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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也是人生常态。在党校走路不同
寻常,追求健康的体态，还得有更加积极的心态。

走党校路，我们去学习。从“好干部”转入“真学员”，温
习马列经典，学习创新理论，了解科技新知，生活有新的规
律。走在路上，我们思索。从“热运行”进入“冷思考”，升华
思想理念，开阔世界眼光，舒展人文境界，学习有新的启
迪。这一年，我们在路上。从“快节奏”到“慢运动”，观察身
边风景，体会情怀格局，感悟历史沧桑，人生有新的意趣。

在路上，身边常有故事。曾记得春天，走过春风绿满的
小径，我们在认识柳尖吐芯黄花迎春中，知道“形色”软件，
尝试用小程序去破解花名、了解树种、研究林相，“一花一世
界”“一叶一菩提”，说得多好啊！新同学帮我打开了一扇扇
校园生活的新窗户。曾记得初夏，我们深情瞩目中共中央
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并挂牌，仰望蓝天，意外地发现身边
的两棵梧桐有些不一样，向同学请教中，学会了细辨别办公
楼下的一球两球梧桐之微异，慢观察综合楼前的紫藤葫芦
叶之显别，发现七叶树也偶有六叶状的异变。人人是我师、
个个是我友。生活中有学问有诸多美好，需要停步驻足细
思量，同学各有高招，才会更谦恭地低头当下。在体会散步
是人生的乐趣、健康是运动的动力同时，也深切地体会教学
相长、学学相长的真实意义，体悟用功在平时、学习在经常
的生活真谛。

在路上，眼里自有世界。如果说一花一世界，只是小意
微观。那么在校园里走过春夏秋冬，跋山涉水，登亭跨桥，
胸有丘壑天地自阔。踞西北、处京郊，南有邻、颐和园，千亩
校园、好水妙地，远望西山层林染，眺观园中昆明湖。俯看
掠燕红船渡，静踱方步画中行。环校而行，六千步也，大路
小径走过，探究规划源流，深感前人用心。总体规划格局宏
大，寓于京郊山水，主要建筑气势雄强，蕴藏园林之中，戴师
念慈设计，风格意韵深长。沿路而寻，两百日余，人声笑谈
中，了解前生今世，倍感当代精心。绿萝绕廊配以现代雕
塑，广场绿地更见开阔，银杏林立辅之鲜花缀路，区域特色
更加鲜明。大树参天小鸟依人，生命律动如此活跃；东南西
北高低错落，思想境界纵深开合。而三湖相连，少有落差，
不见泉涌，然则四季烂漫，几无异味，想到看不见的“战线”，
不由击掌：水系畅达之下必有深处沟通。掠燕湖中锦鳞游
泳岸影沉璧，方舟湖边天鹅嬉戏，水木园翠鸟捕鱼，正如春
江水暖鸭先知，水质上佳可见流动性之好，水位平衡当知调
控力之强。水为表象，林为景象，犹得动静皆宜之妙。景观
物象，人间气象，颇有人造天成之味。是的，山川形胜，乐在
意趣，规划建设，高在理念。古朴参天自有典雅，茂林修竹
自在天趣，校园气象自有文章，人文精神自得其乐，这是过
去设计者的心愿，也是今天建设者的心曲。曾对党校水好
鱼多人杂为何没有垂钓者表示好奇？餐厅小哥说了一个故
事：此前曾有一翁钓过，也有人劝过，不改。后有一智者温
言，党校是大家的党校，能不能为了大家的景象、共同的美
好放下一点个人的爱好？老翁从此不再来。人言生态恢复
不易，绿色发展更难，党校之建设何尝不是如此？我在走路
时体会仁人之心，在小意微观中发现宏观大气，感念今人之
意，在观察表象时知道机理奥妙。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
来？人与人的和谐在心心念念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时时
呵护中，人与社会的和谐在于点滴动情处。就在对这一抹
难得绿色的珍惜中，对这一方可爱天地的更多爱恋中，生态
从脚下延伸远方，文明从心间点染校园。

在路上，心中才有时代。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的时间
节点留下印迹，伟人常和人民一起抒写壮丽诗篇。沿中轴
线而行，仿佛徜徉在时光的河流。综合楼前迎风飘扬的红
旗告诉我们，85 年前，中央党校从瑞金老区的艰难困苦中
走来；从延安的艰苦奋斗中走来，从西柏坡的战火硝烟中走
来。办公楼顶的四角浮雕提示我们，经过了多少仁人志士
的热血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屹立东方；用人民英雄纪念
碑的重要余料建设党校，提醒我们始终与人民在一起，才能
走到今天。好钢用在刀刃上，好材熔铸重器中。开国元勋
的决策，既是喻示：人才是立国之本，更是厚望：党校培养的
中高级干部是共和国大厦的重要基石，也是提醒我们，精料
不唯装饰四壁，更要接受时光洗礼和实践淬炼。伟大战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坐一立，思考着人类历史从哪里来、将向
何处去，他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为人类
求解放。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沿着他们深情瞩
目的方向探索前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75 年前，毛泽东的演说至今振聋发聩，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
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邓小平阔步走来，飘动的衣角启
示我们，改革开放，只有实干，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世界民族
之林。老校长十九讲谆谆教诲我们，改造学习永远在路上，
保持优良作风、文风改进永远在路上。党校校训始终启示
我们，实事求是，永远是我们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指南针，
也是我们与人民始终在一起的试金石。为人民服务，不但
是刻在坚固的大理石上，更要刻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时
时刻刻的实践中。如此，我们才能不断战胜一个接一个的
困难，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走在路上，阅读党校，欣赏美好。自然环境优美，人文
环境优雅。近看园林，远看建筑，字是门头书是屋，亭是风
景联是魂，党校建设有高人。初观现在，细询过去，一张蓝
图画到底，精雕细刻巧规划，喜人变化妙天成。学校小社
会，党校大世界。喜读有字之书，把握现在，常读无字之书，
思考未来，格局境界修养升，好好学习为人人。

走在路上，了解党校，揣摩奥妙。好山一望始开怀，妙
地引人徐入胜。党校所在地，名曰大有庄，不足三百年，据
传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乾隆所赐，大有为丰收之
谓。党校师生共学共研，作大有文章，书大有气象，夯实理
论根底，坚定理想信念，培养世界眼光，培育战略思维，聚焦
中国特色，对标思想路线，提高领导艺术，大有心得，大有益
处。

走在小路上，我们发现自己，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谦虚
学习他人、愉悦收获一生。走在大路上，我们瞩目身边，建筑
雕塑历史，时光镌刻人生，走向历史深处、追求心灵高度。经
常在路上，我们观察世界，天高地迥襟怀阔，中通西知视野
宽。新时代，常沾泥土，倾听人民心声；脚踏实地，才能行稳
致远。

走在新时代的大有路上，仿佛听见催人奋进的鼓点：使
命正在召唤，目标引领未来，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我们更
加激情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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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文脉，千年风华。
温州，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市场经

济的发祥地，是一座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
城市。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第
一个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国字号
金名片——“温州模式”成为令人振奋的活
力样本。

也许是经济上的成就比较突出，遮掩
住温州文脉的光芒，很多人一提起温州，便
会冒出“温州人有钱没文化”的感慨。这种
看法显然是片面和错误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山水诗，从温州发祥；
中国最早的戏剧形式——南戏，在温州诞
生；以南宋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由温州
发源；这里，还是“中国数学家的摇篮”、中国
诗词城、“百工之乡”……文源深、文脉广、文
气足。温州古有谢灵运、王十朋、叶适等无
数先贤；近有宋恕、陈虬、孙诒让等一代楷
模；当代有南怀瑾、苏步青、谷超豪等一批大
家……人文荟萃、群星璀璨。

金秋十月，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
们来到建县 1800 多年的温州永嘉县，与温
州进行了 5 天的“亲密接触”。体验深厚文
化、聆听发展故事、感受改革巨变，虽然紧
张忙碌，但兴奋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脸
庞。我们深深地感到，流淌在温州人血液
里的文化因子，是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内
源动力，引领温州人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
放进程中一次次踏歌前行。

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所在。沿着历史发
展的脉络，追寻社会进步的脚印，我们可以
得到这样的启示：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其
本质就是应答历史挑战的过程。

40年前，被计划体制、农耕经济牢牢束
缚的人们还在沉睡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改革春风最先吹醒了温州人。可是，温
州土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耕地不足 3 分。
史书记载：“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
于力而以力胜。”

一穷二白的土地上，脱贫求生存的原
始冲动，激发了草根民众最大的创新动力
和闯荡精神，温州人挑着货郎担弹着棉花，
用双脚丈量着祖国的边边角角，寻找着一
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成为改革大潮中最活
跃的群体。

王碎奶——出生于永嘉桥头镇，温州
人的典型代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
女，到沿街叫卖纽扣的摊贩，再到纽扣之都
的风云人物……在桥头，王碎奶已然成为
一个产业的标志性名字。

“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羞于言利，可仅
凭家里2分田地，一家几口连温饱都难以维
系，只有闯出一条新路来。其实，会赚钱是
值得自豪的。”回忆起当年卖纽扣的经历，
今年72岁的王碎奶依然记忆深切。

她的第一笔纽扣生意，赚了80块钱，这
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尝到赚钱甜头的
她，便开始更加卖力地吆喝叫卖。在她的
带动下，桥头越来越多的人摆出了地摊。
她摆摊的那座桥连同周边的街道形成了

“纽扣一条街”。1986 年，桥头建起了纽扣
交易大楼。此后，纽扣市场迅猛发展，“东
方第一大纽扣市场”就这样诞生在这座偏
僻的浙南山坳里。

如今的桥头镇，被费孝通先生誉为“百
工之乡、千品万象”，获评“中国纽扣之都”

“中国拉链之乡”。而正是有千千万万个
“王碎奶”，桥头才能闻名国内外，被誉为
“东方的布鲁塞尔”。

行走永嘉的山山水水，“温州模式”无疑
是瓯越大地上的热词。有人说，“温州模式”
就是没有模式；确实，骨子里流淌着“创新”

血液的温州人是没有任何模式可以束缚的。
走进瓯窑小镇的瓯窑陶瓷艺术研究

所，我们便被瓯窑“非遗”传人——陈景炜
那满墙陈列着的瓯瓷作品所吸引。仔细端
详，传统瓯窑的各种元素隐藏在器形、纹理
和上釉方法上，同时在设计上又不落窠臼，
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和“创新”的
碰撞、相融无处不在。

在小镇缓步前行，一张张展板、一幅幅
画面，仿佛为我们讲述着瓯窑的历史。

温州古称“瓯”。“瓯”字从“瓦”，瓯人善
制瓷器，瓯窑烧制历史长达1300余年，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东南亚地
区。瓯窑是瓯越文明源远流长的物证。现
存可考瓯窑遗址200多处，永嘉三江坦头窑
址最为著名。宋朝年间，因村头建有多座
瓷窑，附近专有一片大坦供晒瓷器之用而
得名。坦头村至今仍保存着完整的唐五代
瓯窑遗址。

“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已和古人不同，
如果仍然只是仿古和复制，就会与现代人
脱节；只有创新求变，既坚持瓯窑的传统特
点，又结合现代科技手段设计制作，才能把
产品回归到百姓生活。”陈景炜对传承与
发展瓯窑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今，中国瓯瓷学院、瓯窑陶瓷艺术研
究所、瓯忆工作室……十多家与瓯文化相
关的工作室集聚在瓯窑小镇，在传承瓯窑
文化方面形成合力。而这里的白墙黛瓦、
青山绿水且充满瓯窑文化的历史韵味则吸
引着八方游客。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瓯窑小镇两年前还
是民居陈旧、环境脏乱差的模样，如今却实
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从“无人问津”到

“游人如织”，从“空壳村”到“小康村”的华丽
蜕变，以坦头村为核心覆盖周边6个村的瓯
窑小镇，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依靠自治、法
治、德治“三治融合”，走乡村善治之路。

这种模式已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永嘉
“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温州的创新精神至今不断被沿袭。如
今，各种以年轻、创意、创新为关键词的新
闻，让新一代温州人走进公众视野。他们
循着父辈的足迹，努力用创新思维打破旧
有模式，为“温州模式”在下一个 40 年持续
具有中国价值打牢基石。

二

有人说，温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每
根头发里都蕴藏着商业智慧。

这话的确不假。温州以商著称，全民
创业、创富的氛围特别浓郁。早在北宋时
期，温州就和杭州、宁波一同成为东南造船
中心，成为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和贸
易发达的城市。北宋末年，温州的造船数
达600多艘，位居全国之首。

温州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
龙泉的青瓷装上小船，经由八百里瓯江先
漫游到温州，再装中型船到宁波，再换大船
漂洋过海前往日本、东南亚、欧洲、非洲，青
瓷成为宋元明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角之
一，是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兴盛的商品支
撑。南宋初期温州就设市舶务，商贸业很
发达，有日本、高丽、交趾、暹罗、波斯等地
商人商船出入温州。

探究温州人善于经商的原因，有一至
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来自区域文化的影
响。如果说“人多地少、为生存而改革”是
外因，那么“讲实事、就实理、求实效、谋
实功”的温州地域文化则是内因。内外因
的共同作用，才释放出了温州特有的改革
动力。

自唐宋起，全国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
南移，江浙地区人口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北
宋中期，一些州郡就已出现人稠地狭局面，
温州更是如此。为了生存，温州人除努力
提高生产效率，还不得不通过从事手工业
生产、经营商业来满足物质需求。这客观
上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
水平的提高。

贸易繁盛的温州孕育了“经世致用”的
社会文化。两宋时期，发源于温州的永嘉
学派提倡事功之学，注重实用和创新；反对
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农商皆本”；主
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
货币”；肯定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和商品经济。曾经
在永嘉苍坡古村学习过的叶适是永嘉学派
的集大成者，认为“笃行而不合大义，虽高
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应该说，永嘉学派和“事功之学”，是以温州
的社会经济土壤为根基的。但反过来，永
嘉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
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

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
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文化基因。

经过时代的浸染，这些经济思想被渗
透到温州百姓的骨髓，在他们寻求生存和
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实践和深化，有着浓
厚商品经济意识的温州人层出不穷——章
华妹，1979年11月30日领取了全国第一张
个体工商执照；陈定国，1986年只身前往法
国巴黎，成立服装制造公司……

具有变通思维的温州人率先发力，从
实际出发，凭借无畏无惧的勇气，吃苦耐劳
的韧劲，蹚出了一条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
道路。漫步女人街、五马街……鞋帽、首
饰、生活用品等商品应有尽有，来此购物、
娱乐、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有市场的地
方就有温州人，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
家，38万温州人正演绎着创业创新的“温州
故事”。温州这种务实、重商的独特地域文
化，正被不断继承和发扬。

三

若问温州企业家，温州人最大特点是什
么？他们会自豪地说：义行天下！改革开放
40 年，“义行天下”在温州演化成为诚信战
略，为解决商业问题贡献着温州智慧和温州
方案。这一点，在永嘉的奥康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奥康”）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熟悉奥康的人几乎都知道奥康历史上
的三把火，这三把火，烧出了温州精神，也让
奥康从三万元起家的鞋厂涅槃为中国鞋王。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
因，温州鞋产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的代
名词。奥康的第一把火便是雪耻之火，
1987 年 8 月 8 日，在杭州武林门广场，5000
多双温州皮鞋被付之一炬，也让温州人知
道在狠抓质量的基础上再造信誉，创出全
新的品牌，才能领袖群雄突出重围。

第二把火是诚信之火，1999年8月8日，
奥康在武林门广场，把打假追查到的仿冒奥
康鞋的2万只鞋盒与2000双皮鞋点燃，驱散
了曾经笼罩在“温州制造”头上的滚滚阴霾，
而温州品牌也开始从温州走向全国。

第三把火是良知之火，2016 年 7 月 17
日，奥康董事长在贵州点燃第三把火，旨在
告诫数万奥康人要勇于发现自己、解放自
己和庄严自己，持续地遵循良知的召唤来
为善去恶，用良知做事，标志着奥康时刻谨
记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雪耻之火”到“诚信之火”，再到“良
知之火”，三把火的故事或许只是奥康发展
史上淡淡的一笔，但烈焰练就了奥康的“火
志铭”，铸就了奥康诚信的灵魂和图腾；也
烧出了温州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诚信
理念，烧出了温州的好形象和温州产品的
好声誉。

对诚信的理解，每个温商虽有不同，共
识却是“只有诚信，企业才能发展”。

离奥康只有20分钟车程的红蜻蜓集团
（以下简称“红蜻蜓”），他们的“五个诚信
于”同样令我们眼前一亮：诚信于消费者、
诚信于员工、诚信于供应商、诚信于代理
商、诚信于社会。红蜻蜓从不拖欠供货商
的货款，得到的回报就是供货商总是让红
蜻蜓优先选择上好皮料。红蜻蜓也于2015
年成功上市。

诚信的温州精神，内化成了温州文化
的一部分。温州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把信用
作为城市战略，在全国第一个设立地方诚
信日。今年 6 月 10 日，全国首批 30 个守信
激励创新城市出台，温州作为典型向全国
推广信用建设经验。

温州人总能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总结
经验教训后再出发，以奥康、红蜻蜓为代表
的温州企业发展史正是温州质量建设的缩
影。也正是如此，温州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
济奇迹：从1978年到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412倍；人均GDP增长248倍；财政收入
增长575倍……客观条件不占优的温州，正
是汲取了改革赋予的力量，凭借诚信的精神
特质，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

温州人不仅商行天下，而且善行天下，
他们的抱负已然超越简单的赚钱逻辑，而
上升到让社会更美好的层面。作为经国务
院和民政部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个以民
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非公募慈善基
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已连续多年
开展“爱心接力计划”等慈善项目。截至今
年 10 月，他们已经爱心接力 45 站，累计帮
扶贫困大学生13200名。

乐善好施的温州人还打造了“明眸工
程”“微笑联盟”等一批慈善项目，孕育了

“红日亭”“兰小草”等民间道德典型，打响
了“大爱城市、诚信社会、道德高地”的城市

品牌，温州两度蝉联“全国文明城市”。据
统计，近年来，温州有1人荣获“感动中国年
度人物”，9人获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全
市培育各类道德典型近千人，数量居全国
地市前列，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温州人“义利
并举”的价值追求。

四

车模竞速、服装设计、温州米塑……人
才培养课程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学生们
被分成若干小组，正在热火朝天地训练。
走进育才控股集团（以下简称“育才”）的学
生综合实践基地，我们迅速被孩子们丰富
多彩的实践活动所吸引。

“培养孩子与他人的合作意识，训练他
们的合作行为，增强他们的团队意识，使他
们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育才负责人这样
跟我们介绍。

丹麦的乐高是全球知名玩具公司，育
才正以乐高为标杆，打造一个“未来教室”，
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

巧合的是，育才创始人和乐高积木创
始人奥勒·基奥克一样，都曾是木匠；不同
的是，育才是由5个木匠联合创办。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
个桩。合作共赢、和衷共济在温州人身上
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抱团出击，促进了他
们敢冒风险又敢于担当的自觉意识。

如今，育才的 5 个合伙人仍在协作配
合、同心合力。他们的理念是将生产和教
育相结合，精准培养，为企业输送高技能人
才，而这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也吸引着全国
各地学生来此寓学于乐，开展生命科学、生
活实践、工程技术等多领域教学实践活
动。其实，在温州，像育才这样的教育企
业，还有十多家，他们正在为温州的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人才支撑。

在永嘉的日子里，几乎每一天都能听
到温州人善于抱团发展的消息。良好的内
部协作，是温州人最突出的品格，远甚于温
州人自己概括的“敢为天下先”精神。

温州人内部协作，往往借助于亲戚、好
友、同乡等渠道形成的“强连带”的社会关
系网络。利用这种关系，温州人开办家族
企业、家庭手工业，或者抱团外出务工、经
商。北京的“浙江村”、各地的“温州街”和
国外的“温州城”，大多就是这样形成的。
温州人每到一地经商，都会建立温州商会，
即使买房也形成“团”。在此过程中，社会
关系网络既是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又是
他们流动得以持续的机制。

有数据显示，温州商会遍布全球，有
70 万温州人在世界 131 个国家和地区经商
创业，建立 268 家国内异地温州商会和 350
多个海外侨团。这些在外的温州人建起
一张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州人营销网
络，成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优势和
独有资源。

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
形式，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
且是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性力量。打造产
业集群，促企业抱团发展，推动工业经济一
路快跑，是温州人的共识。

从家庭工业起步，温州形成多个产业
集群，也形成了竞争优势。鞋革、服装、低
压电器、眼镜、打火机……目前，温州已形
成“中国鞋都”“中国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

“中国五金洁具之都”等数十个“国字号”工
业生产基地。这些产业集群既是温州区域
经济的一大特色，也是温州区域经济快速
发展的优势所在。

※ ※ ※ ※ ※ ※ ※ ※ ※
城之灵，文以化之；民之魂，文以铸

之。历史上先有永嘉郡、后有温州府，永
嘉，温州的历史之根、文化之源。几天来，
我们踏过古村落的文韵，走过楠溪江的山
水，读过谢灵运的诗集，感受永嘉的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只为发掘源远流长的温州文
化，探求温州当代发展奥秘和未来发展规
律的根和魂。当前的温州，正在大力推进

“文化温州”建设，努力为温州在新时代再
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
煌提供强大的文化引领。背倚千年厚重文
化，过往先贤创造了辉煌历史；深耘热土，
潮起东方，看温州再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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