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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5月3日一大早，龚美诗穿着泛
白的西服，挎着黑色皮包，手握一
副磨得发亮的快板出门了。这几年
“五一”假期，他都要去郴州市苏仙
区飞天山景区宣讲文明旅游注意
事项。

龚美诗是苏仙区马头岭乡板子
楼村退休教师。1995年退休后，他就
拿着一副快板走村串户， 义务宣讲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先后撰写宣
讲稿663篇 ,计60多万字，先后到郴
州市6个区县宣讲1100多场，快板打
断了9副，当地干部群众亲切称他为
“草根讲师”。

“以前当老师，在讲台上为孩
子们讲课；后来退休了，没了固定
的讲台，但还是想讲课。”谈到为什

么喜欢打快板，龚美诗说，群众喜
欢听快板，于是他练就了打快板的
技能，讲故事、做宣讲。后来,他自愿
担任苏仙区许家洞镇板子楼小学
校外辅导员和关工委成员，把快板
带进了校园。

龚美诗告诉记者， 前些年，网
吧风靡一时。他看到有的孩子沉迷
网络，荒废学业，心急如焚，就自编
自演快板“网吧网吧不能去，迷恋
成瘾误学习， 作业经常不完成，害
人害己没出息……”一时成了家长
教育孩子的顺口溜，让许多孩子远
离了网吧。

今年84岁的龚美诗已义务宣
讲 24年， 人在哪宣讲就到哪 。他
说：“只要我还走得动， 就会用快
板的形式把党的声音继续传递下
去。”

随着年龄增大， 腿脚不便的龚

美诗这些年在宣讲过程中没少吃
苦。妻子彭兴禾对他很支持，龚美诗
搞宣传起得早，无论春夏秋冬，彭兴
禾总会起床给他做早餐。“只要是为
人民服务的事，我都支持他。”彭兴
禾现在成了龚美诗的帮手和配角，
经常龚美诗打快板时,她就在旁边伴
舞。

义务宣讲员做的全是义务劳
动，一不收钱、二不要物、三不吃饭。
有人问：“龚老爷子， 这么辛苦搞宣
传，上面补助多少钱？”龚美诗笑着
打起快板作答：“我搞宣传不为钱，
精神传到你门前。政策方针执行好，
保准快富日子甜。”

“龚老师退休后就住到了村里，
他不仅讲得好，还做得好，常掏钱为
村里修路架桥，真是大好人。”苏仙
区许家洞镇板子楼村的梅召菊介
绍， 村里有一座桥，10年间涨了3次
大水，也反复修了3次，从竹板桥到
石板桥，再从石板桥到水泥桥，龚美
诗不但热心投工，还先后出资2万多
元钱。

此外， 龚美诗还为村里修建凉
亭、小桥等，题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联、诗句。

2014年以来，龚美诗被评为“中
国好人”“湖南好人”“湖南省理论宣
传先进个人”等。

■点评

24年来， 龚美诗自编快板义务
宣讲， 把党的方针政策送到千家万
户，深受群众喜爱。

宣讲接地气，才能有生气。龚美
诗的快板宣讲没有理论说教的 “生
硬 ”和 “高深 ”，用群众易懂 、好记的
语言 ，切合实际 、寓教于乐 ，从而达
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值得点赞，也
值得借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王成奇

【名片】
周芊骞 、龙强 、薄振兴 、郭秦文

这4位“90后”，是湘潭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2015级学生， 也是同一
个寝室的室友。今年大学毕业前夕，
周芊骞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直接攻读
博士学位 （简称 “直博 ”），龙强被保
送至西北工业大学直博，薄振兴、郭
秦文均被保送至中国科学院硕博连
读。他们所在的寝室，因此被大家称
为“学霸寝室”。

【故事】
“1、2、3，茄子!”5月13日，周芊骞、

龙强、薄振兴、郭秦文来到湘潭大学
南校门，在刻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的石碑下拍了一张毕业照。

记者随后和他们走进被称为
“学霸寝室” 的琴湖公寓14栋117寝
室。一进门，记者便被浓厚的书香味
儿吸引———除了各种专业书， 每人
桌上还摆着一本约3厘米厚的《毛泽
东诗词》。一眼望去，书的封面都略
显陈旧,翻开书本，记者发现，周芊骞

几乎在每一页都作了读书笔记，龙
强和薄振兴用笔标注了诸多经典名
句，郭秦文的书则有众多折痕。看得
出来，《毛泽东诗词》 是这个寝室的
“宠儿”。

“虽是工科男，但我们都是毛主
席的‘粉丝’呢。”郭秦文说，每当学
习疲倦时，他们都会读一读《毛泽东
诗词》，“从《毛泽东诗词》中汲取精
神力量”。

郭秦文仍记得， 在2017年发表
第一篇学术论文时， 项目的仿真结
果与预先设想不一样， 却找不到问
题所在。“那是我最迷茫的时候。”那
段时间，他每天清晨6时到实验室做
实验，晚上11时才回寝室，正餐全部
点外卖。 就这样坚持了3个星期，郭
秦文终于找到问题所在， 论文成功
发表并被一知名国际会议录用。

除了做实验， 郭秦文每天必做
的功课就是读《毛泽东诗词》。“那3
个星期，我读得最多的就是《水调歌
头·重上井冈山》，最喜欢‘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登攀’这句话，这让我有
了前进的动力。”郭秦文说。

周芊骞则将毛主席名句“前途
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作座右

铭。 他大一时报名参加了湖南省物
理竞赛， 深知自己与其他专攻物理
专业的学长学姐存在差距。 备赛期
间，他放弃周末和节假日，一头扎进
实验室，最终迎头赶上，并获得了全
省第3名的好成绩。“人生道路哪能
一帆风顺？ 我们不是看到希望才去
坚持， 而是坚持下去才有希望。”获
奖那天， 周芊骞这样与同学们分享
心得。

薄振兴最欣赏“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概。去年，
他在申请南京大学研究生时落选，
经历短暂的情绪低落期后，他用《忆
秦娥·娄山关》 激励自己， 回校后
“啃” 下一本本晦涩的专业书，“攻”
下一个个富有挑战性的实验， 最终
受到中国科学院青睐。

龙强在大一时就确立了保研目
标，此后4年都在为之奋斗。他主持
过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发表过学术
论文，4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他说：“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 一万
年太久，只争朝夕。趁年轻，何不去
奋斗？”

他们是个体，也是团体。在这个
寝室，晚上11时熄灯是常态。因为他
们知道， 良好的作息才能保证高效
的学习。在这个寝室，周末开“夜谈
会”也是常态。他们会交流阅读《毛
泽东诗词》的心得，共同学习进步。
在这个寝室，团结友爱更是常态。有
人生病了， 其他室友会帮忙打水打
饭；有人过生日，其他室友会精心准
备生日礼物……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
步。” 拍完毕业照回寝室的他们，一
同深情朗诵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
泳》。他们说：“毕业后，我们同样会
遇到困难，但我们会记得大学4年的
磨砺，记得《毛泽东诗词》里的精神
力量，以阳光的心态面对一切。”

“从《毛泽东诗词》中
汲取精神力量”

———湘大“学霸寝室”的故事

� � �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芊骞、龙强、薄振兴、郭秦文。 王成奇 摄

人在哪，宣讲就到哪
———记“草根讲师”龚美诗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 � � �龚美诗（右三）打着快板在宣讲。 李川 摄

� � � � 李贻耀退休后， 除上山
捕蝴蝶、制作标本，大部分时
间就在东安蝴蝶馆为学生和
社会各界人士义务讲解蝴蝶
等生物科学知识。 东安县一
中还在他的倡导下， 成立了
生物兴趣小组， 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生物特长生， 同学们
都亲切地称呼李贻耀“蝴蝶
爷爷”。

东安县一中副校长伍世
善向记者介绍，2017年考上清
华大学的魏子顺同学，在东安
县一中上学期间对生物特别

感兴趣，一直是学校生物兴趣
小组的主要成员， 高一时，魏
子顺参加全国生物奥赛，获得
二等奖， 与一等奖仅差一分。
2018年，东安县一中参加全国
生物奥赛， 有4名学生获湖南
赛区一等奖，9名学生获湖南
赛区二等奖。东安县一中还两
度成为清华大学优质生源基
地。

如今在上海某生物制药
研究所工作的朱巍，现在仍然
清晰地记得李贻耀老师在课
堂上展示枯叶蝶标本，讲解枯

叶蝶知识的生动情景。
朱巍说：“正是在李贻耀

老师的引导下，我对生物学产
生了浓厚兴趣。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帮助我确定了后来的人
生道路。” 朱巍先后参与多种
生物制药新品种的研制。

李贻耀的学生李晓斌，在
东安县一中就读期间，李贻耀
时常带着他走进大自然捕蝴
蝶，制作标本。李晓斌从中国
科技大学毕业后，远赴加拿大
学习生物科技， 如今小有成
就。

� � � � 5月10日，李贻耀给东安县一中高二年级学生介绍有关蝴蝶
的知识。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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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联波

“同学们认真观察，与其它蝴
蝶相比 ， 东安燕灰蝶有哪些特
征……”5月10日，在位于东安县一
中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东安
蝴蝶馆， 东安县一中退休特级教
师、77岁的李贻耀， 耐心启发前来
参观的学生们。 他激情的讲解，把
大家带入五彩斑斓的大自然。

东安蝴蝶馆有5000多件蝴蝶
标本，含11科153属324种，蝴蝶种
数约为全国已知蝴蝶种数的四分
之一，相当于“蝴蝶王国”云南省的
一半，且全部由李贻耀捐献。其中5
种为首次发现、具有唯一性、永久
性和不可取代性的新蝶类，经中国
昆虫学会蝴蝶分会认定，分别命名
为湘南荫眼蝶、舜皇环蛱蝶、娥皇
翠蛱蝶、周氏何华灰蝶和东安燕灰
蝶，填补了世界昆虫学的空白。

1959年，李贻耀高中毕业考
上湖南大学生物系。1964年，李
贻耀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零陵区
农业技术学校、东安县一中任教。

上世纪80年代初，李贻耀在
生物课上讲解拟态蝶类枯叶蝶
的特点时，由于没有标本，学生们
听了半天， 仍似懂非懂。 李贻耀
想， 要是能找到枯叶蝶的蝴蝶标
本，学生们就容易懂了。

李贻耀查阅大量资料，显示
枯叶蝶主要分布在缅甸、泰国、尼
泊尔等国家，在我国四川省峨眉
山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出产
较多。

李贻耀想，湖南、四川两省基
本上同处北纬28度附近， 气候、
自然条件也十分相似，特别是东
安县境内大山连绵，也许有枯叶
蝶分布，只是没有被人发现。

于是，李贻耀一有空闲，便
带着捕蝶网罩四处捕蝴蝶 ，制
作蝴蝶标本， 到了废寝忘食的
程度。然而，一年一年过去，多
个种类的蝴蝶捕了不少， 蝴蝶
标本也制作了不少， 枯叶蝶却
始终不见踪影。

1999年的一天傍晚，李贻耀
路过城郊一片灌木林。突然，前方
的草丛间飞起一只蝴蝶，从形态
上看，很像枯叶蝶。但当他快步走
近时，蝴蝶早已没了影。

这次发现让李贻耀激动不
已。第二天，李贻耀请妻子周秋英
帮忙， 一起来到先一天路过的灌
木林，接连守了5天，却再也没有
见到枯叶蝶的踪影。“难道看错
了？”李贻耀怀疑起来。

但李贻耀冷静下来思考，觉
得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心有不甘
的李贻耀夫妻， 此后只要一有空
闲时间， 就到这片灌木林里找枯
叶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李贻
耀、 周秋英在灌木林边的草丛中
再次发现一只枯叶蝶， 可枯叶蝶
生性敏感，两人还没靠近，它就展
翅高飞了。

早有准备的李贻耀立即追
上去，尽管脚下乱石遍地、荆棘丛
生，他都全然不顾，一口气追了3
个陡坡， 李贻耀瞅准枯叶蝶落在
草丛上的短暂机会，纵身一跃，扑
在乱石上， 捕蝶网罩正好将枯叶
蝶捕住。这时，李贻耀的手脚被乱
石、荆棘划伤，背着的标本箱也摔
坏了。

周秋英心疼地说：“为一只蝴
蝶摔成这样，值吗？”李贻耀却趴
在地上，护着捕蝶网罩，激动地连
声说：“值！值！终于有了枯叶蝶教
学标本了！”

这时， 从开始寻找枯叶蝶算
起，李贻耀已经努力了14年。

东安县境内的舜皇山国家
森林公园， 最高海拔1800多
米，生物种类众多。为了捕到更
多的蝴蝶品种， 开拓学生们的
眼界，李贻耀、周秋英经常深入
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深处捕蝴

蝶。渴了，喝几口山涧水；饿了，
吃几个携带的冷馒头。 他们的
足迹， 遍及舜皇山国家森林公
园的山山岭岭。

捕到蝴蝶后， 除了制作高
品质的标本， 更重要的是鉴定

蝴蝶种类。
为了鉴定蝴蝶，李贻耀自

费订阅不少相关杂志， 购买
了大量的蝴蝶图谱和研究资
料，他还自掏腰包前往云南、
加拿大等地学习， 走访蝴蝶
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权威
人士， 终于成为了蝴蝶研究
领域的“蝴蝶通”。 他撰写的
多篇论文在中国昆虫学会蝴
蝶分会《中国蝴蝶》 会刊发
表，出版了蝴蝶研究专著《舜
山蝶影》。

2002年盛夏的一天正午，
李贻耀、 周秋英在舜皇山腹地
忙了一上午后， 在一个山坡上
休息。

突然， 李贻耀发现一只从
来没有见过的蝴蝶在花丛中翩
翩起舞。李贻耀瞪大眼睛，浑身
有了劲， 立即高举着捕蝶网罩
追上去。

李贻耀从所在的山坡，一
直追到对面山坡的山顶， 见这
只蝴蝶停在一棵小树的枝丫
上， 他迅速挥着捕蝶网罩捕上

去，将蝴蝶罩住。没想到，树下
是一处草丛掩盖的断崖， 李贻
耀脚下一滑， 连人带蝴蝶掉下
十多米深的山谷。

周秋英几经努力找到李贻
耀时， 发现他躺在水深30多厘
米的小溪里，人已经昏迷，身上
多处受伤, 但他的双手死死护
着捕蝶网罩， 网罩内的蝴蝶还
活蹦乱跳。 幸好李贻耀的头落
在一处凸起的水草上， 不然后
果不堪设想。

周秋英赶紧把丈夫从小溪
里拖上岸， 掐人中穴急救。许
久，李贻耀才缓缓地睁开双眼。

后来， 李贻耀捕到的这只
蝴蝶， 经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
会认定为一种新蝶类， 命名为
舜皇环蛱蝶。

仅在舜皇山一带， 李贻耀
就发现湘南荫眼蝶、 舜皇环蛱
蝶、 娥皇翠蛱蝶、 周氏何华灰
蝶、东安燕灰蝶5种新蝶类。

2015年以来，李贻耀又发
现了两种新蝶类， 目前正待鉴
定。

李贻耀发现5种新蝶类的
消息传开后，不少人找上门来，
想出高价购买他的蝴蝶标本。
2002年7月， 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一名蝴蝶爱好者， 专程
来到东安县参观李贻耀的蝴蝶

标本。 见到这么多眼花缭乱的
蝴蝶标本， 这位蝴蝶爱好者赞
叹不已，一连在李贻耀家待了5
天，最后，他软磨硬缠要出20
万元购买李贻耀的全部蝴蝶标
本，被李贻耀婉拒。

也有人找到李贻耀， 提议
与他一道外出办蝴蝶标本流动
展览赚钱，李贻耀不为所动。其
实， 李贻耀早就与妻子周秋英
商量好， 要把这些蝴蝶标本捐

献给东安县一中， 创建一所蝴
蝶科普馆，以此为阵地，引导和
激发学生们的科学兴趣， 让他
们爱上科学，走进大自然，勇敢
探索未知世界。

2002年东安县一中60周
年校庆，李贻耀、周秋英把他
们制作的 5000多件蝴蝶标
本，全部无偿捐给学校，建立
湖南省首家用于中学生物教
学与科研的蝴蝶馆———东安

蝴蝶馆。 2016年9月，东安蝴
蝶馆入选国家级青少年科普
教育基地。

为更好地保存舜皇山独有
的5种新蝶类标本 ，2015年 4
月， 李贻耀将新制作的湘南荫
眼蝶、 舜皇环蛱蝶、 娥皇翠蛱
蝶、 周氏何华灰蝶和东安燕灰
蝶标本， 无偿捐献给设立在陕
西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国家
级动物博物馆。

培育学子追梦生物科技

捐献5000多件蝴蝶标本

发现世界5种新蝶类

14年，只为找到一只枯叶蝶

� � � � 图①李贻耀发现的蝶
类新种———东安燕灰蝶。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摄

①

� � � � 图②东安蝴蝶馆里
色彩斑斓的蝴蝶标本。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摄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