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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亮了寂静的大地，
在寂寥贫瘠的土地上，
您种下了一株嫩芽，
让大地充满生机。
太阳晕染了广阔的天空，
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
您种下了一颗太阳，
让万物获得暖阳。

太阳染红了洁白的云彩，
在富饶肥沃的土地上，
您种下了一缕希望，
让人们生活幸福。

这颗种在土地里的太阳，
带着无穷无尽的希望，
洋溢温暖，传递美好。

感谢您：
始终保持一心为民情怀，
始终发扬努力奋斗精神，
始终恪守廉洁自律本色。

思念您：
您是心系农民造福群众的杰出代表；
您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光辉典范；
您是一身正气无私奉献的道德楷模。

敬佩您：
您不论狂风暴雨，砥砺前行，
带领勤劳的百姓，努力耕耘。
千言万语都汇成一句话：

“谢谢您，我们亲爱的老书记！”
希望我们的同学们
能向老书记好好学习
，华西的明天因你们而更加美好！

一颗种在土地里的太阳
（节选）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八（6） 许琳怡

年年三月，岁岁春天。3月18日是吴仁宝老书记逝世纪念日，为了缅怀老书记，弘扬仁宝精神，华西实验学校今年以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为主题，开展了学生原创征文活动，用文字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无尽追思和崇高敬意。

三月的雨丝连成串串思念……

敬爱的吴爷爷，
另一个世界的您还好吗？
虽然我没有见过您，
可爸爸说，
您是伟大的农民领袖，
没有您，就没有如今的华西村。
妈妈说，
您是开天辟地的大英雄，
没有您，就没有华西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
老师说，
您是最关心小朋友成长的爷爷，
没有您，就没有美丽的华西实验学校。
吴爷爷，
我还读过许多关于您的故事，
看过关于您的电视，
我知道您是个了不起的爷爷，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吴爷爷，
我们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等到校园里的小树长成参天大树，
我们也就成了国家栋梁。
像您一样，
对社会有用，为华西富强！

吴爷爷，我想对您说
一（2）王艺诺

走进华西，街道整洁、宽阔、平
坦，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
大楼商场的货物琳琅满目，我们的校
园风景如画，环境优美，教室宽敞明
亮，校园里到处一片生机盎然，我们
在这样的氛围里一定奋发向上，努力
学习。

去年秋天，华西实验学校将和中
央电视台“大手牵小手”同台录制节
目，这是多少人可遇不可求的。老师
们白天上课，课余时间教我们排练，
一遍，二遍，三遍……直到每个动作
熟练，整齐，老师辛苦地指导着，我们
同学满头大汗，但很快乐，大家一起

加油着，坚持下来真好！
当我们走上舞台，灯光打开，音

乐响起，熟悉的旋律和鞠萍姐姐那动
听的主持声音感染了我们，我们认真
卖力把华西娃幸福生活表演得淋淋
漓尽致。和著名主持人合照是我们
永久美好的回忆。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吃水不
忘挖井人，时刻感恩老书记”，不管
现在和将来，您的精神，我们永不
忘，我们将越挫越勇，华西也会蒸蒸
日上。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节选）
二（2） 许哲

每当我背起书包走进美丽的校园，感受着四
季如画的景色，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上课，用着现
代化的教学设施，温暖的阳光洒在脸上，感觉特别
幸福。妈妈告诉我，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为
了孩子们着想，建立起这所华西实验学校，我估计
要回老家上学了。您的爱像大海一样宽广！

每次我老家和外地的亲戚来我家做客，爸爸
妈妈都会把他们带去金塔，世界公园还有龙希酒
店等景点去旅游观光，他们都羡慕地说道：“不出
远门都能旅游真好！”当然我也跟着去当个小导
游，给他们带路，欣赏着美丽的华西。当看到了
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游客来到这里时，他们仰慕
华西村的眼神让我更加钦佩吴爷爷。

吴爷爷，感谢您为我们做出的一切，建设起
着美丽的大华西。吴爷爷，感谢您教会了我们无
私奉献，坚守信念的精神。吴爷爷，感谢您全心
全意为人民，为集体，为华西做出的贡献。感恩
有你！

感恩有您（节选）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五（6） 高珂欣

太阳公公高高地挂在空中，把缕
缕金丝撒向大地，落在花朵上，花儿立
马露出了笑脸；落在小草上，小草马上
跳起了舞；落在我的头上，让我立刻神
清气爽，烦恼全都抛在了脑后，感觉整
个人充满了活力。

“叮铃铃”上课了，老师走进教室
对我说：“王乐童，最近有个好书推荐
比赛快要开始了，你回家好好写个稿
子，这几天好好背背，到时候争取拿个
一等奖，为我们班争光，加油！老师相
信你可以的。”我听了老师的话，信心

满满，回到家，书架上的一本《老书记》
让我眼睛一亮，老书记的精神不就是
我们每一位华西学子值得学习的精神
吗?我写完作业就开始写稿子，写好
后 ，我站在镜子面前反复练习。三个
日夜的苦背，终于在比赛前背了出来。

下午，我紧张的不行，走出教室听
到朋友们加油声，我勇气倍增，自信满
满地赶往“战场”。台下我听着同学
们推荐的好书，看着一位位同学从台
上下来。我开始全身发热，大颗大颗
的汗珠从我的额头落下，手心里的汗

珠擦也擦不及，双腿不停地颤抖，牙齿
在嘴里打架。“王乐童”，老师叫了我的
名字，我忐忑地走上台。奇怪的是原
本倒背如流的台词，现在竟一个字也
说不出来，我急了，眼眶湿了，心也快
跳出来了，这时，一个慈祥的、戴着眼
镜的面容在我眼前闪现，啊！是敬爱
的老书记，一个熟悉的、亲切的声音在
我耳边说到：“加油，你是最棒的，我还
等着你拿第一 呢！只要战胜自我，克
服困难，就能迎接成功！”听了这话，我
顿时自信起来，一股神奇而强大的力
量让我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站在台上，手拿奖状。“咔”我的幸
福就永远留在了老师的手机里。

那一刻，老书记，您像春雨，滋润
我们的心田，您像阳光，带给我们温暖，
您像一盏台灯，点亮我们前进的方向。

春雨，滋润我们心田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五（7） 王乐童

在千万人之中，他们也许再平凡
不过；于千万年之中，他们或许微不足
道，但是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如野
百合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与辛苦装
扮着祖国的春天，他们的点点滴滴感
动着中国，感动着世人的灵魂。

他们有的为祖国荣誉而战斗，有
的为人民利益而付出，有的为理想而
拼搏，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所拥
有的那一份精神在我的内心荡起一层
层涟漪，让我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

我不禁为他们鼓起人生的掌声。
双百人物吴仁宝，您，就是这样的

人……
您做事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牢记发展是硬道理，艰苦创业带领华西
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共同致富道路。

您，从60年代就冒着风险开始创
办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后，您大力推
进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推行企业合作
制等制度创新，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实
施农副工综合发展，在华西村建成了

江苏最大的村级乡镇企业集团。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您注意生态

环境建设，注重提高村民精神文明素
质，亲自编写“村歌”等，开展“爱党爱
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六爱”
教育。您心系华西，心忧天下，帮扶中
西部建立“省外华西村”。

您总说：富了钱袋子，不忘小孩
子。您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就这
样，一座美丽的乡村校园就此诞生，解
决了周边村民孩子的上学问题，而我，
也有幸成为了其中一员。

一转眼，在华西实验学校上学六
载，身为新市民学生，我们学习了很多
关于您的故事，让我们收获颇多，懂得
了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成为一名真正
的华西娃。

怀念老书记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六（2） 曹洁

吴仁宝老书记，
华西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永远都在怀念他！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变成如今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一村”，
中间的艰难过程难以想象！

老书记，
您，
就像一棵参天屹立的大树，
为我们华西人遮风挡雨！
您，
好似一个穿越时空的时光机，
告诉我们未来充满希望！
我们学习您的优秀品质，
我们爱戴您！
拥护您！
感激您！

怀念老书记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六（2） 郝婉滢

吴仁宝老爷爷，我想对你说，每
天中午，校园里会唱《我家有个好书
记》等歌曲，来怀念你。

老书记我想对你说，现在的华
西医院给我们带来了方便，村民可

以去体检，不要去江阴了。8楼有眼
科门诊，我们学生可以在里面检查
眼睛。

老书记我想对你说，现在的华
西实验学校升学率越来越高，不会

忘记您的那句话“鼓了钱袋子不忘
小孩子。”我们的老师对我们很好，
就像爸爸妈妈那样关心我们。

老书记我想对你说，今年因为
我们参加了央视少儿节目的录制，
村里给我送来了好多橘子，这是发
给村民的橘子。新书记说我们学生
最辛苦，为华西争光了，是对我们的
奖励。

老书记，谢谢您，谢谢华西村。

我想对你说，老书记
六（5） 刘棠

老书记，
您已经离开我们八年了，
但是您那坚持不懈的勇气与精神，
以及您那高大的形象，
永恒在我们心中。
每当想起您，
眼前总会呈现出
您那温暖人心的笑容。
您是我成长的标杆！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六（7） 李玲

“什么是社会主义”
“让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
“让全世界人民幸福就是共产主义”
吴爷爷，这是您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两句简朴

的话语，让我感叹，在您的心目中人民就是天，甚
至大于天，您真挚的爱民情怀让我佩服，您常说：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就是这句平平淡淡的
话语让我沉思，您确确实实将“说”落实，您这一生
中成千上万的事中都印证着您火热的爱民之心。

您为了华西村建设付出了无数汗水，是您让
华西村走向了繁荣富强，处处都浸透着您的心
血！您一心为我们做贡献，不求回报。您用汗水
浇灌土地，用真心谱写华章，用生命建设新农村，
您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九亿农民第一人”。

赤子之心记心间（节选）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七（1） 程露瑶

有一棵小树，
曾不被人看得起，
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摧残，
这棵小树早已经成为
这片树林中的参天大树，
拥有了一片自己的天空。
吴仁宝老书记，
您便是这棵树的大动脉。

华西巨人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七（4） 申诗语

老书记，在百姓心中，就如一头
金牛，不用阳光，便能光彩照人。他，
是我们永恒的骄傲！

百姓很清楚，老书记是一个纯粹
的人。

“因为我要让百姓幸福！”责任，
担当。无私，方能无畏。

老书记毕生为百姓幸福而奋斗，
死而后已。我曾听闻：华西民族宫，
是老书记生前，每天必去工作的地

方。 从医院结束治疗回到华西村，
刚到村口，家里人说 ：到家了。他
说：送我去民族宫……

身边人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他都没有对“小家”留一句话，留下的
是对“大家”的无尽牵挂。

老书记是一个淡泊名利、纯正可
爱的干部。

一间狭窄、简朴的房间；一张
方桌、几把靠椅、一张床……便是

其三分之一。而另外的三分之二，
是四壁甚至达到房顶的新旧照
片。一张张照片，从黑白到彩色，
是老书记与村民等干活儿或其他
的合照。这些东西，成为老人家最
珍贵的宝贝。

严于律己，绝不搞特殊，谈起父
亲的家风，吴协恩书记有件终身难忘
的事：“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分配西
瓜，父亲看到三哥挑回家的都是大西
瓜，硬是让他挑回了队里，那一年全
家硬是没有尝到西瓜味！”

一生勤苦，两袖清风。正是这样
的吴书记，造就了华西村的辉煌时
代。

您是我们永恒的骄傲。

永恒的骄傲（节选）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七（7） 刘思雨

我依稀记得您逝世时我
还在幼儿园，看着周围的人面
露伤感，尚且年幼的我不知究
竟发生了什么。当悲伤的氛
围逐渐加深，我也感受到了好
像缺少了什么，但却还是不知
真正的缘故。

当我逐渐长大，知识越来
越多，明白的事理也越来越
多，才明白您的影响有多么深
远。看到身边发生的变化，内
心对您的憧憬愈来愈深，也有
越来越的话想对您说。老书
记，我多想诉说华西村这些年
的变化，这都是在您的影响下

产生的欣欣向荣的变化。
正是那句“鼓了钱袋 子，

不忘小孩子”才能让我们这些
学子们有这么好的教学环境和
条件。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学
习到更多的知识，学习得更
好。也正因您的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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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到您的清正廉
洁，也让我对您的更加的崇敬。

我的内心有千言万语却
无法当面对您倾诉，此时却可
以凝汇成一句话:放心吧，老书
记，华西明天一定会更美丽。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节选）
八（4） 曹文豪

因为您，
从此新芽铺满了贫瘠的土地，
从此希望染蓝了污浊的天空。

敬爱您，
因为寂寥的黑夜中那忙碌的背影，
因为三尺的讲坛上那铿锵的发言。

怀念您，
是要感谢那庇护寒门子弟的雨伞，
是要铭记那名流千古的一袭白衣。

学习您，
为了用行动传承数十年来不变的精神，
为了在心中铭刻十余年的求知的时光。

无法冷却，您的事迹给我们留下的炙热，
无法忘却，您的精神给予学子们的激励。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以身作则，教化万民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八（6） 冯天赐

老书记，我想对您说
——华西实验学校“老书记纪念周”学生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