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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里的鱼，是长江母亲河赐
予我们子孙万代的。我要把它们培
育出苗苗来，还给母亲河。”江阴市芙
蓉长江鲜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郑金良自 2002 年起，坚持无偿放
流 18 年，累计向长江投放珍稀鱼类
超过 1.6 亿尾，其中河豚超过 2000 万
尾，被称为“河豚放流第一人”。10
月，郑金良被授予“江苏最美生态环
境保护者”荣誉称号。

追，年复一年探寻珍稀鱼种

刀鱼鲜、鲥鱼肥、河豚美，长江江阴
段曾盛产“长江三鲜”。然而，在滥捕与
污染的双重挤压下，“三鲜”日渐稀少。

“我从小在江边长大，每天看着渔
民提着满满一篮刚出水的江鲜上岸叫
卖，刀鱼只要三毛多钱一斤，我娘经常
让我拎筐青菜去船上换篮刀鱼。但是
后来，长江里鲥鱼没了，野生河豚几乎
绝迹，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郑金良说，
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追回

“三鲜”，让它们重回母亲河。
从 2000 年开始，郑金良放下钢

材流通生意，转攻水产养殖。每年的
春夏之交，他都会溯江而上，追寻鱼

种，最多时一天要在渔船上呆 15 个
小时。“先是追河豚，花了一年时间，
河豚繁育成功之后，我就和刀鱼‘杠’
上了，寻鱼种足足用了 5 年时间。”郑
金良介绍，刀鱼虽苗条娇美，但性子
特别烈，离水即死，捕获活刀鱼的可
能性基本为零，想要从刀鱼身上成功
取卵更是难上加难。

“ 为 了 追 刀 鱼 ，他 还 差 点 送 了
命。”江阴市水产指导站原站长张呈
祥是郑金良拯救“三鲜”的技术顾问
和多年挚友。据他回忆，2005 年夏
天，鄱阳湖小孤山温度高达38℃。由
于他们早上走得急、追得远，到了下
午两点都没吃上饭。“老郑突然一阵
眩晕，差点掉到江里，幸好被渔民一
把拉住。后来找到一个小西瓜，他连
瓤带皮，都啃光了。”

张呈祥说起来一阵后怕，郑金良
却摆摆手，“追鱼过程很辛苦，但最大
的收获是摸索出了刀鱼的生长和繁
育习性。”

养，“农民水产院士”日夜摸索

“三鲜”人工繁殖，均无先例可
循。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
要做这件事，村里人都觉得是天方夜
谭。不管别人怎么看，郑金良四处寻
觅成熟鱼种，最终在崇明长兴岛以
4.5 万元一组的价格买到了 11 条河
豚种鱼。来不及挖鱼塘，他就在镇上
租了一个游泳池，搭上脚手架建成临

时温室，日日夜夜守护在这里。
看着河豚产卵授精、孵化出膜，小

鱼逐渐长到 100 克左右一条，郑金良
高兴极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鱼
疫”突如其来。“小瓜虫病，是水产行当
里的老大难问题，致死率非常高。”看
着3000多公斤死河豚被运走埋掉，郑
金良心里说不出的痛，他咬着牙挤出
8个字：继续开塘，明年再搞！

两年时间，郑金良克服了河豚繁
育难题。之后，他又开始琢磨繁殖鲥
鱼、刀鱼。从美国“追”到鲥鱼后，他研
究出了“敲缸震动助出膜法”，使鲥鱼
孵化的成活率提高到 70%以上。繁
育刀鱼的 7 年中，他想出“灌江纳苗”
法，在小刀鱼刚刚从鱼卵里孵化出来
的季节，开沟渠，将长江水引入池塘，
途中进行纳苗区除野及分离操作，把
鱼卵与鱼苗“骗”进塘里。靠着这个法
子，他成功养殖出两万多尾刀鱼苗。

沿江奔波20年，郑金良填补了养
殖“三鲜”的空白，连专家都叫他“农民
水产院士”。如今，长江边的一排温室
鱼塘里，郑金良养殖的鲥鱼年产量达
15万斤、河豚6万至7万斤。不过，用
他的话来说，他是在“以渔养鱼”。

放，让“长江之梦”代代相传

2002 年 6 月 10 日，郑金良从他
培育出的60万尾河豚鱼苗中拿出40
万尾，无偿向长江放流。他说:“我养
鱼就是为了放流，看着河豚鱼苗跃入

长江，就盼着它们健康成长。”
在郑金良的推动下，每年参加长

江增殖放流的单位与个人越来越
多。江阴将每年的6月12日定为“长
江放流日”。“2006 年，有渔民在长江
里捕到了河豚，今年，海安那里也发
现了黄尾巴的野生小河豚，说明我们
的放流有效果了。”郑金良开心地说。

保护长江生态，让长江珍稀鱼类
水 中 团 圆 是 郑 金 良 的“ 长 江 梦 ”。
2008 年，当选为省人大代表的郑金
良提交了“保护长江资源，让长江三
鲜重返长江”“长江流域禁捕迫在眉
睫”等多个议案。今年，长江“十年禁
渔”正式启动。得知这一消息，郑金
良激动地说：“10 年时间，对长江来
说，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态恢复期。”

为了普及保护长江珍稀鱼类的
知识，郑金良建设了一座长江珍稀鱼
类科普馆。疫情期间，他走进了孙女郑
冰清的抖音直播间，把自己的“长江
梦”带到了线上，围绕长江大保护，讲
述“长江三鲜”的历史故事、习性特点，
以及如何在长江中放流鱼苗等内容。

“放流必须坚持不懈，长江保护
需要代代接力。”如今，年近七旬的郑
金良把接力棒传到了从小就跟着自己
放流的孙女手中。26 岁的郑冰清也
打定主意将水产养殖作为终身事业，

“保护长江一直是爷爷的心愿和使命，
我会像爷爷一样，把这一使命扛起来、
传下去。” 本报记者 房雅雯

18年，他在长江放流鱼苗1.6亿尾
—— 记“江苏最美生态环境保护者”郑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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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省声乐协会近日组织文艺工作
者访问在宁的抗美援朝文艺老战士。图为文艺工作者向志愿军老战士、原南
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一级创作员李仲群（右）献花。 樊天香摄

本报讯 昨日，由国家能源集团
与法国电力集团（EDF）合资建设的
国华东台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揭
牌，标志着我国首个中外合资海上风
电项目正式落地，表明我国海上风电
市场正式向外资打开大门，为“一带
一路”倡议再添能源合作项目。

去年 3 月，国家能源集团与法
国电力集团共同签署江苏东台海
上风电项目合作协议。项目总投
资约 80 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集团
下属国华投资公司持股 62.5%，法
国电力集团下属法电新能源公司
和 EDF（中国）投资公司共同持股
37.5%。法国电力集团是欧洲能源
市场的引领者，此次投资超过 1.6
亿美元，创该集团在我国非核电市
场投资新高。

“经过中法双方不懈努力，在江
苏大力支持下，项目合作务实高效、
进展顺利。”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刘
国跃表示，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大家
克服疫情影响，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与各股东方签署《合资合同》《认购协
议》，完成合资公司工商注册变更和
首批注资工作。

东台海上风电项目位于北条子
泥海域和竹根沙海域，包括已并网发
电的一期项目和正在建设、明年投运
的二期项目。其中，一期项目总装机

30.24 万千瓦，建设 75 台机组，填补
了全球单桩基础风电机组整体安装
施工的技术空白；二期项目总装机
20 万千瓦，建设 50 台机组，是目前
国内具有潮间带施工特点的离岸最
远、露滩施工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
场。按照协议，国家能源集团与法国
电力集团共同建设二期项目，共同运
维一期、二期项目。两个项目预计年
发电量 14 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
44.1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93.75 万
吨、二氧化硫 1704 吨。“将以东台海
上风电项目为新起点，深化与法国电
力集团在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领
域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江
苏。”刘国跃表示。

我省高度重视发展清洁能源，风
电、光伏等发电机组建设保持良好态
势。截至今年三季度，全省风电、光
伏发电机组分别达 1149.5 万千瓦、
1646.0 万千瓦，同比增长 17.2%和
13.9%。在全省发电机组总装机中，
风 电、光 伏 发 电 机 组 装 机 分 别 占
8.44%、12.08%。“今年以来，全省单
日统调风电出力最高达 936.2 万千
瓦，相当于当天无锡全市用电负荷，
创历史新高。”国网江苏电力经研院
能源研究室主任李琥表示，充分体现
了全省能源供给结构优化和电网消
纳水平。 （黄 伟）

我国海上风电市场向外资打开大门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落地盐城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战火纷飞
的朝鲜战场上度过的：在敌机扫射
下审讯战俘，在炸弹轰鸣中千里行
军，在冰天雪地里劳动生活⋯⋯”近
日，在省军区南京第二十八离职干
部休养所，原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
敌工部翻译、92 岁高龄的刘禄曾，向
记者讲述了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传奇经历。

落实宽待政策，
让美国俘虏留下深刻印象

1949 年上海解放后，从东吴大
学法学院（位于上海）毕业的刘禄曾
原准备到学校工作。抗美援朝战争
开始后，志愿军抓到的“联合国军”俘
虏在语言上无法沟通，缴获的战利品
也难以识别，急需一批语言人才。学
过英语的刘禄曾响应祖国召唤参军
入伍，北上赴朝。

“家里母亲去世了、弟妹又不少，
我那时没什么牵挂，抗美援朝一声炮
响就去保家卫国。”刘禄曾和 22 位从
事翻译工作的青年男女一道，1950
年底进入朝鲜。千里行军到达朝鲜
中部，刘禄曾等 10 位青年被分配到
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

在敌工部，刘禄曾要翻译大量缴
获的军事文件和宣传品，还要审讯战
俘。第一次见到大群“联合国军”俘
虏，刘禄曾印象很深刻，“披个毛毯，
搞得狼狈不堪。”这些俘虏主要是美
军，也有少量其他国家士兵。上级要
求速问速审，3天内了解俘虏的“来龙
去脉”，分门别类后送往俘虏营。刘
禄曾和敌工部一位干事搭档露天审
讯时，敌机前来盘旋扫射，俘虏们被
吓得到处躲避、很是狼狈。

审讯战俘不是光懂语言就行，还
得了解学习军队编制、军事用语、敌
军概况等，以便审讯有的放矢。“本来
我不知道班排连营编制，不知道装
备、兵种是什么，边审讯边学习。”刘
禄曾积累了各种资料以便速查，当时
的笔记本，她至今仍保留着。

经刘禄曾审讯过的有傲气的美
国空军飞行员，有遭受种族歧视的
黑人士兵，有的俘虏曾是罪犯，到朝
鲜当兵卖命抵刑期。有的俘虏起先
对抗情绪强烈，最终被我优待政策
感召。

在刘禄曾经历中，还有一个不可
思议的故事。

1979 年春，在外事部门工作的
刘禄曾随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博士赴
美访问。在纽约白罗克仑博物馆组
织的一次聚会上，和刘禄曾年龄相近
的一位高个子男人主动询问她的来

历，随后与她热烈握手。原来这名叫
詹姆斯·伯特纳的餐馆老板，1951 年
春曾作为美国陆战一师的新兵被俘
后，刘禄曾审讯过他。

为何时隔 28 年伯特纳还记得刘
禄曾呢？刘禄曾笑言：“是因为我在
他身上落实的俘虏政策比较多。”一
天，一位战士来报告，有个高个子俘
虏昨天装病表现不好。她了解后发
现伯特纳是真的生病发烧，于是找来
军医给他看病服药，当晚送俘虏时还
安排他乘车。一个下午，刘禄曾见到
一位调皮的志愿军小战士刮伯特纳
的大鼻子逗着玩，就制止了小战士，

“我告诉他刮鼻子也是不尊重人，与
我军宽待俘虏政策不符。”正是这几
件小事，让伯特纳对志愿军和这位女
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狂奔过封锁线，
炮弹就在身侧爆炸

为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1952
年底，刘禄曾奉命调到第 24 军政治
部敌工科，随广播小分队上前沿对敌
进行英语广播。

虽不是去打仗，上前线仍是九死
一生。“到前沿阵地去，必须要过炮火
封锁线这一道关。”刘老解释说，敌人
掌握了我军人员特别是后勤运输的
规律特点，“知道我们天天必须要从
这里走，所以就盯住这条线打炮弹。”

必经之路上，敌炮火打出两道封锁
线，了解落弹规律的一位老战士是关
键引路人。“他说大家一起赶快蹲下
来，等到敌人炮火封锁这一阵子过
了，我们就过。”过封锁线必须一口气
跑完，冲进壕沟才算安全。

20多天后，刘禄曾完成任务后下
撤时更危险。这次引路人是位通信
班长，换走本来很少受炮击的另一条
路，当天炮火却极为猛烈。班长急
了，帮刘禄曾背起包，不停催她：“快
跑！过了就是胜利。”偏偏戴着大棉
帽、穿着厚棉衣和靴子的刘禄曾在雪
地里就是跑不动。

大概跑了 20 分钟，一枚大炮弹
在附近爆炸，刘禄曾感到一块弹片从
身边疾飞过去，打在一棵树上发出亮
光，“看到火星一亮，才发现这个炮弹
就在身边。”

冲进一处火箭炮掩体，刘禄曾一
下躺倒在了地上。洞里有不少人在
隐蔽，看到在这么猛烈的炮火下还有
小姑娘过封锁线，都很惊讶，“好多人
说‘小鬼没死，万幸、万幸’。”

封锁线上无畏来回的战友有很
多，许多十八九岁的运输员每天都要
往前沿运粮弹。

后勤运输艰难，坑道生活也极为
困难。第一次上前沿，刘禄曾住在一
个班的坑道，吃喝拉撒睡都极为不
便。吃一般用最简单的做法，炊事员

炸油饼、馒头给大家吃。“最艰苦的是
缺水。”刘禄曾说，战士们偶尔冒险从
山底下水坑打水上来，水桶被打穿是
常有的事。

洞里照明靠蜡烛，一炮打过来
就可能被震灭。照明、做饭、呼吸都
消耗氧气，坑道里空气十分浑浊。
一次刘禄曾出去检查广播线路，一
出坑道马上就晕倒了。战士们赶紧
把被新鲜空气“击晕”的刘禄曾拉回
来，躺在石头垒成的床上，半小时才
缓过来。

停战夜，
隔山喊话美军士兵

刘禄曾两次到前沿对敌广播，都
在重要时间节点上。1952 年底，为
利用圣诞节开展政治攻势，刘禄曾和
广播队到了前沿一个连指挥所。喇
叭设在山顶掩体里，播音室在坑道，
用两个手摇发电机驱动，到了天黑广
播就开始了。

“要讲能让敌人接受的话。比如
圣诞节到了，要激发对方思家厌战的
情绪。对敌政治工作、心理战各个国
家都在搞，但心理战要搞得好是一门
学问。”刘禄曾说，当时宣传方式很灵
活，会用留声机播放《欢乐颂》《铃儿
响叮当》等圣诞歌曲，播放美国人熟
悉的民间小曲，还会念美军士兵身上
找到的《一封没有完成的家信》。白
天，刘禄曾就放歌曲、放相声快书丰
富战士们的娱乐生活。

刘禄曾记得，等到 1953 年停战
前夕上前沿，广播时往往对面还会停
止开炮，她就把停战谈判最新进程播
送给对面，瓦解敌人士气。

1953 年 7 月 27 日晚 10 点，刘禄
曾在最前沿等来停战的一刻。和战
士们爬出战壕，看到对面山头出现美
军士兵，刘禄曾用英语和对面山头上
美 军 士 兵 作 了 告 别 ，“We want
peace，we hate war（我们热爱和
平，我们厌恶战争）。”

撤出阵地那个明朗的早晨，刘禄
曾至今记得。沿途朝鲜人民已在盖房
子重建家园，刘禄曾在山下炮弹坑积
成的水塘里高兴地洗手洗脸，“那时心
情太好了，空气、水分、阳光，从来没有
感到这样珍贵。” 本报记者 陈月飞

本报通讯员 丁 勇
摄影摄像 谭倩文

当年审讯过的美军俘虏，在美国认出了她
—— 访原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翻译刘禄曾

刘禄曾接受采访时敬军礼

▶上接 1 版 我们将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
力支持项目建设和更多的法国企业
在江苏投资兴业、发展壮大。

罗梁表示，国华东台海上风电项目
是两国深化能源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的典范项目。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推动法国与江苏进一步深化
各领域合作，结出更加丰硕成果。

刘国跃感谢江苏对国家能源集
团发展和国华东台海上风电项目建
设的全力支持，表示将推动更多优质

项目落户江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纪博伟，法国电
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傅楷德；副
省长惠建林、省政府秘书长陈建刚、国
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郭智等参加会见。

首个中外合资海上风电项目揭牌
▶上接 1 版 兴起向先进典型学习的
新高潮，进一步激发脱贫攻坚正能量，
一鼓作气打赢脱贫攻坚战。

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
设区市设分会场。市县乡党委政府负
责同志、省市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负责同志、省“五方挂钩”帮扶协
调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和部分扶贫
系统干部参加了报告会。

▶上接1版 展示了南京“创新名城、
美丽古都”的新名片，也发出城市向
广大青年人才“邀约”的强音。

注重育人，多元体验融入
城市发展

紧 抓 大 学 生 四 年 成 长“ 黄 金
期”，实施“万名大学生进机关进企
业进社区岗位实习”计划和“重大赛
会志愿服务”计划，在实践中帮助青
年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融入城市
发展。

按照南京市委要求，共青团南
京市委从 2018 年起，开展“万名大
学生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实习”计
划 (下称“三进实习”)，大力整合就
业资源，提供多元化职业体验，为
大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岗位和
机会。

去年，“三进实习”募集的岗位数
量、种类相比2018年实现多重提升:
岗位数量从 3588 个增加到 11528
个，实习学生数从在宁 15 所高校的
2368 人增至全国 102 所高校共计
12173人。

今年 7 月初，重点面向在宁大学
生发布 2884 个暑期“三进实习”岗
位，来自国内外 229 所院校的 1551
名大学生被成功录用，顺利开启自己
的暑期岗位实习。在国家开发银行
江苏省分行规划处一个月的实习，让
东南大学金融专业硕士二年级学生
姚冬琪切实感受到，“增强国力、改善
民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每
一个具体项目里，体现在每一个人兢
兢业业的日常工作中。

共青团南京市委学少部部长
朱薇薇说，通过“三进实习”，学生
可以更早接触社会，加深对南京创
新名城建设的认识，同时，在互动
交流活动中，拉近与同事的距离，
拉近与社会的距离，重新审视大学
生活，明确学习目标，为今后职业
生涯增加砝码。

志愿服务活动是青年大学生加
深与城市互动的重要途径，近两年，
共 青 团 南 京 市 委 共 组 织 19972 名

“小青柠”志愿者，为南京创新周、南
京名城会、羽毛球世锦赛、篮球世界
杯、森林音乐节、南京马拉松等重大
赛事赛会提供服务保障，在“统一行
动日”“暖冬行动”和疫情防控等工

作中，也活跃着广大青年大学生志
愿者的身影。在对城市发展的奉献
和付出中，青年学子们加强了与南
京的情感连接。

聚力服务，打造闭环青创
生态链

近年来，共青团南京市委全力打
造集“办大赛、建平台、聚伙伴、强服
务、造氛围”为一体的青年创新创业
服务链，通过办大赛，找到并联系创
业青年和创业项目；通过建平台，打
造市区两级青创阵地；通过聚伙伴，
力促要素资源对接；通过强服务，为
创业青年精准赋能；通过造氛围，帮
助更多的大学生留宁创业，为青年
人才提供干事创业、大显身手的梦
想舞台。

连续 4 年举办青年创业大赛，持
续拓展“赢在南京”“创青春”等大赛
的覆盖面，去年成功引入全球性赛事
ICAN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中国总决
赛，吸引了508个国内顶尖科技大学
生项目在南京同台竞技，3000 名全
国高校学子来宁感受“强富美高”新
南京的建设成果。

为帮助青创大赛中脱颖而出的
项目落地生根，在线下，共青团南京
市委打造 C++、梦想家、苏青合伙人
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实体阵地；在线
上，推出青创梦想数字地图，为青年
提供服务更精准、覆盖更全面的创业
平台空间。

经验不足和融资难，是青年在创
业中遇到的两个突出难题。共青团
南京市委开展青年创客实训营、“新
农菁英”训练营等特色项目，为创业
青年精准赋能；通过理论课程培训、
岗位实操训练、园区企业参访、精准
资源对接等方式，不断丰富青年的
创业经验。同时，联合金融机构，梳
理针对创业青年的金融产品，发布
青创融金融产品榜单，助力创业青
年对接股权债权融资金融服务，缓
解融资难题。

据统计，近两年来，南京新增就
业参保大学生超过 70 万，去年硕博
人才增长了 150%⋯⋯南京正形成
吸引青年生根发展的“强磁场”，成为
大学生择业求职的“第一志愿”。

本报通讯员 施团萱
本报记者 杨频萍

“宁聚青春”吸引青年融入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