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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迟到73年的祭拜！三代人接力寻亲终“团圆”

“外公，我们来看你了”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易雪 通讯员 马占山

以另一种方式“团圆”

“外公，我们来看你了。”初次
来到外公墓前的王红梅与丈夫抚
摸着墓碑，话一出口，声音就哽咽
了，眼泪随之扑簌簌落下。

说起外公的故事，王红梅有
些激动。“自1946年外公当兵离
家，一直到1998年外婆包俊英去
世，两人再也没能见过面。外公离
家时外婆刚刚怀孕。”王红梅告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关于外
公孙瑞卿的事情，自己只从外婆
嘴里了解过一些，不算很详细。

“1948年，外公在参加兖州战役
时，因帮助受伤的战友，不幸被流
弹击中，壮烈牺牲。”王红梅说，外
公牺牲时年仅26岁，而当时自己
的母亲只有一岁多。

包俊英苦苦等待50年未果，
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临死
前她将寻找丈夫安葬地的重任交
给了女儿包秀凤。2013年，因身体
原因，包秀凤也不幸去世。“妈妈
去世的时候，抓住我的手说一定
要帮外婆实现心愿。”回忆起母亲
临终前的嘱托，王红梅已经泣不

成声。
“外婆等了一辈子，母亲盼

了一辈子，时隔73年，我们祖孙
终于相见了。”如今，已是知天
命之年的王红梅站在墓碑前，
轻轻抚摸着外公的名字，神情
肃穆，泪流满面。从1948年外公
牺牲到现在，他们终于以另一
种方式“相见”了。

“寻亲行动”不会停止

“你看，这是我外公的烈士
牺牲通知书。”王红梅拿出一张
早已泛黄、字迹有些模糊的通
知书说。清明节，她与丈夫回到
母亲家，找出了珍藏多年的外
公的资料。

“咱们要不要和当地的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系一下？”王红梅的
丈夫潘斌提议说。

和家人商议后，两人便与济
宁市兖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
联系。“当时，烈士亲属给我们提
供的名字是‘孙瑞庆’。可我们这
里并没有此人的信息。”兖州革命
烈士陵园主任王猛说，虽然没有
找到“孙瑞庆”，但陵园中有一位
叫“孙瑞卿”的烈士。

是否由于历史原因，出现了
音同字不同的“误会”呢？

王红梅与丈夫潘斌在查找外
公的原始证件后发现，外公在他
的籍贯地烟台海阳县登记的名字
的确为“孙瑞卿”。“73年了，我们
从没有放弃过寻找外公，今年通
过兖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
助，终于找到了外公安息的地
方。”王红梅和潘斌感慨地说。

“我来到陵园工作的两年内，
这是第6位烈士与亲人‘重逢’。”
王猛说，在兖州战役中牺牲，长眠
于此的革命烈士们有1054名，他
们是用鲜血和生命践行革命理想
和初心使命的英雄。

“现在还有很多革命先辈没
有找到他们的‘至亲’，‘寻亲行
动’不会停止，愿英雄们可以早日
魂归故里。”王猛说。

4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
王红梅和丈夫从泰安东平县
赶到济宁兖州革命烈士陵
园，到烈士孙瑞卿（庆）墓前
祭拜。这是一场历经三代人
的寻找、迟到了73年的祭拜，
也是孙瑞卿（庆）1948年牺牲
后，他的家人首次与其“见
面”。

王红梅和丈夫珍藏的外公的相关证件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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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张悦

一个碳排放培训班
10天就有200多人报名

进入4月份，山东省循环经
济协会碳交易专委会主任、山东
产发低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郑静就开启了忙碌模式。本
月底，公司与山东省循环经济协
会携手，将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山
东省首个碳管理师培训班，培训
通知月初一经发出，郑静的手机
就几乎被打爆了，天天都有10多
个咨询电话打过来，添加微信聊
天的更多，话题只有一个：想从
业，咨询需要做哪些准备？

“碳管理师一夜之间火了，
现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行业
的前景。”山东产发低碳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商务部部长李光磊
介绍，他们为了月底的培训专门
建了一个沟通群，邀请有从事碳
管理师想法的咨询者入群，不到
10天时间，群成员已经达到200
多人。

碳管理师是个什么职业？这
个很多人甚至首次听说的职业
为何能够快速火爆？郑静介绍，
公众对于这个职业陌生并不奇
怪，因为它的确是个新兴职业，

“碳排放管理师”这个名称甚至
都还刚满月不久。

“直到今年1月底，人社部发
布《关于拟发布集成电路工程技
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
告》（以下简称《职业信息公告》），
提到拟新增18个职业，其中明确
提到了碳排放管理员。”郑静说，
也就是说这个职业的官方称谓是
碳排放管理员，大家根据日常用
语习惯称其为碳排放管理师。

新职业产生的大背景是应
对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我 国 做 出

“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

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也就是
说，我国承诺碳排放在2030年达
到顶峰不再增加，之后逐步降
低。2060年，要过节能减排、植树
造林等吸收、中和排到大气的二
氧化碳，实现“零排放”。

去年年底生态环境部发布
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印发配套的配额分配方案
和电力行业2225家重点排放单
位名单。碳排放管理师职业迎来
了春天。

“碳排放管理师虽然是新兴
职业，但它的前景很好，未来二
三十年中碳达峰、碳中和都会是
我们的一项重点工作，列入重点
排放名单的单位会增加。”山东
省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张忠莲说，碳排放管理会越来
越被企业尤其是重点排放单位

的企业重视，很多人正是看到了
这个职业的前景才跃跃欲试，想
要跻身其中。

碳排放管理细分六大工种
主要服务八大行业

《职业信息公告》在碳排放
管理员职业下设置了“民航碳排
放管理员”、“碳排放监测员”、

“碳排放核算员”、“碳排放核查
员”、“碳排放交易员”、“碳排放
咨询员”6个工种。这些工种对应
着碳排放管理师的服务对象和
主要工作内容。

现阶段，碳排放管理师主要
的服务对象是政府部门和电力、
水泥、钢铁、造纸、化工、石化、有
色金属、航空等八大控制排放行
业。这八大行业目前在山东省有

700余家相关企业单位，全国范
围的数量大约是8000多家。

针对政府部门，碳排放管理
师可以提供碳排放监测、核算、
核查服务，对企业的碳排放（主
要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
情况进行量化的监测、核算、核
查，帮助政府部门掌握企业碳排
放情况，以此制定碳排放配额的
分配方案，对企业的碳排放进行
有效监管管理。

对于重点排放企业，碳排放
管理师可以提供咨询和碳排放
交易服务。一方面，根据企业的
要求，对其碳排放情况进行量
化，对照政府部门分配的排放指
标，如果有剩余排放指标可以帮
助企业进行排放指标交易。如果
排放超标，碳排放管理师可以帮助
企业计算需要购买的排放指标数
据，在碳交易市场购买交易指标，
也可以帮企业制定碳中和实施方
案，通过节能减排或者是种植“碳
中和林”实施绿色碳汇，将超标
排放的温室气体中和掉。

郑静介绍，所谓碳中和林就
是通过植树造林，对企业在一定
时间内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进
行中和抵消，实现二氧化碳“零
排放”。3月24日，他们公司就协
助兴业银行济南分行济南管理
部、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济南产
业发展投资集团和山东琦泉能
源集团四家单位通过碳中和林
的方式实现零排放。四家单位共
同在南部山区跑马岭新造林
2626亩。

“按照一亩侧柏每年吸收
0 . 6至0 . 8吨二氧化碳计算，项目
完成后，其产生的碳汇量完全可
以抵消这4家企业总部运营产生
的134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郑静
说。

近期将有大批
碳排放管理新生力量涌入

也就是说，碳排放管理师必
须熟悉碳排放管理的方法、政
策，具备根据相关方法计算碳排
放数据以及根据政策进行碳排
放指标交易的能力。要能够根据
一家单位的工艺流程、相关的生
产数据、财务数据，按照国家的
计算公式计算出其排放数据。根
据其实际情况，为其制定碳碳资
产管理方案，给出节能减排、碳
中和等方面的意见。

“理工类专业，比如环境工
程、应用化学等等专业的人士都
可以从事碳排放管理这个职
业。”李光磊说，从业者要具备一
定的工业生产、环保等领域的知
识储备，具备相应的数据分析处
理能力，这些并没有具体的量化
指标，只要有相应的知识储备，
相应能力也可以通过学习获取。

碳排放管理师这个名称问
世时间不长，不过在此之前，已
经有人事实上提供相关服务，他
们可以看做是目前实际上的碳
排放管理师。郑静、李光磊他们
就是其中的代表。目前，这个行
业还没有形成规模和明确的规
范。从数量上说，郑静估计在全
国范围内从事该职业的人员不
超过千人。

“山东的从业人员估计也就
三五十人，最多不超过50人。”郑
静说。作为一个新兴职业，碳排
放管理师还不像环评师等有相
应的从业资格证，从业人员需要
经过相应的考试才能取得证书。
目前，在碳排放管理行业，相关
证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提供培
训的机构也不少，证书有行业协
会颁发的、培训机构颁发的，也
有碳排放交易中心颁发的。

郑静认为，碳排放管理这个
职业的从业人数半年内就会有
大批新生力量涌入，下一步，国
家也很可能会像规范环评师一
样，对这个职业进行规范，明确
其从业的要求、条件等。

想入行的不少，碳排放管理师一夜间火了
目前我省从业人员不超过50人

2030年实现
碳达峰，2060年
实现碳中和，这
是我国对世界作
出的庄严承诺。
实现这一目标的
根本在于减少温
室气体的排放，
实现路径一是开
发利用清洁新能
源节能减排，二
来是通过植树造
林等绿色碳汇手
段将排放到大气
的 温 室 气 体 中
和、抵消。碳排放
管理师这个新职
业应运而生，热
度不断攀升。这
是一个什么样的
职业？能够提供
什么样的服务？
从事这一职业需
要怎样的知识储
备？ 碳交易师证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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