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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周磊

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 不能没
有说真话的人，让谁来说出真理？ 命
运不仅要选择有识之士， 还要选择
无畏之人。 在万马齐喑的时候，郭嵩
焘站了出来，说了真话，真理的光芒
照亮了大地。 12月16日，在湘阴举行
的郭嵩焘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中，
记者采访了郭嵩焘的几位后裔，请
听他们如何评说其祖先。

采访对象： 郭嵩焘第四世侄孙
郭道晖，著名法学家。

郭道晖： 郭嵩焘是我国清醒看
世界的先驱，他的先进、开放思想和
我从事法学行业的一些思想很大程
度上是一致的。 我深信这次大会能
为继承他未竟事业并深入研究其开
拓、 进取的先进思想， 开创新的局
面。

采访对象： 郭嵩焘第四世嫡孙
女郭重寿，84岁。

郭重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
们不太敢说是郭嵩焘的后代， 当时
很多人对郭嵩焘的思想认识还是有
误区， 甚至我有一张他本人在英国
的画像也是藏起来不敢拿出来的。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对郭嵩焘的思想

认识才慢慢改观。 要说最大的影响
还是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我们
从小都是在很严格的教育下长大，
对子女要求也毫不松懈，立德修身、
孝顺长辈、 和睦姊妹等都是最基础
的。

采访对象： 郭嵩焘第五世嫡孙
郭天柱，词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

郭天柱：他是一把火，烧向了闭
关锁国的藩篱；他是一颗星，启明在
黎明前的茫茫黑夜。 郭嵩焘文化公
园和纪念馆落成后，先哲魂灵，众人
守望，先祖怀抱，后人传承。 何须“百
代千龄后”，时间仅逾百年，中华大
地已沧桑巨变，换了人间，先祖在天
有灵，当仰天长歌！

采访对象： 郭嵩焘五世嫡外孙
王守源，70岁。

王守源：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
章。 从郭嵩焘往后，我们这些后人中
为官者不多，大多是做学问。 立德修
身、以德服人的家风传承了百余年，
已成为我们习惯性遵循的东西，我
们会继续传承， 将先辈郭嵩焘的风
范发扬光大。

采访对象： 郭嵩焘五世外孙媳
冯大云，69岁。

冯大云： 我刚嫁过来的时候并

不知道丈夫是郭嵩焘的后裔， 我记
得结婚那年是1978年， 正逢改革开
放。 成为郭氏家族的媳妇最大的一
点感受, 就是家人们都诚信正直、勤
勉修身， 家风家训一代代传承下来,
真正地融入了每个人的思想和生活
中。

采访对象： 郭嵩焘第五世侄外
孙易扬中，长沙市一中教师。

易扬中：这次纪念活动，可以说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郭嵩焘的最高
规格的纪念研讨活动。 郭嵩焘纪念
馆搜集了大量的郭公文物， 能够很
好地传承中华文化传统。 郭公坚持
开放的理念，主张教育和工业救国，
我们作为他的子孙都在沿着他的志
向前进、发展。

采访对象： 郭嵩焘第六世嫡孙
女郭雨铮，20岁，湖南商学院学生。

郭雨铮： 不管是郭嵩焘的爱国
情怀还是他的不惧流言、坚持学习、
追求先进，都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也非常值得我们大学生学习。

拂去历史的尘埃， 世人已公正
评价郭嵩焘这位时代先驱。 他忠诚
理性的爱国情怀、 海纳百川的开放
思想和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将一代
又一代传承发扬，融入新时代，绽放
出熠熠光彩……

发挥“余热”不可违规利用“余威”
一一靖州退休干部李某违规任职案剖析

� � � �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今天，湖南省礼仪文化研究
会2018成果分享会在长沙举行，由
该协会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丛书》
（共11册）首发。

该套丛书由省礼仪文化研究会
会长袁涤非主编， 其他参与编撰的
33位作者常年在医疗护理、 企业管
理、 市场营销、 心理咨询、 儿童教
育等领域的一线工作， 既有较深厚

的理论功底， 又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 今年， 该协会还举办了多场
“涤非公益课堂” 活动， 开展了近
百场礼仪讲座。

会上， 还举行了湖南省礼仪文
化研究会儿童礼仪专业委员会、医
护礼仪专业委员会、 茶礼仪专业委
员会授牌仪式， 及2019年首届湖南
儿童礼仪大赛启动仪式。

省礼仪文化研究会由湖南大学

教授袁涤非及省内8位相关领域专
家学者发起， 是经省民政厅和省社
科联批准成立的省级研究会， 兼具
学术性、 专业性、 实践性、 开放性
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研究会以
“促进礼仪文化交流与合作， 传承
与推广中华礼仪文化” 为使命， 开
展礼仪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
活动， 推进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魏淑娟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政府原副
调研员李某退休后， 应邀到一家企
业任职。 前不久，退休已7年的李某
因此受到党纪处分， 并被收缴了退
休3年内在企业任职领取的报酬。

退休领导干部发挥“余热”缘何
被查？ 近日，记者走访办案人员，翻
看案卷， 还原了李某违规到企业任
职的经过。 当地纪检部门通过李某
一案， 告诫退休和即将退休的领导
干部，发挥“余热”不可违规利用“余
威”。

深耕政坛资源多
李某从1990年3月起，先后担任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建委主任、县
环保局局长、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2003年2月任县长助理，2005年7月
起任县政府副调研员，协管城建、城
管和国土，直至2011年9月退休。

2003年， 靖州招商引进一家燃
气公司。 但项目实施进展缓慢，加上
企业资金链断裂， 拖欠工程款和职
工工资，企业发展举步维艰。 在任期
间，李某分管该项目建设。 如何让企

业脱困？ 公司看准了熟悉业务、又有
丰富人脉资源的李某， 公司业主胥
某几次邀请未退休的李某出任公司
总经理。 李某以未退休为由拒绝，许
诺退休后再去公司任职。

发挥“余热”去民企
中央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党政

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退休后3年内，
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
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
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
营利性活动。

深耕政坛多年的李某， 对党纪
政纪及相关法规是有所了解的，所
以退休前，他多次拒绝胥某聘请。 但
退休后，他觉得紧箍可以松了。 2012
年1月， 他在未向单位党组织报告、
未获得上级组织部门审批同意的情
况下，抱着侥幸心理接受胥某聘请，
担任燃气公司总经理。

“为了把燃气这一民生项目办
好， 帮助企业摆脱困境， 我抱着一
个老同志发挥余热的心态接受了聘
任……” 对燃气项目有一定感情的
李某在交给县纪委监委的“我的认
识”中说。

李某走马上任后不久， 与胥某

商量砍断了先前公司的高息融资，
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 改借
了利息相对低的借款， 改善了公司
财务状况。

通过4年努力，燃气公司脱困并
有了发展， 李某也拿到了每月5000
至5600元不等的报酬。据统计，他退
休三年内即2012年1月至2014年8
月，共从公司领取税后工资15.82万
元。

违纪违规受处分
“李某在担任县长助理期间，联

系分管燃气公司， 利用职权插手公
司经营管理，并于退休后6个月进入
该公司担任总经理……” 去年9月，
怀化市纪委收到省纪委转来的举报
件， 反映李某退休后在原职务管辖
区企业任职等问题。

怀化市纪委收到线索后， 对李
某涉嫌违纪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今年11月下旬， 怀化市纪委监委研
究决定，给予李某党内警告处分，并
收缴其违纪款15.82万元。

“思想上放松了学习， 认识
模糊， 在遵守法律法规上抱侥幸
心理……”受到处理后，李某分析自
己违纪违规的行为时说。

� � �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通讯员
曹赛 记者 左丹）“慎终追远， 民德
归厚矣”。 今天，纪念张栻诞辰885周
年活动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幕，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
大学、四川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
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成员、 张栻后
裔代表共60余人参会。

张栻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
育家， 在岳麓书院的发展史上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 岳麓书院院长肖
永明教授谈到， 张栻掌教岳麓书院
期间，提出了“传道济民”的办学宗
旨， 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 使得
“湖湘学派，为一时最盛”，岳麓书院
遂成湖湘学派大本营。 南宋乾道三
年（1167年），张栻与朱熹会讲于岳
麓书院， 开创了不同学派会讲的先
河，留下“朱张会讲”的佳话，形成了
影响深远的“朱张学统”，在中国学
术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前任会长、
岳麓书院陈谷嘉教授， 张浚张栻思想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劲松表示， 今天
我们纪念张栻，就是为传承和发扬“心
忧天下、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精神
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此次纪念张栻诞辰885周年活动由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浚张栻思想研究
会主办，活动内容包括学术研讨会、座谈
会、学术讲座三大板块，旨在传承和弘扬
张栻“传道而济斯民”的精神。

发挥“余热”不可违规利用“余威”
一一靖州退休干部李某违规任职案剖析

岳麓书院纪念张 诞辰885周年世家先立本 道德与文章
———郭嵩焘后裔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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