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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的中华鲟守卫队

一周开堂➡➡

靳东：
靳东：
霸道总裁演累了么？
霸道总裁演累了么
？
■肥罗君

他们长期驻守在崇明东滩，
这里经常停水
断电、交通不便、没有人来人往、10 公里范围
内没有公共服务设施，环境不可谓不艰难；他
们牺牲了和家人朋友温馨团聚的时间，
连续工
作一周、
一个月、
甚至几个月才能够回一趟家；
当春节合家团圆时，
总是有队员在基地陪伴着
中华鲟过年；当亲友相邀时，队员们多数情况
是遗憾地拒绝：
“对不起，
我走不开……”
；
当需
要履行家庭的义务和责任的时候，
他们只能通
过电话表达关心。只因为他们明白——中华
鲟，
需要他们奉献。
文、
摄/记者 杨清悦

在崇明东滩、在长江口孕育中华鲟的摇
篮边，常驻着一支中华鲟的守卫队，他们被
誉为“都市野战军，长江口生态卫士”。他们
是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基
地青年突击队。他们日以继夜地重复着养
殖、巡逻、抢救、调查等枯燥的野外基础工
作，同时还需要钻进实验室，钻研病理、繁
育、环境分析、生态修复等科研工作以及向
社会推广中华鲟保护的科普知识。由于工作
的特殊性，队员们常年驻守在基地，把基地
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

“中华鲟需要我们，
再苦再难也要坚持”
海面上的摇晃令吴建辉没有进食的胃
口，直到回到办公室坐在记者面前，他才咬
上一口包子，这是他今天吃的第一顿食物。
时针指向中午 11 点，这天他已工作了 8 个小
时。“昨晚我值班，今天凌晨两点半起床出海
去做资源环境监测工作。”吴建辉是上海市长
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监督检查科科
长，同时也是基地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他坦
言，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每个保护区管理处
的工作人员来说都已习以为常。
环境监测是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
一项常规工作。自 2004 年开始，保护区管理
处即启动了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专项，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已经建立了
一支长江口水域生态环境监测专业队伍，建
立了以中华鲟为主的珍稀濒危水生动物资源
监测网络。通过连续开展保护区及周边水域
的环境监测和长江口中华鲟资源监测工作，
保护区管理处已积累了较为系统的长江口水
域资源环境监测数据。“特别是 2013、2014 年
连续两年未在葛洲坝下‘产卵场’监测到中
华鲟自然繁殖活动，但是我们却于 2015 年在
长江口监测到大量中华鲟幼鲟的异常生态现
象，为流域和行业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保护
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吴建辉说。
自 2006 年来到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以来，吴建辉一直常驻崇明。
“在新的基地还没有建成时，我们的工作环境
非常艰苦，我通常在基地工作半个多月才回
一趟家。”去年新建成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基地就在崇明东滩的长江入海口。相比
过去十年，基地的硬件条件有了明显的改
善。但与海相望的东滩，仍然无法与市中心
的五光十色相提并论。“中华鲟需要我们，再

苦再难也要坚持。”吴建辉说出了每个中华鲟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心声。

开创河口海洋牧场建设先河
2009 年以来，根据长江口水域的自然特
点，保护区管理处以长江口海洋牧场示范区
建设项目为依托，开展了保护区生态修复工
作，经过多年的探索、论证、实践，创新性
地建立了以“‘竹阵鱼礁’为主体，配套生
物底播”的河口生态修复新模式，取得了较
好的生态修复效果。
2016 年保护区管理处成功申报“长江口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项目”。“长江口
海洋牧场示范区填补了上海市海洋牧场建设
的空白，开创了河口海洋牧场建设的先河。”
据吴建辉介绍，长江口海洋牧场示范区的建
设内容为人工鱼礁建设和底栖生物底播，属
于资源生态保护型海洋牧场。其中所建设的
人工鱼礁被命名为“竹阵鱼礁”，是独创的河
口型人工鱼礁，具有牢固、安全、施工便
利、聚集生物、提供栖息环境的特点，为河
口区的人工鱼礁建设提供了示范作用。
根据跟踪监测和效果评估，示范区建设
取得了生物聚集、底栖生物增殖的生态修复
作用，起到了提供生物栖息环境和饵料的牧
场效果，在增加生物多样性、增加生物资
源、缓解水域荒漠化方面起到了积极意义，
达到了实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项目目
标，起到了海洋牧场示范的效果。

打造中华鲟抢救
和科普宣传的名片

放流也是保护区管理处的一项重要工作。截
至 2016 年底，已累计放流中华鲟 12623 尾，
其中 1-12 龄 F1 代中华鲟 11750 尾，抢救成活
的野生幼鲟 869 尾，抢救成活的野生成鲟 4
尾。
为最大限度的发挥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
流的生态效益，近年来，保护区管理处组织
实施了大规格鱼种培育、放流驯化、放流标
志、效果评估等工作。培育大规格放流鱼
种，放流中华鲟最小个体为 100g 以上，最大
个体达到 50kg 以上，大规格中华鲟放流规模
处于全国前列。
那么人工养殖的中华鲟被放流后的生存
能力如何呢？为此，保护区管理处根据放流
地点环境特点和季节特点，对放流中华鲟进
行为期 6 个月的盐度、水流、鲜活饵料等适
应性驯化，以提高放流中华鲟的野外生存能
力。同时开展标志放流和效果评估，对放流
中华鲟全部进行体内和体外多重标志，通过
定点监测调查、误捕信息收集、标志鱼回收
和 PAT 标志信息回收等监测手段，累计回收
放流中华鲟的标志信息 43 尾，总回收率为
0.34%，取得了较好的放流标志信息回收效
果。“通过标志放流表明，标志放流的人工繁
育 F1 代中华鲟具备入海洄游习性，能够很快
的完成盐度适应性生理调节进入海洋，具备
野外摄食能力，生长情况良好。”吴建辉告诉
记者，目前监测发现放流后中华鲟经由长江
口向东海、黄海迁移，其中长江口、杭州
湾、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分布较为集中，最远
的达到朝鲜半岛近海。

近年来，基地青年突击队不断总结经
验，打造以了一支大型水生生物的专业抢救
队伍，形成了 《中华鲟等大型水生生物抢救
模式和预案》。截至 2016 年底，累计救护中
华鲟 2875 尾，其中 1m 以下幼鲟 2847 尾，12m 规格中华鲟 18 尾，2m 以上大型、巨型中
华鲟 10 尾。此外，保护区基地还抢救了江
豚、胭脂鱼、小抹香鲸、瓶鼻海豚、糙齿海
豚、中华鲎、大鲵等其它珍稀水生野生动物
的救护 19 头(只)，为长江口珍稀水生野生的
保护做出来积极贡献。“目前，我们这支抢救
队伍和抢救预案被上海市水产办公室纳入到
上海市市辖水域的大型水生动物抢救体系
中。
”吴建辉说道。
除了中华鲟的抢救，作为补充和恢复水
生生物种群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华鲟增值

■他总能扮演类似精神教父般的角
色 ，传授大量的心灵鸡汤
传授大量的心灵鸡汤，
，甘当人生导
师，
是因为他的表演具有这种说服力，
是因为他的表演具有这种说服力
，
能
够把中年男人特有的沉稳与淡定演出
来。
靳东最近最大的问题的确是他引
以为豪的演技——霸道总裁重复感太
高。
“霸道总裁”
这个概念最早是来自
于网络小说里，虽然这种披着“玛丽
苏”
外壳的套路已经屡见不鲜，
但只要
将几个要素，
按照不同的比例搭配，
就
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霸道总裁”，而
靳东在最近几部戏里的演出，基本就
是不同版本的霸道总裁，以至于许多
网友看了《我的前半生》里贺涵的演
出，
纷纷说想起了老谭。
因为贺涵和老谭一样，就是神一
样的存在啊。
日常着装都是走路带风，对于任
何职场烦恼，贺涵老谭一句话就能帮
你搞定。
去买鱼，都像是在走 T 台。张口
就是心灵鸡汤，
总之无处不在的完美。
可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完美，观众
看了，
有点累。
更重要的是，
从《欢乐颂 2》里的老
谭、
《外科风云》到贺涵，
靳东的霸道总
裁人设越来越深入人心，演技也的确
是有点重复了。
靳东原本是那种给人惊喜的演
员，从《伪装者》的明家大哥，再到《琅
琊榜》，
靳东完全有能力饰演不同类型
的角色。
他扮演的“霸道总裁”大受欢迎，
其实本身就是对霸道总裁角色的一种
突破，他所呈现的角色不再是随便包
下一片鱼塘给你的霸道总裁，而是既
有精英男士必备的成功事业和高品质
生活，
还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才华。
他总能扮演类似精神教父般的角
色，
传授大量的心灵鸡汤，
甘当人生导
师，
是因为他的表演具有这种说服力，
能够把中年男人特有的沉稳与淡定演
出来，
再加上他本身棱角分明的五官，
完美的身材，
所以才能带出
“老干部款
霸道总裁”
，
满足观众对男神的想象。
而仔细看来，
老谭的隐忍深情、
庄
恕的心思缜密、
贺涵的自我张扬，
在靳
东的诠释之下，
其实是有不同侧面的。
只是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变化
还是不够。
任何完美的演出，
观众看多了，
也
会在时间面前黯然失色。任何完美的
人设，
也难免被时间挑出瑕疵。
怎么破？打破观众的审美疲劳，
突破霸道总裁的人设限制，是时候给
观众一个不一样的靳东了。

■热门词⇨⇨⇨

《三生三世》停止路演
近期，由刘亦菲和杨洋主演的电影版《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正在上映，已经拿下近 5 亿
票房，不过电影上映以来也一直风波不断，除
了影片质量引发热议，主演粉丝的影院“锁场”
事件也闹得沸沸扬扬。日前，电影官方微博发
信息表示将停止路演宣传活动，
“ 鉴于突发的
地震灾情，我们决定不再继续路演，在此对观
众和院线深表歉意，希望救灾工作能够顺利进
行，天佑众生，平安。”

刘德华停工半年后复出
为新作《侠盗联盟》造势
堕马受伤半年后，“劳模”刘德华
日前正式在北京“复工”了。精神头不
错的华仔一上台就用“我很好”三个字
安抚担心的粉丝，还调侃说自己变回半
年前“说说笑笑、蹦蹦跳跳”的状态。
不过现场目击者称，华仔不仅比受伤前
略瘦，活动完结后很快接过工作人员递
来的拐杖，看来伤势还有待进一步复
原。

黄轩任公益大使
“老中医”
提倡新挑食主义
近日，黄轩出席了由国际环保组织
野生救援联合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举
行的“蔬食，我的新挑食主义”的发布
会。当天以一身浅灰色西装亮相的黄
轩清爽帅气，荣膺野生救援蔬食项目公
益大使称号。被大家调侃为特别会养
生的“老中医”黄轩，在现场分享了自己
的私人食谱，并且作为引领者，表达了
自己素色生活的人生理念。

张靓颖为《鲛珠传》
演唱主题曲
九州奇幻巨制《鲛珠传》于今
日全国公映，影片在北京举办了
首映礼，除了影片主创，主题曲演
唱者张靓颖也一同现身，为影片
宣传助力。接受采访时，张靓颖
直言自己不会被任何事情击倒，
“我从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是自己主动去找码头的那个
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