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建设四路（新农都）
电话：0571-828633902

杭州萧山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 电话：0571-82502186 82553230 传真：0571-82551127

网址：www.hzyxhx.com 邮箱：xmy5475@sina.com

杭州永兴化纤有限公司
公司专业生产各种规格涤纶长丝，产品有再生、有光有色、PBT、
阳离子、全消光等，品种齐全，欢迎选购。

■ 李 洁 杨 帆 / 文

2 月 10 日晚上 20:00 黄金时间，《奋进

的旋律》在 CCTV-1 首播，这部特殊意义的

电视剧，在全国人民防控疫情时期，奏响强

音、激励人心、凝聚力量。在全国两会即将

召开之际，《奋进的旋律》在 CCTV-8 再次

播出。

该剧的原型之一林东来自杭州高新区

（滨江）。《奋进的旋律》讲述了三位创业者，

2012 年从美国回国，在各界支持下，对

LHD 海洋潮流技术开展深入研究，历经 7
年，成功研发了 3.4 兆瓦 LHD 林东模块化

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总成平台，首期 1
兆瓦机组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成功并入国

家电网，被权威机构认定为世界首座海洋

潮流能发电站，为人类增加了一种全新的

清洁能源品种，并形成海洋清洁能源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的故事。

银创新的力量
对于创业，林东并不陌生。

1993 年，年仅 19 岁的林东创办了杭州

绿盛食品有限公司，历经三起三落，他成为

了赫赫有名的“牛肉干”大王、食品行业里的

领军企业家。

创业的成功并没有让林东驻足不前。

2001 年 12 月，林东从澳大利亚 LATROB
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回国后，一直在思考：

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人类做一点贡献。

在儿时，林东和许多人一样，梦想成为

一名科学家。他最佩服两种人，一种是像埃

隆·马斯克、比尔·盖茨一样具有科学家精神

的企业家，另一种则是像爱迪生、诺贝尔、贝

尔一样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他们无

疑都是推动时代和社会进步的杰出代表”。

虽然牛肉干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他心中始

终有个“科学梦”。

在大学期间，林东主修工商管理，也辅

修了新能源相关的课程。“当时听老师讲澳

大利亚的能源优势，心中就非常感慨。能源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重中之重，而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洁无污染的新能源

更是未来发展趋势。”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高端人

才大流动，林东看到了一个好时机。2009 年

4 月，林东和美国南加州大学流体力学专家

黄长征博士、材料领域专家丁兴者博士三人

一起在洛杉矶成立了美国 LHD 科技有限公

司（LHD 取自林、黄、丁姓氏拼音），从事清

洁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最早 LHD 团队研究

了太阳能、风能，最终落脚在海洋潮流能。

LHD 团队很幸运，公司创办两年时间就摸

索出了海洋潮流能的全新技术路径及其潜

在的商业价值。

2011 年 8 月 30 日，是林东难忘的日

子。时任浙江省侨联主席、现任浙江省政协

副主席、民革浙江省主委吴晶女士（电视剧

中大使馆参赞汪正的原型）带队来硅谷招才

引智，那天林、黄、丁三人从洛杉矶飞到旧金

山向吴晶汇报 LHD 项目。吴晶听了说：“林

东，你这个项目如果能做成那是不得了。

LHD 项目有三大特点，一是海洋经济，二是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三是清洁可再生能源，

这三点非常符合我们国家战略和浙江省鼓

励的方向，你想办法把项目弄回浙江来。”

听了吴晶主席的话，林东的思想斗争很

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有经济利益上的

权衡：LHD 项目在美国研究投入并不大，每

年就几十万美金，如果要把这项目拿回浙江

装在海上发出电、并上网，至少要花 2 亿元

做打水漂的准备。更何况这后面不确定因素

太多，成功概率实在太低。

但他心中那个“科学家林东”又不断反

问自己，你不是想改变世界吗？你在美国搞

研究院不就是为了想搞出一些成果带回浙

江吗？这项目很符合预期啊，这么大的一个

项目投入 2 个亿去验证也不算多。

2011 年到 2012 年，林东花了一年时间

几乎考察了国外所有在研发和实施的海洋

潮流能项目。调研下来，林东的心情始终在

两个极端中摇摆，一是极度沮丧，这件事在

全世界这么多科学家和企业巨头研究下都

没干成功，难道会被你林东这两个半的科学

家干成功？二是高度兴奋，我林东实在太幸

运了，这辈子怎么会遇上这么重大的好项

目。

在调研中，林东发现，LHD 项目的技术

路径是从未有人尝试过。根据之前的试验数

据，LHD 项目技术路径实施和成功概率相

当高。

2012 年 6 月，林东下决心要上马 LHD
项目。10 月 28 日，杭州林黄丁（LHD）新能

源研究院成立（剧中林杰、吴数、丁炫三位创

办的林吴丁（LWD）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型），并在千岛湖建成了 LHD 模拟洋流能

大型户外实验室投入使用。

2014 年 5 月 19 日在舟山秀山岛南部

海域选址并开工建设；2016 年 3 月 5 日世

界首台 3.4 兆瓦林东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

能发电机组总成平台成功下海安装。

2016 年 7 月 27 日 LHD 首期一兆瓦潮

流能机组下海成功发电；2016 年 8 月 26 日

LHD 首期一兆瓦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并入

国家电网，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英国后第三

个掌握潮流能发电并网技术的国家。

2017 年 5 月 25 日 LHD 首期一兆瓦潮

流能机组经过反复的调试后，开始连续发电

并网运行至今已超过 35 个月（之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潮流能发电装置是由美国 GE、英
国劳斯莱斯、法国阿尔斯通三巨头联合研发

的 1 兆瓦机组，其最长的连续发电并网时间

为 113 天，现在已经失败）。

2018 年 11 月 29 日 LHD 第二代 0.4 兆

瓦潮流能机组下海发电并网运行，该总成平

台投运装机达 1.4 兆瓦；2018 年 12 月 29 日

LHD 第三代 0.3 兆瓦潮流能机组下海发电

并网运行，该总成平台投运装机达 1.7 兆

瓦。

2019 年 6 月 18 日，李克强总理在 LHD
海洋发电项目展馆停留的时间远超计划，林

东激动地回忆道：“总理离开展望后又回来

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分多钟，他说，‘林东你这

项目比英国北爱尔兰的海流能发电项目好

多了，实在太好了，为 LHD 海洋发电颠覆性

重大科技创新的硬科技点赞’。”

2019 年 11 月 1 日，杭州 LHD 公司与

舟山市政府签署协议，在舟山规划建总装机

400 兆瓦的潮流能发电场和产业化基地，总

投资 80 亿元，预计年发电量达 12 亿千瓦时

（2018 年舟山全市用电总量为 49 亿千瓦

时）。项目建成后，我国在海洋潮流能核心技

术研发、关键装备制造等重大领域，将成为

世界高地，让中国研发的海洋清洁能源造福

人类。

银时代的奋进者
在《奋进的旋律》中，以林东为原型的主

人公说过这样一句话，“兼备科学家精神的

企业家，和兼备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才能把

这事干成”。这是电视剧的点睛之作，也是镌

刻在 LHD 海洋潮流能发电项目总工程师林

东心里的一句话。

2018 年秋，林东在舟山 LHD 海洋潮流

能发电现场接待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

总王雁和其他的专家、编剧一行前期调研，

详细向他们介绍了 LHD 潮流能发电项目的

研发、建设过程和运行情况。

大约两个月后，林东接到中国电视剧制

作中心的电话，被告知，经研究决定，建国

70 周年大型献礼剧第三部《奋进的旋律》将

以 LHD 潮流能发电项目的研发创业过程为

原型展开创作，拍摄完成后将在央视一套黄

金时段播出。在此之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的采访及剧本磨合。

据林东描述，除了感情戏虚构外，其他

情节几乎将他创业过程原汁原味从线下搬

上荧屏。在第十五集中林杰带着 LWD 兆瓦

级潮流能发电项目参加科技创业创新大赛

并赢得 200 万奖金的场景，和剧情外 2016
年 11 月 11 日国家科技部官网公布的图片

场景一模一样，该图片公布了林东带着

LHD 兆瓦级潮流能发电项目参加由国家科

技部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获得

了新能源行业总决赛第一名，并赢得 100 万

奖金。

截至目前，公司已获授权国际国内专

利合计 63 项，其中发明专利 30 项，国外发

明专利 16 项，主动发表学术论文一篇，入

选“2016 年度中国海洋十大科技进展”。

2017 年 6 月，联合国环境署发布《2017 全

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刊登 LHD 潮流能

发电科研成果。2017 年 6 月，国际能源署

OES 刊登 LHD 潮流能发电科研成果。2017
年 8 月，美国权威科学杂志《海洋科技 Sea
Technology》刊登 LHD 潮流能发电科研成

果。2017 年 10 月，全球权威科普频道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拍摄 LHD
潮流能专题纪录片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播出。LHD 团队真正做到了把科技论

文谱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研成果转化

在企业的车间里。

林东说：“我再三地告诫自己，有一天如

果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我一定要向《奋进的

旋律》的李建国副院长学习，成为一位惜才、

爱才、成就年轻人梦想的老专家，李建国副

院长的原型就是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技术

中心的前副主任夏登文先生，剧中的顾厅长

原型就是时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现任浙江

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先生。”

LHD 研究团队现有 46 人，大部分都是

85 后的博士和硕士，目前团队正在研发

LHD 第四代潮流能发电机组，预计今年年

底前下海发电。

（本文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人物2020年5月 25日 星期一
责编：董国荣 美编：楼燕红

A3·华东周刊
ENTREPRENEURS' DAILY，EAST CHINA WEEKLY Profile

荫杭州林东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林东

林东：演绎奋进的旋律

在《奋进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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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潮流能发电项目总

工程师林东心里的一句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