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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2月18日下午3时许，记者登上“沅江水
务6号”执法船，该船载着沅江市水务局砂石
管理执法大队沅江中队5名队员离开界湖码
头，驶向南洞庭湖深处，巡查数百平方公里
水面上过往运砂船，监管湖面上集中停靠的
33艘采砂工程船。

嗅到狐狸的狡猾

洞庭湖浩渺的湖面上，偶尔有一两艘空
仓的运砂船驶过。“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沅
江中队中队长李卫红说，有一段时间，湖水
浑浊不堪，随处是漂浮物，绵延数里的迷魂
阵将大湖切割，湖面上采砂作业船的马达声
相隔数里也能听到。

李卫红执法巡查的对象就是那些采运
砂石的船只。“砂石盗采、超量开采曾经屡禁
不止，破坏了生态环境。”李卫红说，沅江市
委、市政府决心整治违法采砂行为，保护洞
庭湖。2016年底， 沅江市水务局砂石管理执
法大队组建（以下简称“砂石执法大队”）。
2017年，砂石执法大队立案48起、罚款97万
多元，给违法采砂予以迎头痛击。

2018年初，洞庭湖治理专项整治行动启
动，洞庭湖全面禁止采砂。“一方面是采砂暴
利， 一方面是刚性政策， 执法难度可想而
知。”李卫红正说着，执法船到了33艘采砂工
程船集中停靠区域。

对所有采砂船实施集中停靠，是砂石执
法大队在全面禁采政策下采取的一项措施。

但集中停靠不会一劳永逸， 一些采砂船
主想尽办法逃避监管。2018年5月31日晚上，
李卫红和队友便抓获了一艘正在非法采砂的

采砂船。 当时船主从界湖码头到采砂点上设
了4道“暗哨”，通风报信。好在执法队员巡查
时，也早“嗅到了狐狸的狡猾”，打的士到采砂
船附近岸边，再租民船上船执法。他们突然出
现时，采砂船上的人惊得目瞪口呆。

不分时节护大湖

执法船朝前行驶，寒风携着冷雨飘进了船
舱。记者看了下温度计，当时气温为零摄氏度。

李卫红说， 沅江中队共有10名队员，分
两班轮值，每班5天，大家一年中有半数时间
在水上，过年过节照常巡查。

今年46岁的李卫红已两鬓花白。 以前，
他在沅江市阳罗镇水管站工作。家人怪他不
该调到市里来：“家照顾不到，工作又黑白颠
倒。”李卫红自己偶尔也会后悔，他尤其不喜
欢睡在趸船上。停靠码头边的趸船既是中队
的办公室，也是队员们的“家”，不到8平方米
的空间里搁了两张床，每张长不到1.8米、宽
仅0.9米，身高1.84米的李卫红转个身都难。

李卫红在市砂石办工作了3年，2016年
组建砂石执法大队时，他还是报了名。“我是
在洞庭湖畔长大的，又是党员，有责任守护
好大湖。” 李卫红曾向大队长曹天舒表态，

“此生惟愿湖水平！”
2018年2月18日凌晨1时55分许， 李卫

红和队友抓获了一艘采砂工程船，那天正是
农历正月初三。 被抓住的船主很懊恼地说：

“我以为你们会在家过年呢 !” 这年春节期
间，砂石执法大队共处置非法采砂案30起。

曹天舒说，只有高强度的打击才能震慑非
法盗采。砂石执法大队下辖3个中队，共有45
名执法队员，他们不分节假日轮班工作，用辛
勤换来了洞庭湖的安宁：2018年6月至今，洞

庭湖沅江水域实现砂石盗采零举报、零发案。

练就特殊的本领

约1个半小时后， 执法船来到与南县交
界的水域。 李卫红说， 沅江水域和南县、汉
寿、岳阳等多地交界，高峰期全市水域面积
有1168平方公里。交界区是他们重点监控的
地方。2018年，砂石执法大队共出勤超1000
班次6000人次，水上巡查超9万公里，其中
沅江中队占三分之一左右。

一路上， 只有几艘运砂船在湖面上行
驶。这个时候，执法船会尽量靠近采砂船，队
友们站到船头查看。“如果船没有运砂，我们
不能上去查看他们的证件。”李卫红说，这让
他们练就了一项特殊的本领，通过船只吃水
量，就能判断它是否在运砂；听听马达声，就
知道它是不是在采砂。

一艘采砂船停泊在与南县交界的水域。
李卫红看了下说，船上没有人活动，运送带
上也有锈迹，说明已很久没有采砂了。

这项特殊本领， 增强了执法打击精准
度。2018年1月26日晚上9时多，砂石执法大
队查获一艘采砂工程船。此前，砂石执法大
队收到一个匿名举报电话，称与该采砂船相
隔约50公里的水域，有人在盗采。“举报的地
点我们也去了，该查的采砂船也没有疏漏。”
李卫红说，巡查时，他们就发现有人上了一
艘采砂工程船，还带了粮食和蔬菜，种种迹
象表明他们准备盗采。

这起盗采案后来被移送公安部门，船主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选定一个易于停靠的码头，执法船将记
者送上岸，又调头朝大湖深处驶去。船头上，
醒目的国旗迎风飘扬。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李颗

十里平畴，画图难足。
静静的麻林河蜿蜒流过， 一栋栋小洋

房星罗棋布于青山碧水之间，阡陌之上，鸡
犬之声相闻， 沉浸在春节气氛中的明月村
更显安静祥和。

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长沙哲农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哲农公司”）董
事长黄俊文和总经理李晓媚早早赶到公
司，宣布“开工”。尽管细雨霏霏、春寒料峭，
但他们能感受到脚下这片广袤田野正涌
动着阵阵春潮。

路口镇明月村距长沙县县城星沙镇
20余公里，这里是长沙县稻作种养示范基
地。2018年9月7日，袁隆平、官春云等400
余名参加首届（长沙）国际稻作发展论坛的
国内外稻作专家来此观摩，围绕“世界稻作
发展与产业振兴”共同“论稻”。

“此前，明月村只是一个寻常山村，人
们世世代代过着农耕生活。 随着年轻人大
量外出务工， 留守的老弱病残已疲于耕作
稻田。”黄俊文介绍，长沙县委、县政府致力
于在此打造稻作种养示范基地后， 哲农公
司被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引进， 见证了这片
土地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黄俊文和李晓媚是老搭档，做了20多
年的化工生产， 受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引
领，转型于新农村建设战场。2018年3月14
日至16日，短短3天，哲农公司在明月村顺
利完成1000亩农田的流转。

“速度之快，出乎意料。这说明农民致富
心切，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定要和
农民朋友们一起‘追梦’！”李晓媚快人快语。
她是隔壁安沙镇人，从小体会到农民的艰辛。

这或许是她选择转型农业的一个情结。
进驻稻作种养示范基地后， 哲农公司

运作理念是4句话———农村变景区、稻田变
公园、民居变民宿、农民变股东。

哲农公司投入数百万元，将田间电线杆全
部下沉，硬化机耕道，沿麻林河两岸河堤植草
绿化。 现在，1000亩农田核心区阡陌纵横，整
齐划一。2018年7月11日，长沙县在这里举办首
届插秧节，吸引了许多城里人和中小学生来此
体验农耕文化。稻花飘香时节，这里变成了一
个大公园，来此休闲、拍照的人一拨接一拨。

正在采访时，彰霞组的陈国强闻讯赶来
了。他是共和国同龄人，今年70岁。以前，他
一家8口种植8亩双季稻， 解决温饱问题外，
只有1万多元收入。哲农公司进驻后，他家变
化不小：8亩农田的流转费是6704元；哲农公
司雇请他管理农村用工，年工资4万元；更重
要的是，从田地上解放出来的大儿子和小儿
子腾出手脚，到长沙做水电工包头，兄弟俩
年收入近30万元。陈国强说，以前农民种田
积极性不高， 加上部分家庭劳动力缺乏，许
多田地随时有可能抛荒，村里一度有在稻田
种植草皮的计划。哲农公司来了后，解决了
谁来种地的问题。1000亩农田流转涉及200
多户，这200多户现在不用种田也有固定收
入，还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去年，到哲农公司
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田间务工的有100多
人，公司总共发放工资50多万元。

“我们将采取‘企业+村集体+农户’的
经营模式，和农民结成利益链，抱团发展。”
黄俊文介绍，2018年底，这里成为“双新会”
展示基地，即国家水稻新品种与新技术展示
基地。目前，基地正在进行顶层规划，农民可
以拿土地承包权、 经营权和房子到企业入
股，变身为股东，参与企业分红。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生病的母亲、上小学的女儿、几十万元
欠款……家徒四壁，一筹莫展，这是浏阳市
集里街道道吾村村民李盛（化名）曾经面临
的窘境。

如今，李盛笑意盈盈、一脸轻松：欠款还
清了，还买了一台二手小车，生意上有了20
多人的团队……

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一，记者与集里街
道扶贫办主任、道吾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一行人，来到了李家。
李盛和母亲热情迎上来。

李盛的变化来之不易。几年前，李盛还
是令他们头痛的吸毒人员；这两年，为了他
家早日脱贫，街道和村里的干部没少操心。

10年前， 李盛染上毒瘾， 难以自拔。
2011年，妻子离婚而去。家里就剩下他这个
“瘾君子”、长期患病的母亲与2岁的女儿，本
来殷实的家变得一贫如洗。2014年， 他家被
定为街道第一批精准扶贫对象。2014年、
2015年，李盛被送外地强制戒毒。

今年39岁的李盛接触过很多行业，曾靠
承包工程赚了钱。“腰包鼓了后， 好奇心作
祟，不慎接触了毒品。”谈及过往，李盛仍难
以释怀。自己被强制戒毒两年，而母亲身患
冠心病等多种疾病， 女儿正上小学，2016年
他从戒毒所出来时，家里欠了几十万元债。

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驻村扶贫工作队

第一时间上门走访，鼓励他这个家里的“顶
梁柱”振作起来。

接下来一年多，李盛开过夜宵店、干过
水泥工。去年5月，集里街道扶贫办开办电商
培训班，道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黄小斌邀请他参加。培训后李盛
受到启发，决定自己创业。

经过一番市场调查，李盛发现，浏阳人对
布鞋需求大。 他通过阿里巴巴网站联系了不
少布鞋生产商。“刚刚开始， 一些厂家信不过
我。找了十几家，终于有一家愿意让我上门去
看看。”李盛说，他把消息告诉帮扶干部，并购
买了第二天去浙江台州的火车票， 用大伙给
他筹集的2万元订了第一批货。

“第一天卖了十几双。”李盛说，起初他
在朋友圈发布销售信息，大家看到他创业的
认真劲，都主动帮他进行宣传，加上产品本
身质量过硬，布鞋卖得不错。

生意越做越好，李盛又在浏阳城区金沙
路开起实体店。“最多的一个月， 卖了400多
双布鞋。”李盛说，看到生意好，很多人找到
他，要求做他的代理商。

去年10月， 李盛签约成为浙江那家布鞋
厂商在长沙地区的总代理。“以前进货必须先
付订金，现在只要说一声，厂家就给我发货，
也不催货款。”有了资金，有了销售渠道，李盛
集中精力抓代理，将实体店转让了出去，只管
进货以及拓宽销售渠道。“目前我已发展27名
代理，有两名代理还开设了实体门店。去年销

售额达到60多万元。”李盛说。
“他胆子大，有魄力，说干就干，又抓住了

市场需求，去年实实在在赚了钱，还了账，还
买了一台二手小车。”熟悉李盛的集里街道扶
贫办主任鲁熙在一边向记者介绍。

“我开始还不知道他买了车。”李母接过话
说，以前她总是劝说儿子，屋里这个样子，还买
什么车？要先把账还了，好好把女儿带大。

李盛对母亲笑笑，心中自有打算。给记者
看手机微信， 里面都是他发在朋友圈的布鞋
图片及推介信息，各式各样，琳琅满目。他点
开一个语音，一个声音传出来：“老板老板，我
们这边工厂已开工，你那边需要布鞋的话，我
们可以联系一下，价格可以优惠一点。”厂家
销售人员还邀请他去厂里参观。“这是昨天跟
我联系的。 以前是我找上门去人家还不理不
睬，现在主动找我了。”李盛不无自豪地说。

虽然不是第一次听儿子讲创业故事，李
母依然很激动：“儿子你一定要好点搞！现在
国家这么好，这么多人关心我们，一定要争
气！一定好好感谢大家！”

村党支部书记陈常青也在一旁鼓励李
盛：“你攒劲搞，我们也再帮一把。”

鲁熙接过话来：“对！虽然脱了贫，但脱贫
不脱政策，该帮的我们还会帮。帮你扫除后顾
之忧，你只管攒劲做事，把生意做好做大！”

暖心的话语、实在的帮扶，让母子俩很
激动。“为了这个家，为了妈妈，为了女儿，我
要拼命干！”李盛说。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丁香 张华兵

创业不必去远方，家乡就业更轻松。2月
14日，对于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水库移民
盘国英来说，今年有点特别，每年的这天，都
是她老公周命红启程去广东打工的日子，今
年周命红不去了，因为前两天，周命红已接
到江华高新区华讯电子的录用通知！

“新屋移居福伴春风至 祥光入户梦随
盛世圆”。 贴在盘国英家门口的这副春联仍
然非常醒目。“这是年前县里组织书法家专
程来我们村免费写的对联。” 盘国英高兴地
介绍。

正如对联所期盼的， 盘国英全家从大
山深处搬出来的第三年， 在县城实现了安
居乐业的目标！ 真正实现了当初国家对他
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承诺。

盘国英家原来住在大山深处的水口镇
文亮村，2016年因国家重点工程涔天河水
库扩建，她和全县近3万乡亲移民搬迁到县
内6个移民安置点。 盘国英跟村里20多户
移民选择位于县城新区的四联安置点，跟
他们一起搬来四联的还有近8000名移民。

“搬到县城，150平方米的大房子政府
还帮我们装修好，我们全家住得很舒坦。房
子周围各方面基础设施比原来村里好了不
知多少倍！ 而且对两个孩子读书就业都有
好处！”正值不惑之年的盘国英说话间透出
瑶族妇女特有的精明。

盘国英和老公、 孩子都已经适应了这
里的生活。儿子20岁，已经参加工作，女儿
今年就在县城读初三。她认为，相比于瑶山
的地广人稀，这里更热闹，水电路讯齐全，
更适合下一代发展。

移民搬出来还要有发展，就业是根本。为
此，政府连年组织“春风行动”，面向移民提供
就业岗位。 四联附近的江华高新区有200多

家企业，今年春节期间就有6000多个职位面
向社会招聘。另外，县里还有针对性地引导一
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小微企业进社区， 方便移
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盘国英楼下就有3家
小微企业， 常年有300名左右的移民在这里
打工。

“我就在楼下的瑞森电子厂做事，组装
耳机、 电脑线， 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家庭妇
女，月工资有3000元左右。我每天早上搞
完家务再去上班， 还可以为跑学的女儿准
备一日三餐。”盘国英说，一直在广东打工
的老公， 如今也在县里开展的春风行动招
聘会上找到了工作。

“我叫冯细英，跟国英一个村的，今年
55岁，也在瑞森电子厂做事。年纪大了，手
脚慢些，但也可以拿到2000多元的月工资。
我们文亮村搬到四联的20多户人家， 可能
有一半人家都有人在小区里的几家小微企
业上班， 有文化的年轻人都去了高新区的
工厂上班了，他们工资比我们高。”正在厨
房帮厨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接过话茬。

“开始搬下山时，心里还不踏实，怕生
活无着落。”男主人周命红一边准备中午的
饭食，一边跟记者聊天。“没想到，政府为我
们这些少数民族移民想得周全。 每个移民
安置点都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引进企业把
工厂开到我们的家门口， 解决大家的就业
问题。 据说， 全县已经有400多家小微企
业，高新区有200家大中型企业。对愿意自
主创业的贫困移民， 政府帮我们争取小额
贴息贷款。这不，我弟弟就在政府的帮助下
开办了一个搬家公司，生意越做越好。”

“在瑶山过了几十年的春节，还是有些怀
念那些熟悉的山山水水， 但如今心里更多是
一种坦然。”盘国英认为，每个人的境遇各不
相同，故乡是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但既然选
择了新生活，就要努力融入，学会向前看。“无
论在哪儿，只要心里安定，就是自己的家。”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2月9日,正月初五,衡南县宝盖镇党委书
记廖维良早早来到办公室，准备开工。他抹平
宣纸,磨好一砚浓墨,用笔一舔,写下黑生生的
两行字：又是一年春早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廖维良告诉记者， 他终于过了一个舒
心年，“去年进入年关， 不再像往年一样闭
门‘躲债’，而是坦然开门迎客，闲时还能为
镇上父老乡亲写春联。”

几年前，每逢进入腊月，上门讨钱过年
的农民络绎不绝。这些年，宝盖镇通过旅游
产业致富，打造湘南银杏第一镇。路通了，景
美了，老百姓的腰包鼓了，个个安享吉祥年。

守望小镇30年， 青丝变白发，49岁的
廖维良喜见梦想开花。 通往小镇的泥泞小
路变成了水泥路，山清清，水蓝蓝，青砖黛
瓦，民居古朴。

1987年，廖维良高中毕业后担任宝盖
镇文化站站长，“白天给人拍照， 晚上走村
串户放电影，干了整整15年。”

一张背景布，一把椅子，他为镇上数万
人拍过照片；一块幕布，一台电影机，一台
发电机，勾勒很多宝盖人童年的美好回忆。

如今， 他镜头聚焦过的娃儿都已长大
成人，看他放电影的孩子也已成家立业。

2014年，廖维良刚当镇长不久，父亲

过世，临终前立下遗嘱：“为民办实事，守护
家乡人。” 每次下乡看望年逾九旬的老母
亲，廖维良总被叮嘱，“儿啊，当干部，咱甭
管大小，都要有正气，那样娘走路才能抬头
挺胸。”

“我是农民的儿子，根在宝盖，必须用
心用情护好这方养育我的土地， 让绿水青
山福泽更多老百姓。”廖维良坦言，在边远
乡镇工作，唯有情怀留住人，是家乡情怀让
他激情燃烧30载。

数十年来，廖维良一边提升自己，自考
本科和研究生，一边为小镇老百姓的幸福生
活添砖加瓦。不断挖掘文化底蕴，留住美丽
乡愁，逐步实现“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小镇“面子”洁净了，“里子”内涵丰富了。

2018年， 廖维良走访了600多户贫困
户，帮扶宝盖镇最后一个贫困村脱贫。

“驻村加班停电的雨夜，点着蜡烛吃上
村里老人送来的热饭，暖胃又暖心。”廖维
良说， 他是国情党情民情的传递者和亲历
者，其干事的激情和劲头，能让群众感受到
施政的温度。

“良哥裤管上总沾满泥，永远和咱们群
众心连心。” 宝盖镇村民廖水英告诉记者，
“儿时那个给我们拍照放电影的大哥哥，如
今带领全镇人奔跑致富。 一如既往传递着
快乐和正能量，初心从未变更。”

在洞庭湖深处执法

移民“移”出新生活

守望小镇30年，见证梦想开花

和农民一起“追梦”

浪子回头奔上脱贫致富路———

“为了这个家，我要拼命干”

湖南日报记者 吴晓华

明代湘潭县令包鸿逵、湘潭籍京官李腾
芳也许没想到， 他们主持修建的高峰石塔
（见明代李憭《高峰石塔记》，坊间称之宝塔，
宝塔街道由此而来）， 几百年后出现了一位
虔诚而执着的守塔人。

2月16日下午， 记者慕名来到湘潭市岳
塘区宝塔街道江边村， 拜访守塔人李建国。
春节未尽，元宵节将到，伫立于湘江东岸的
高峰塔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蒙蒙细雨
中，七层八角的宝塔更显端庄与肃穆。

李建国今年62岁，精明干练，神采奕奕，
他带着记者围着高峰塔上下几乎走了个遍，
脚步匆忙，语速也很急促。每天义务向来访
客人介绍高峰塔的来世今生及其民俗收藏，
已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功课，他亦乐此不疲。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花一木，李建国娓
娓道来， 如数家珍。6000多条麻石，1300余
副石磨（寓意磨练、好事多磨）；800余个石柱
础，600余个石碓窝子，几十万块明清时期的
青砖；缺了一角的镇塔之宝“屹镇重离”榜书
石刻……还有相思树、丹桂、腊梅等，至于湘
潭民间早年的物件，如躺椅、风车、碓窝子之
类，日积月累，逐渐丰富，客人每隔一段时间
过来，都会有新的惊喜。李建国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很多在外工作的湘潭人，扶老携幼
或结伴邀友，来此一游，为的就是品味乡情、
聊慰乡愁，唤醒儿时的记忆。

高峰塔其实已不仅仅是高峰塔。李建国
“入主”多年来，稳步予以改造，海量的古青
砖与石磨铺地，门庭更趋于古朴，塔后的高

峰楼，用于餐饮、茗茶、聚会。就连宝塔一楼
与地下室，都进行了合理而近乎“奢侈”的装
修，数万块古青砖与地、墙面融于一体，空间
足够举办两个中小型展览了。 李建国坦言，
已投入大量资金， 其中绝大部分是亲戚、朋
友“友情相借”。

走入高峰塔大门， 除了高峰塔的招牌
外，还有市区两级诸如书法、美术、收藏、奇
石、诗歌等协会的驻地牌匾，其中还有一所
大学实验基地。李建国自豪地说：“自来罗带
水，千里护湘潭。何当登绝顶，湖岳划东西。
说这里经常高朋满座、 名士雅集， 似不为
过。”

湘潭市文史专家何歌劲说，明万历三十
九年至四十五年间，嘉兴秀水人包鸿逵主政
湘潭，他与正在籍乡居的京官李腾芳交往甚
厚，两人感慨湘潭虽然“问学文秀之民多”，
但科举成名“则士犹欠然”，遂力主建高峰石
塔于湘潭县治之东南方。宝塔建成后，“士既
登而乐之”。前些年，这里发现了清嘉庆年间
湘潭县令李华黼亲题“屹镇重离”石刻。“重
离”为太阳之寓，此4字意谓高峰塔迎着朝阳
矗立于邑治的“东南方”。堪舆家（风水先生）
认为，高峰上耸立高塔，尖直拔起，形如立
笔，寓意这里将振起文风。高峰塔相当于湘
潭的“倡文”标志性建筑。高峰塔始建于1614
年，建成于1615年，毁于1968年，1993年予
以重建。何歌劲认为，还原宝塔当初的环境，
就要用心去完善其文化与休闲功能，让这湘
潭的“文化地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与生
活中来。

“其实，是高峰塔拯救了我。”李建国说。

他遭遇过生意的“滑铁卢”， 人生几经折腾
后，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欲遁入佛门。清闲的
时候，他来此散步，见到宝塔杂草丛生，荒凉
无比，他心中有了人生目标。“我守宝塔是缘
分，也是责任。落叶归根，为报答生我养我的
家乡，不让父老乡亲失望，讲好宝塔故事，传
承宝塔文化，让远方的游子回到家乡有所慰
藉。宝塔是湘潭人民的图腾，是他们家乡情
结信念与坚守的寄托，400多年来护佑着湘
潭人的平安与幸福。我有责任做好护塔人。”

说起湘潭民俗文化，李建国很兴奋：“湘
潭旧城、九华工业区、昭山、窑湾、东坪镇、易
俗河等地拆旧改造的青砖、柱础、碓窝子、汉
瓦、旧柜子、牌匾等古旧物件，我总是倾其所
有，悉数收来，其目的就是不让这些承载着
历史的旧物变成垃圾，将宝塔打造成具有浓
厚民俗文化特色的不可复制的景观， 集文
玩、字画、奇石、古树、名竹于一体，雅俗共
存，文人把酒临风，百姓强身健体。我少年好
学，中年敢拼，晚年以守塔为荣，守心、修身，
了此余生。”

李建国有个外孙女叫果果，今年7岁，活
泼伶俐，深受外公的影响与熏陶，她是高峰
塔最小的“送菜员”，最萌的“导游”，宾客把
酒言欢时的“开心果”。李建国笑道：“也许几
十年后，她就是高峰塔的守塔人。”他认为，
文化是必须传承的，“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要守住传统文化的根。”

站在塔顶，看湘江北去，高铁疾驰，河西
万楼（又名文昌阁， 与高峰塔为同一时期建
筑）宏伟，河东新城巍峨。远眺窑湾横卧，昭山
苍翠……面对如此胜景，人生岂不快哉！

“守住传统文化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