文成为
科学与工程计算系主任。“我的同学大多出国了，但我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而且中国也需要数学人才，我就留下来
了。”张平文说。

30多年来，他参与过众多国家重点项目。随着中国
经济实力的提升，张平文感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计
算数学是服务大型工程的，越是国富民强，越有用武之
地。探月工程、大飞机、航母、超级计算机，都要用到计算
数学”。他欣喜地看到，当年自己送出国的学生，很多都
回到了国内，成为许多高校计算数学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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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西人引以自豪的当年“第一
高楼”华西金塔下，老书记吴仁宝的名言
很醒目，接班人吴协恩在很多场合都会
引用。

不同于一般的村庄和企业，以“天下
第一村”闻名于世的江苏省华西村，一直
忠实而富有创造性地践行着集体经济道
路，村企合一、村社合一、股权清晰。用
华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华西集团
董事长吴协恩的话来说，这里既有企业
也有社会，既追求效益也追求公平，既允
许个人致富更讲究共同富裕。如何实现
目标间的平衡？“在华西，这很好统一。”
吴协恩从容不迫地与《经济日报》记者谈
起了执掌“天下第一村”的“掌门经”。

角色一：村党委书记

集体经济创造共同富裕

“当初，小岗村人少地多基础差，分
田到户是对的，但华西村那时已开始搞
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势头很好，如果不切
实际地分地就啥都没有了。”在华西干部
学院，记者见到吴协恩时，他正在给参加
中组部、农业部大学生村官培训班的学
员讲课，台下是 100 名全国各地的大学
生村官。“来华西不是看华西老百姓住房
有多好，也不是看华西的高楼大厦。”吴
协恩告诉大家，学华西要学老书记的精
神，但要走自己的路。

老书记精神是什么？“一心为民，追
求共同富裕。”吴协恩回答得斩钉截铁。
华西村当年的“铁姑娘”赵荷芬对此体会
真切。她说，老书记有个“三不”：不住全
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
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三不”形成了一股
深厚内力，让全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华西村成为中国第一个“电话村”

“空调村”“汽车村”“别墅村”，最终享有
了“天下第一村”的美誉。

如今，老书记精神已融入华西村民
的血液，成为华西村永续发展的基因。
新书记吴协恩把这种精神当作自己首先
要继承的“根本”。这些年，华西村所在
的华士镇党委、政府批准给吴协恩个人
的报酬和嘉奖 1 亿多元，他全部留给了
村集体，2013 年开始每月仅领取 3500
元基本工资。每年除夕，吴协恩坚持陪
一户村民吃年夜饭。

吴协恩学历并不高，勉强算高中水
平。当年结婚后报名参军，4 年军旅生
涯，养成了外柔内刚的性格。转业后回
到华西村办企业，从最基层的供销员做
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于 2003 年正式
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至今，期间还报名
去黑龙江、宁夏的华西村扶贫点工作。

尽管接班前在华西村做的大事不
少，但吴协恩说自己首先要做好的是华
西村党委书记。“因为，这意味着首先要
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不假思索
地说。

口号虽响口号虽响，，但并非套话但并非套话。。漫步在花漫步在花
园式的华西村园式的华西村，，道路旁道路旁、、楼宇间楼宇间，，各种党各种党
性教育标语不时映入眼帘性教育标语不时映入眼帘，，幸福园里排幸福园里排
列着焦裕禄列着焦裕禄、、雷锋等众多英模的雕像雷锋等众多英模的雕像。。
华西村村民吴莉萍说华西村村民吴莉萍说，，华西村中心村华西村中心村
970970 户村民按住宅分成户村民按住宅分成 9797 个组个组，，由骨干由骨干
党员担任联系人党员担任联系人，，入户向村民传达各级入户向村民传达各级

党组织精神党组织精神，，听取意见和建议听取意见和建议。。““有时骨有时骨
干党员也会将村民聚集到一起干党员也会将村民聚集到一起，，讨论村讨论村
庄事项庄事项，，学习中央政策学习中央政策。。很多村社聚在很多村社聚在
一起开会很难一起开会很难，，但华西村如果半夜开会但华西村如果半夜开会，，
大家也能在大家也能在1010分钟内到场分钟内到场。。””吴莉萍说吴莉萍说。。

““华西村的成功源于坚持走集体经华西村的成功源于坚持走集体经
济的发展道路济的发展道路。。””吴协恩说吴协恩说，，在华西村在华西村，，村村
庄建设庄建设、、公共事业都由集体股份来解公共事业都由集体股份来解
决决。。““你看这里一排排一模一样的小别你看这里一排排一模一样的小别
墅墅，，其实是上世纪其实是上世纪 8080 年代时建造的年代时建造的。。在在
老书记时期老书记时期，，华西人都可以分到一套别华西人都可以分到一套别
墅墅。。新书记接任后新书记接任后，，条件在不断更新条件在不断更新
变化变化。。””华西村纪监委副主任朱蕴海说华西村纪监委副主任朱蕴海说，，
目前华西中心村居民在村集体账户上的目前华西中心村居民在村集体账户上的
资金都非常充裕资金都非常充裕，，这些资金在需要时随这些资金在需要时随
时可以变成房子时可以变成房子、、汽车汽车、、家具家具，，不需要时不需要时
则可在集体内按年分享红利则可在集体内按年分享红利。。

华西人富了华西人富了，，但党委书记吴协恩追但党委书记吴协恩追
求共同富裕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求共同富裕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早在早在
20012001 年年，，华西村开始整合周边村庄华西村开始整合周边村庄，，并并
逐渐形成周边逐渐形成周边 2020 个村个村、、33..55 万人万人、、面积超面积超
3535 平方公里的大华西平方公里的大华西““致富圈致富圈””。。““现在现在，，
华西村每年要为大华西支出华西村每年要为大华西支出 96009600 多万多万
元元，，发放各种补贴发放各种补贴、、福利福利、、老年人保养金老年人保养金
等等。。””大华西管委会副主任张中祥说大华西管委会副主任张中祥说。。

为了把共同富裕的信念传承下去为了把共同富裕的信念传承下去，，
华西村从与贫穷村社华西村从与贫穷村社““结对子结对子””开始开始，，每每
年选派优秀干部全职扶贫年选派优秀干部全职扶贫。。近年来近年来，，华华
西村连续挑选西村连续挑选 150150 名年轻人到贵州开阳名年轻人到贵州开阳
县穿洞村扶贫蹲点县穿洞村扶贫蹲点，，与当地村民同吃与当地村民同吃、、同同
住住、、同劳动同劳动，，在实践中体验老华西人艰苦在实践中体验老华西人艰苦
奋斗的经历奋斗的经历。。““这是华西青年必须上好的这是华西青年必须上好的
一课一课。。””吴协恩说吴协恩说。。

角色二角色二：：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

体制改革释放发展活力体制改革释放发展活力

在华西村中心广场南面在华西村中心广场南面，，投资投资22..55亿亿
元的民生工程—元的民生工程—33..1818 万平方米的华西文万平方米的华西文
体活动中心已投入使用体活动中心已投入使用。。站在最高建筑站在最高建筑
龙希大厦向下看龙希大厦向下看，，这栋建在原热带厂拆这栋建在原热带厂拆
迁地块上的建筑迁地块上的建筑，，宛如一本展开的书宛如一本展开的书
卷卷。。同时同时，，华西村的文化实力也不断集华西村的文化实力也不断集
聚聚：：倡导诚信文化倡导诚信文化，，表彰诚信典型表彰诚信典型；；倡导倡导
奉献文化奉献文化，，在艰苦地区建立干部教育基在艰苦地区建立干部教育基
地地；；倡导家风文化倡导家风文化，，奖励敬老爱亲奖励敬老爱亲，，惩戒惩戒
赌博迷信赌博迷信，，让正能量让正能量、、好传统得以传承好传统得以传承。。

作为村委会主任作为村委会主任，，吴协恩考虑更多的吴协恩考虑更多的
是社区管理是社区管理。。他举例说他举例说，，很多人以为组成很多人以为组成
大华西就是简单并村大华西就是简单并村，，但其实是但其实是““整而不整而不
合合””，，核心是核心是““一分五统一分五统””：：村企分开村企分开；；经济经济
统一管理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劳动力在同等
条件下统一安排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村建统
一规划一规划。。大华西各村的村委会大华西各村的村委会，，还是与华还是与华
西村村委会一样的村民自治组织西村村委会一样的村民自治组织，，独立处独立处
理村务理村务，，既一同发展既一同发展，，又各有能动性又各有能动性。。在在
形成大华西后形成大华西后，，华西村没有大拆大建华西村没有大拆大建，，而而
是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是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描绘描绘““山南钱庄山南钱庄、、
山北粮仓山北粮仓、、中间天堂中间天堂””的美景的美景。。

20162016 年年，，华西村开始在管理体制改华西村开始在管理体制改
革上啃革上啃““硬骨头硬骨头””。。虽然华西村在发展过虽然华西村在发展过
程中经历了多年考验程中经历了多年考验，，但一些老机制总但一些老机制总
会跟不上新时代的发展会跟不上新时代的发展，，因此围绕用人因此围绕用人、、
制度制度、、股份三个方面股份三个方面，，吴协恩开始推行为吴协恩开始推行为
期期 33 年的年的““三改三改””改革改革，，““三改三改””目的目的，，就是就是
让华西外来工作人员与华西村民共享富让华西外来工作人员与华西村民共享富
裕裕，，吸引更多人才建设华西吸引更多人才建设华西，，同时更好调同时更好调
动华西人的积极性动华西人的积极性。。

在用人改革方面在用人改革方面，，从从 20172017 年开始年开始，，
华西村不分村民职工华西村不分村民职工，，一律一律““同工同酬同工同酬、、

公平公正公平公正、、一视同仁一视同仁””，，能者上能者上、、庸者下庸者下。。
过去过去，，从小华西到大华西从小华西到大华西，，干部人数不断干部人数不断
增多增多，，最多时一个部门副职最多时一个部门副职 4242 人人，，有些有些
职位就是负责接待职位就是负责接待。。““干部无所事事干部无所事事，，失失
去的是老百姓的信任去的是老百姓的信任。。””吴协恩说吴协恩说，，现在现在
情况变了情况变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萝卜一个坑。。

在制度建设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吴协恩吴协恩““拿自己开拿自己开
刀刀””：：““我既是村主任我既是村主任，，又是董事长又是董事长。。在村在村
里里，，村民需要我批的村民需要我批的，，我批我批；；在企业在企业，，凡涉凡涉
及到现金及到现金，，交给财务公司交给财务公司。。””吴协恩说吴协恩说，，华华
西村建立了薪酬委员会西村建立了薪酬委员会，，下面各大公司下面各大公司，，
建立了人事委员会建立了人事委员会。。每个月开一次会每个月开一次会，，
涉及这两件事情涉及这两件事情，，全部到会议上集体全部到会议上集体
决定决定。。

在财务制度方面在财务制度方面，，所有子公司不设所有子公司不设
会计会计，，只有出纳只有出纳。。会计全部由集团财务会计全部由集团财务
公司统管公司统管，，将事权与财权彻底分割将事权与财权彻底分割。。华华
西村村委会副主任瞿全兴说西村村委会副主任瞿全兴说，，华西村有华西村有66
任主办会计任主办会计，，没有一人是村书记没有一人是村书记、、村主任村主任
的家人的家人，，这是华西村很早就定下的规矩这是华西村很早就定下的规矩。。

““一些来学习的村干部问我一些来学习的村干部问我，，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的村规不管用他们的村规不管用，，华西就管用华西就管用？？””吴协吴协
恩说恩说：：““华西的华西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不是哪个干部不是哪个干部
制定的制定的，，而是村民一条条商议出来的而是村民一条条商议出来的，，民民
主、公开、透明，自然能够自觉遵守、形成
向心力。”

眼下，华西正进入股份制改革的“深
水区”。改革前，华西对中心村民的分
红，每年是 20%发给村民，80%留到村集
体作为投资使用。“留到村集体的 80%，
相当于如今的期权一样。在股权改革
中，一方面，这 80%要调整。另一方面，
对于集团旗下公司，集体股权的比例会
逐步缩小，但还保持控股。多余的部分
是为了吸引人才，包括今后合伙人制等
各种新的股权形式投入。”吴协恩说。

过去“来了华西村，就是华西人”，现
在“服务华西村，就是华西人”。华西村
不仅提供良好的创业平台，而且创新激
励机制，股权不再只给华西本村人，对外
来的优秀团队同样给予股权激励。华西
新能源公司总经理王伟就放弃了原公司
即将到手的股权跳槽到华西村，“因为这
里的创业平台更好，还有一系列股权激
励，工作起来更有激情”。王伟说。

角色三：集团董事长

不断转型打造“百年村庄”

吴协恩喜欢琢磨，尤其喜欢琢磨市
场、琢磨企业。“我没有系统学过经济理
论，但丰富的基层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早年，他任华西宝昌公司总经理时，就以
较小成本打造出“华西烟”“华西酒”系
列，为集体带来了每年几千万元的利润。

2000 年以后，制造业发达的长三角
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土地成本提高、环境
容量不足等问题容量不足等问题。。这对于以钢铁这对于以钢铁、、纺织纺织、、
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华西来说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华西来说，，同样是压同样是压
力力。。华西村必须转型华西村必须转型，，吴协恩下了决心吴协恩下了决心。。

改革要趁早改革要趁早。。早在早在 20032003 年年，，通过调通过调
研研，，吴协恩意识到钢铁吴协恩意识到钢铁、、化纤行业出现产化纤行业出现产
能饱和能饱和，，如果继续在这些产业和项目上如果继续在这些产业和项目上
扩产扩产，，会带来很大风险会带来很大风险。。因而因而，，华西村开华西村开
始从钢铁减产提质入手始从钢铁减产提质入手，，踏上转型之路踏上转型之路。。

转型的几年转型的几年，，也是钢铁也是钢铁、、化纤行业最化纤行业最
火的几年火的几年。。华西钢铁公司董事长杨永昌华西钢铁公司董事长杨永昌
回忆说回忆说，，从从 20032003 年至今年至今，，华西没有新增华西没有新增
一吨钢一吨钢，，反而大幅压缩轧钢产能反而大幅压缩轧钢产能。。20052005
年至年至 20072007 年年，，即使钢铁行业回报高即使钢铁行业回报高，，集集
团董事长依然坚持不扩产团董事长依然坚持不扩产，，当时一些厂当时一些厂
长长、、村民私下说村民私下说：：““协恩上来协恩上来
后后，，只会关厂啊只会关厂啊。。””但现在但现在，，
许多钢铁厂在去产能的压许多钢铁厂在去产能的压
力下度日艰难力下度日艰难，，华西钢铁已华西钢铁已
经利润可观经利润可观。。

面对转型中的各种议面对转型中的各种议
论论，，吴协恩不争论吴协恩不争论，，但对传但对传
统企业的技改升级和关停统企业的技改升级和关停
并转却在加快并转却在加快。。20132013 年至年至
20162016 年年，，华西在冶金上的华西在冶金上的
技改投入达到技改投入达到 1111..66 亿元亿元；；
线材线材、、化工化工、、带钢等带钢等 99 家低家低

效益企业先后关停效益企业先后关停；；为了减少煤耗为了减少煤耗，，关掉关掉
了两家热电厂了两家热电厂，，即便当时两家电厂每年即便当时两家电厂每年
能创造能创造 50005000 万元的稳定效益万元的稳定效益，，也坚决也坚决
关停关停。。

关停并转的同时关停并转的同时，，是寻找新的增长是寻找新的增长
点点，，吴协恩瞄准了金融流通等现代服务吴协恩瞄准了金融流通等现代服务
业业。。但当时老书记并不赞同但当时老书记并不赞同，，吴协恩和班吴协恩和班
子成员瞒着老书记成立了投资担保公司子成员瞒着老书记成立了投资担保公司
—无锡同诚投资—无锡同诚投资。。20062006 年年，，这家当时仅这家当时仅
1010 来 人 的 公 司来 人 的 公 司 ，，赢 利赢 利 30003000 万 元万 元 。。 到到
20152015年年，，华西金融业务净利润已达华西金融业务净利润已达1010亿亿
元元。。目前目前，，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对集团利润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对集团利润
贡献率高达贡献率高达 6565%%。。““20162016 年年，，华西集团实华西集团实
现可用资金比上年增长现可用资金比上年增长33..7575%%，，上缴税收上缴税收
1313..2020 亿元亿元，，比上年增长比上年增长 1919..6868%%。。今年今年 11
月份至月份至 44 月份月份，，华西实现华西实现‘‘双增双增’’：：完成可完成可
用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用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88..0909%%，，比任务数比任务数
增长增长1111..2727%%。。””吴协恩对数字很清楚吴协恩对数字很清楚。。

据华西金融事业三部负责人刘红华据华西金融事业三部负责人刘红华
回忆回忆，，第一年老书记完全不知道吴协恩第一年老书记完全不知道吴协恩
成立了投资担保公司成立了投资担保公司，，年底看到财务报年底看到财务报
表多出一部分盈利表多出一部分盈利，，才向吴协恩询问了才向吴协恩询问了
来龙去脉来龙去脉。。““现在看来现在看来，，吴协恩的市场眼吴协恩的市场眼
光是很敏锐的光是很敏锐的，，老书记也是开明的老书记也是开明的，，在看在看
到盈利后到盈利后，，放手让我们去做放手让我们去做。。””刘红华说刘红华说。。

““父亲更喜欢那些看得见父亲更喜欢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摸得着的
实业实业。。天天进工厂看到机器响就兴奋天天进工厂看到机器响就兴奋。。””
吴协恩解释吴协恩解释，，““我起初不理解我起初不理解，，但现在也能但现在也能
体会他的心情体会他的心情。。没有的时候没有的时候，，敢闯敢试敢闯敢试；；
有了以后有了以后，，就怕失去就怕失去、、怕失误怕失误。。他一辈子他一辈子
的心血都在华西村的心血都在华西村，，不能有半点疏忽不能有半点疏忽””。。

集团多元化集团多元化，，下属企业专业化是华西下属企业专业化是华西
发展的重要战略发展的重要战略。。近年来近年来，，华西集团利用华西集团利用
资本优势资本优势，，拓展到金融拓展到金融、、海工海运海工海运、、矿产资矿产资
源源、、新能源新能源、、电子竞技电子竞技、、网络游戏等新兴产网络游戏等新兴产
业领域业领域，，目前集团投资入股的公司企业多目前集团投资入股的公司企业多
达达4545家家，，产业从陆地到海洋产业从陆地到海洋，，从东部到西从东部到西
部部，，从半导体芯片到电竞游戏从半导体芯片到电竞游戏。。

产业蓝图向全球布局产业蓝图向全球布局。。华西不仅参华西不仅参
与我国海洋工程建设与我国海洋工程建设，，在日本种大米在日本种大米、、美美
国搞研究国搞研究，，还在太平洋搞海运还在太平洋搞海运、、在英国投在英国投
资垃圾焚烧厂资垃圾焚烧厂、、到南美大洋里捕捞鱿鱼到南美大洋里捕捞鱿鱼
⋯⋯华西远洋公司和海洋工程公司董事⋯⋯华西远洋公司和海洋工程公司董事
长吕苏君说长吕苏君说，，在海上油田安装领域在海上油田安装领域，，华西华西
已做到全国第三已做到全国第三；；在海底光电缆铺设方在海底光电缆铺设方
面面，，华西技术全国领先华西技术全国领先，，并拥有并拥有2020多项专多项专
利利。。去年去年，，华西的海外利润达华西的海外利润达11亿美元亿美元。。

借着借着““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机遇机遇，，华西华西““走出去走出去””
的步伐也更加有力的步伐也更加有力。。“‘“‘走出去走出去’’不是简单不是简单
在国外开个厂在国外开个厂，，关键是全球化思维关键是全球化思维。。””吴协吴协
恩举例说恩举例说，，如海洋勘探开发需求出现上升如海洋勘探开发需求出现上升
势头势头，，华西海洋工程业务就拓展到马来西华西海洋工程业务就拓展到马来西
亚亚、、中东中东；；黄金黄金、、天然气天然气、、石油投资上涨石油投资上涨，，华华
西就另辟蹊径到莫桑比克开采石材西就另辟蹊径到莫桑比克开采石材，，现在现在
那里已有那里已有 300300 平方公里矿山平方公里矿山。。““这就是思这就是思
路路。。””吴协恩自信地一笑吴协恩自信地一笑。。

在华西在华西，，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经济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经济
分析例会分析例会，，厂长厂长、、经理都要报数据经理都要报数据、、找找
问题问题、、谈打算谈打算。。华西特种化纤厂副总经华西特种化纤厂副总经
理汪方能说理汪方能说：：““每参加一次会每参加一次会，，市场和市场和
效益的弦就绷紧一次效益的弦就绷紧一次，，今年董事长反复今年董事长反复
提出提出，，要打造百年企业要打造百年企业、、百年村庄百年村庄，，这这
目标既具体又宏观目标既具体又宏观。。””对此对此，，吴协恩表吴协恩表
示示，，华西村追求的不只是华西村追求的不只是““百亿百亿””、、““百百
强强””，，而是追求优秀的而是追求优秀的““百年企业百年企业””和和
幸福的幸福的““百年村庄百年村庄””，，这就是华西的这就是华西的

““中国梦中国梦””。。

李思耀一家是上海普陀区万里街道居民区的一户普
通家庭，也是社区有名的环保之家。李思耀常常把“家和
方能万事兴”挂在嘴边，秉承“上孝下贤，言传身教”的家
风家训，一家人过着平淡又不失精彩的日子。

李思耀的岳母已经95岁高龄，目前生活起居全由他
与妻子照料。李思耀把最好的留给老人，对老人的生活
起居百般细心照料，但仍免不了老人的“小孩脾气”，每每
受到岳母的埋怨，他总是笑而不语。实在郁闷了，他就拿
出画板，静心作画，或是忙活起自己的手工爱好，用创造
美好的方式化解家庭矛盾。

说起李思耀的爱好，退休之后，他爱上了做手工。走
进他的家，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工艺品展览馆，一个个看似
文玩古董的工艺品，都是李思耀用废旧材料制作而成
的。一次性碗、泡沫塑料、板刷刺、酸奶盒⋯⋯在他的精
心制作下，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他的作品还
在街道举办的“环保手工作品展”中荣获二等奖，之后李
思耀申请加入万里街道“创新屋”志愿者老师的队伍中，
利用周末的时间，为社区的老人和小朋友传授环保手工
艺品的制作方式，向大家宣传环保的理念，丰富社区居民
的文化生活。

家人对李思耀的手工也全力支持：岳母经常为他留
着喝完的牛奶盒、酸奶盒；为了支持他创作纸浆画，妻子
将家里的粉碎机拿出来专门供他打碎硬纸板使用，还在
他的影响下，学习起了环保手工艺品的制作；儿子和孙子
在他的耳濡目染下，也颇有艺术天分，家里的阳台墙面全
是儿孙作的画，美观又独特。

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李思耀还是小区里一名热心
的志愿者，经常帮助居委会出板报，并多次荣获街道板报
比赛的一等奖和二等奖。反家暴宣传、消防安全宣传、环
保节能宣传，到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不仅如此，他自己
也身体力行，外出购物用无纺布购物袋，尽量不使用一次
性筷子和杯子，将环保理念贯穿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大家庭，不仅环境美，心灵更美。赡养老人、照顾儿
孙、当志愿者、做手工艺品，在这个环保之家里，“小区艺
术家”李思耀的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环 保 之 家 欢 乐 多
——记上海普陀区万里街道李思耀一家

本报记者 李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