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 玲

新华每日电讯·7 版

本报记者李坤晟

在彭功明眼
中，自己是小说中
挑战风车的骑士。
站在他面前的是
“有机化学之父”
李比希。

“让植物

把二氧化碳吃

掉变废为宝”

1842 年德国
著名化学家尤斯图
斯·冯·李比希发现
了氮对于植物营养
的重要性，他用实
验方法证明，土地
肥力丧失的主要原
因是植物消耗了土
壤里的生命所必需
的矿物成分。而植
物生长需要碳酸、
氨、氧化镁、磷、
硝酸以及钾、钠和
铁的化合物等无机
物。李比希大力提
倡用无机肥料来提
高收成，是第一个
主张用化肥代替天
然肥料进行施肥的
人，因此李比希也
被称为“肥料工业
之父”。

“ 6 年前，业
界几乎清一色将我
称作假专家。”在
2019 年 1 月的一
个傍晚，记者在北
京见到了彭功明。
一天之前，他的研
究成果——— 光碳核
肥的推广会在北京
召开。

“植物生长需
要氮、磷、钾，但
不需要那么多。种

子中的营养足以使该植物生根发芽长出叶片，
再以叶片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以叶
促根，进行自身积累促进优质高产。”彭功明
说。

彭功明发明的光碳核肥，也叫二氧化碳捕
集剂。其作用原理是喷施在作物叶茎表面后，
通过富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叶茎周围供作物
吸收利用，进而提高光合速率，达到不施化肥
而高产的目的。

“二氧化碳不要钱，让植物把它吃掉变废
为宝。”这是彭功明专利的核心。

“光碳核肥项目是为了响应国家健康中国的
号召，为消除农药、化肥的残留危害，生产无公
害粮食、蔬菜、水果等有机食品而开发，是具有
独立知识产权的发明项目。”彭功明说。

酷爱农业技术研究

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彭功明上个世纪 50 年
代初生于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 1970 年高中
毕业后，因“文革”停招，彭功明回村后先后
担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村长、公社团委
委员等职务，由于他天生酷爱农业技术研究，
始终想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农业技术上，于是
他放弃了村官，专心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后
来，彭功明在中国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算是
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彭功明早年发明了一款农用喷雾器，赚了
第一桶金，但为了研究光碳核肥项目又全部搭
了进去。光碳核肥的研发始于新世纪初，当时
彭功明有感于中国农业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
壤板结、植物各种病害发生，同时导致农产品
亚硝酸盐、各种有害重金属高残留。他希望改
变这种状况。

为了研发光碳核肥，彭功明天南海北做试
验。 2005 年 4 月 25 日是彭功明铭记一生的日
子。他在安徽基地调研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右
腿截肢。彭功明的儿子彭立战告诉记者：“我
爸差点就坚持不下去了。”

不过，彭功明最终坚持了下来。“我是
‘小车不倒只管推’。现在一年将近有 300 天
都在地里。”彭功明说。

2006 年，在老家弟弟的地里，彭功明开
辟了一块试验田。“我也是循序渐进，先减少
一半化肥，有了结果后，第二次又减少一半的
一半……后来，在全国各地都做试验，才慢慢
做成了这个事。我走的路应该算是李比希矿质
营养学说的补充。”

认可光碳核肥的人越来越多

如今，相比 2012 年刚刚申请专利的时
候，认可光碳核肥的人越来越多。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原副所长、全国肥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
事长吴玉光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表示，使用光
碳核肥，可以减少 10%-20% 的化肥使用量，
同时也极具经济价值。“投入 10 块钱的二氧
化碳肥料，可以减少 15-20 块钱的化肥肥
料，并且提高 15%-20% 的产量。”吴玉光
说。

“我原本是做养殖的。但在山东遇到他们
的团队，去了他们的基地，吃了他们的蔬菜，
现在都忘不了那个味道。既有瓜、果、菜的固
有香气，又有果糖的甘甜，就是小时候的味
道。我觉得应该帮他们一把。”德州绿水农产
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民说。

1 月 16 日，彭功明任技术总监的南阳东
仑生物光碳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德州绿水农产品
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北大荒电子商务集团、聚
土网、山东六大农牧集团、河北嘉友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北京新发地产
业链达成产品供销战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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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张曼、应强

“我不会选择退休，将继续为中国和法国的友谊贡献力量，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刚刚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的中国前
外交官汪华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在 1 月 27 日中法建交 5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法国政府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宣布将汪华由此前的荣誉军团骑士晋升至荣誉
军团军官。“这份荣誉是给中国和中法关系的，并非给我个人，
我仅是一粒沙子！”面对荣誉，已至耄耋之年的汪老说。

现年 82 岁的汪华 1937 年出生在巴黎，父亲汪德昭是著名物
理学家、中国水声事业的奠基者，也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
章，彼时正在巴黎从事科研工作。

汪华在 1956 年随父母第一次回国，后进入北京大学既做
学生又当老师，“一边加强中文学习，一边给学生上法语口语
课”。 1964 年年初，中国外交部官员找到汪华询问法语语法
问题，发现他法语纯熟地道，便问其愿不愿参与筹建中国驻法
国大使馆。“我立刻答应，能为中法建交贡献点力量当然是大

好事！”忆起 55 年前的建馆筹备工作，这位老人难掩激动之
情。

他介绍说，以宋之光为代办的中国建馆小组 2 月 23 日从瑞
士日内瓦乘火车抵达巴黎里昂火车站，受到法国媒体和当地华人
的热烈欢迎，“就像欢迎大明星一样”。

这支 6 人小组的到来是新中国步入西方外交舞台的重要里程
碑，一举一动都颇受关注。“我们抵达后的头六周住在当时的巴
黎洲际酒店，门口 24 小时都有记者蹲守，当地报纸甚至会报道
我们穿了什么吃了什么！”

“当时法国民众对中国缺乏了解，还有人问我为何是短发，
是不是赴法前特意剪了辫子，”汪华笑着回忆道，“建馆小组利
用当时中国艺术团来法演出契机办了些活动，展示了中国风貌，
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

虽然筹建工作非常辛苦，但是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在短短 3
个月内就顺利完成了任务。 1964 年 6 月 2 日，中国首任驻法大
使黄镇到任，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几乎同时抵京。

1980 年，汪华完成了在驻法使馆的第二次常驻任务后归

国，他选择投身商贸工作。彼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许多外国大
公司都想和中国展开合作，但却没有沟通途径。利用自己的语言
和资源优势，汪华和合作伙伴在 1981 年成立了北京首家民间咨
询公司。

汪华说：“我的首个服务对象是法国巴黎银行，顺利地帮助
其在中国开设了 7家办事处，后来空客等法国公司也都来聘请我
为中国市场的顾问。”

在其职业生涯之外，汪华为推动中法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
作。他曾担任话剧《茶馆》的现场法语同声传译，“所有的男声
台词都是我翻，到现在台词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还在 2008 年
受法国电视台邀请为法国观众做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精彩解
说。

如今虽已年逾八旬，汪华仍活跃在中法友好交往的前线。他
的心愿朴素又坚定：“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在于增进人民的相互了
解，我有语言优势，想向更多法国人介绍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希
望能继续为中法友谊做点事情！”

新华社巴黎 1 月 26 日电

为中法友谊奋斗到最后一刻
访中法建交的亲历者汪华

新华社记者张修智

“一切都好。”面对“当初你看上了他哪几点”这一未能免俗的
问题，阿勒玛毫不犹豫地说。

说这话时，平素表情有些严肃的她，眼中闪动着温暖而笃定
的光芒。坐在阿勒玛身边的高良笑眯眯地望着妻子，满脸幸福洋
溢。

高良，河北沧州农村走出来的中国男子；阿勒玛，萨拉热窝长
大的波黑女子。跨越地域、种族与文化的差异，两人的生命轨迹，已
经重叠了近 20 个春秋。

1999 年，22 岁的高良来到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在远房亲戚开
的一家中餐馆里帮忙。此前，烹饪专业毕业的他在海南三亚一家餐
馆里打工。

1999 年至 2001 年是萨拉热窝中餐馆的黄金时代。彼时，在萨
拉热窝的国际组织众多，加上北约多国稳定部队数量可观的官兵，
让当地三四家中餐馆生意风生水起。

然而好景不长。2002 年后，国际组织退潮，北约多国稳定部队
被欧盟驻波黑维和部队代替，官兵数量锐减，而本地人对中餐接受
程度又很低，中餐馆生意萧条，纷纷关门，高良的生活也随之陷入
窘境。

不过，人生低谷时，阿勒玛出现了。2005 年，这对异国恋人缔
结姻缘。同年，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的夫妻俩回到河北老家，阿勒
玛与中国公婆相处融洽。

2007 年，高良与阿勒玛重返萨拉热窝，尽管受到亲人的接
济，但他们的生活依旧艰难。

2012 年，中国倡导的“16+1”合作机制启动。此后，波黑与
中国的经贸关系与人员往来开始不断增多。在这一大背景下，高
良与阿勒玛于 2015 年开办起自己的餐馆，取名“独一处”。

餐馆开业第一年便收支平衡。2018 年，餐馆交了 2 万波
黑马克(1 波黑马克约合 3 . 9 元人民币)的增值税，雇用 4 名
当地员工。波黑的人均月收入不足 1000 波黑马克，这些看起
来并不惊艳的数字，却带给高良夫妇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经历过波黑战争的阿勒玛对物资匮乏有着深刻记忆。平时，
家里的日用品都要储备得足足的。餐馆的成功让一家人有条件
过上优裕的生活，也有助于消除战争带给阿勒玛的创伤记忆，这
让高良格外欣慰。

闯荡波黑 20 年的高良，早已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波斯尼
亚语，也交了许多当地朋友。阿勒玛的汉语也达到一般性交流的
水平。

在外多年，中国仍是高良的牵挂。每天晚上，高良都要看央
视 4 套的电视节目，阿勒玛也与他一起看。受父母影响，在萨拉
热窝长大、正在上学的 3 个孩子也都对中国有不少了解，完整地
看完了电视剧《西游记》，还喜欢吃饺子。

“我们家的饺子馅都特别大。他们 3 个，一次能吃 60 个。”高
良开心地说。

新华社萨拉热窝 1 月 27 日电

波黑缘，中国情
记一对中波跨国夫妻的情缘

（上接 1 版）比如，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三年行动
计划梳理出首批 17 个省际断头路项目。2018 年 10 月，沪苏之
间的首条断头路盈淀路实现通车。而上海青浦区近期为邻省居
民开通的两条公交线路，让他们坐着公交就可以到虹桥机场登
机。

打通有形和无形的“断头路”，民生获得感更强

家在上海松江区的张斌，原本在松江出口加工区工作。2016
年，张斌所在的公司搬迁至毗邻的浙江省嘉善县，他也从此开启了
“双城”生活。

在两个城市之间奔波，交通是张斌一开始最担心的问题。不
过，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高铁、高速、轨交等立体交通网络
日趋完善，张斌的忧虑逐渐化解。“7 点 50 分从家出发，8 点 25
分就到公司了。嘉善与上海之间，不过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距
离。”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为了百姓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
心秘书长郁鸿胜说，这要求政府在有形的“断头路”之外，打通各种
无形的“断头路”，让医疗、教育和社保等领域的制度体系对接起
来，提供更为便利的公共服务。

办好“一张卡”，是长三角一体化在民生领域的一大投影。长三
角地区往来密切，群众对“一卡联通”“一卡结算”的需求非常突出。
尤其在交通、医保、养老等领域，民生“一卡通”既让老百姓有获得
感，也能够增进其对一体化的认同感。

2018 年下半年，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试点正式
实施。首批纳入结算范围的，包括上海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大院
名院”在内的“三省一市”医院约 40家。

王文斌是南通一家企业驻沪分支机构负责人。按照新的政策，
王文斌在南通的医保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然后在上海试点的医疗
机构就医，就可以直接刷卡结算，不用像以前一样先自费再回总部
报销。“感觉在上海不再是异乡人，而是长三角人。”

共认“一个章”，让长三角群众办事创业更方便。2018 年以来，
长三角地区从市场准入和大通关建设等方面着手，优化整体营商
环境，让三省一市的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2018 年 9 月底，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9 个城市实现“一网
通办”，发出了全国首批异地办理的 11 张营业执照，安徽宣城智谷
众创空间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俞佺是“尝鲜者”之一。

俞佺所在的企业想在上海设立一个研发中心。有了“一网通
办”，俞佺只跑了两趟宣城的政务窗口，第一次提交资料，过了两三
天就把营业执照领回来了，“跟去上海办的一模一样”。

形成改革创新“场效应”，全球竞争优势更突出

2019 年初，浙江省宁波市宣布，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
亿元。目前，长三角地区已拥有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
等 6 个万亿 GDP 城市，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GDP 不是唯一指标。从长三角各地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传
来讯息：实现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创新转型方面，
布局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点和抓手，“场效应”日益凸显：

打造改革试验田、开放新高地，上海自贸区和浙江自贸区遥相
呼应。

提升基础研究能力，上海张江和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双星闪耀。

培育新动力、形成新动能，上海张江、江苏苏南、浙江杭州和安
徽合芜蚌等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竞相绽放……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018 年 11 月举行的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长三角”元素格外突出。博览会的两大明星
展品：“体量之最”金牛座龙门铣和“价格之最”意大利 AW189直升
机，最终都进了长三角采购商的“购物车”。

大手笔背后，彰显出长三角创新转型的强劲动能。当前，长三
角地区正在加快布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创
新，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共同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集成电路事关国民经济命脉。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占据
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半壁江山。上海华虹集团投资 100 亿美元在江
苏无锡建设集成电路研发和制造基地，阿里新成立的平头哥半导
体公司落户上海张江科学城，三省一市在芯片领域的合作结出硕
果。

“围绕打造‘中国芯’，2019 年浦东新区将加快建设上海集成
电路设计产业园，推进中芯国际 12英寸生产线投产，推动国内集
成电路制造工艺迈向全球第一梯队。”上海浦东新区区长杭迎伟
说。

国产大飞机，是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梦想。在江苏镇江，11家
企业跻身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协作配套供应商，仅航天海鹰一
家就承接了 C919 后机身的 4 个工作包。

“镇江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思维。没有
这种理念和意识，就没有今天的创新协作。”镇江航空航天产业园
管委会副主任杨承忠说。

小到芯片、大到飞机，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说，上
海和周边的长三角城市正在形成一种平行的分工协同关系。“上海
不是全能的，也不用在每个领域都是最强。只有避免同质化竞争，
才能在更大范围内互利共赢。”

风起云天，潮涌东方。
俯瞰长江口，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奔腾入海。江海交汇，融为一

体，蔚为大观。
各扬所长、形成合力，长三角这艘“超级巨轮”，就一定能够劈波

斩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记者何欣荣、屈凌燕、杨绍功、徐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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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一体化” 奔跑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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