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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舰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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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与
内蒙古信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与内蒙古信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内蒙古信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信龙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内蒙古信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内
蒙古信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内蒙古信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9月20日

公告资产清单 金额：万元

转让基准日 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抵（质）押人 币种
账面本金余
额（人民币）

账面利息
（人民币）

罚息、违约金
（人民币）

本息合计
（人民币） 备注

2019年6月20日 内蒙古华煜伟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智永文、刘艳洁 智永文、刘艳洁、张翠荣、于金莲 人民币 394.74 12.33 46.21 453.28

幼年李商隐原本跟着
做官的父亲在浙江生活，7
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
就带着他回到河南洛阳，
母子俩相依为命。

有一次，母亲因事找
父亲的一个旧友，那旧友
是个私塾先生，李商隐很
想留下来读书，可是母亲
根本没有钱交学费。那人

见李商隐这么想读书，就
免掉学费把他留了下来。

李商隐读书非常认
真，每天早上，别人还没
有睡醒，他就已经起床去
门口读书了；晚上天黑的
时候，别人都已经上床睡
觉了，可他还点着油灯继
续读书。刚开始，师母非
常恼火，因为家里每天要

多消耗掉很多灯油，不过
先生很大气，他对师母
说：“难得这个少年如此
好学，我们又怎么能计较
这点灯油呢？”师母这才
叹了一口气不再管李商
隐点灯夜读的事情。

李商隐进步非常快，
很快成了先生最得意的
学生，就连师母也非常喜

欢他。不过，李商隐对自
己却并不满意，他觉得自
己还可以多挤出一些读
书的时间，之后，他不仅
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
最迟，就连上茅房的时候
也要带着书。不过，唯独
让先生和师母接受不了
的是，李商隐甚至在吃饭
的时候也要看书。

有一次，叔叔见他又
一边吃饭一边读书，就批
评他说：“食不言、寝不
语，吃饭的时候就认真吃
饭，不要读书。”李商隐回
答说：“吃饭的时候读书
并不会影响我吃饭呀，为
什么要把这个时间浪费
掉呢？每吃一顿饭都要花
去一刻钟的时间，一天三

顿饭，十天时间我就差不
多能多读四个时辰的书，
一个月呢？一年呢？这些
时 间 我 不 能 白 白 浪 费
掉！”

就这样，李商隐读的
书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
渊博、文采也越来越好，
最终成为名留青史的文
学家。（据《北京青年报》）

2019年9月2日，历经
两个多月的水下考古调
查，原北洋水师旗舰“定
远”号的沉灭位置终于被
专家确定，此时距离定远
舰自沉于威海卫内已经过
去了124个春秋。

时光倒退到1894年的
11月14日，这天傍晚，在夕
阳的映衬下，一支满身伤痕
的舰队步履蹒跚地驶入威
海。此时中日开战已经3个
半月，清军在陆上连遭惨
败，战线从朝鲜一直被前推
到东北腹地。而在海上战
场，大东沟海战虽未分出胜
负，但被视清帝国海防主力
的北洋水师却损失巨大，多
艘军舰沉没。好在主力尚
存，两艘被视为柱石的铁甲
舰“定远”与“镇远”号虽然
伤痕累累，“其体坚固且壮
宏，东洋巨擘名赫煊”（《观
镇远舰引》）。此时的北洋水
师依然是为日本所忌惮的
存在。

然而，严峻的形势让
旅顺港不再安全，11月13
日，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无
奈之下，率领舰队离开旅
顺，前往威海暂避。而仅仅
10天之后，旅顺就被日军
攻陷。鉴于北洋水师已经
移师威海，日军大本营很
快制定了威海登陆计划，
意图一举歼灭北洋水师。

而此时的威海港内一片愁
云惨淡，11月14日晨，就在
北洋水师各舰只准备驶入
威海湾湾口时，“定远”舰
的姊妹舰“镇远”舰不慎触
礁，随即发生侧倾，只得被
拖往浅水区。

1895年1月19日拂晓，
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到了1
月30日，日军先头部队已
经推进到威海外围的南帮
炮台一带。在仅仅数个小
时后，作为拱卫威海重地
的南帮炮台各阵地先后沦
陷。作为一座近代化军港，
威海卫在建设之初就在港
外布设了由水雷、铁链与
木排组成的防材，以防敌
舰靠近。日军联合舰队司
令伊东佑亨根据这一情
况，制定了引诱北洋水师
主力出海并与之决战的计
划，并于30日凌晨封锁了
威海外海，但遭到反击，无
功而返。2月2日，威海卫城
与北帮炮台被日军攻陷，
北洋水师已失去全部陆
防，只得依托刘公岛固守。
伊东再次发动诱袭，却依
然受到水师官兵的顽强抵
抗，“清舰已陷重围之中，
而丁汝昌以下毫无惧色，
坚持抵抗。”（《明治二十七
八年海战史》。

北洋水师出乎意料地
顽强让日军一时束手无

策。伊东只得改变策略，
“断然实行大胆奇谋，破坏
防口拦坝”（《清日战争实
记》）。2月3日夜，日军鱼雷
艇潜入威海湾内对港口防
材进行破坏，但很快被发
现，只得仓皇逃离。不过，
任务失败的日军鱼雷艇却
在逃亡途中意外发现在东
口阻塞线上有一条约40米
的缺口，刚好可供船身修
长的鱼雷艇通过。得知这
一重要情报的伊东立刻更
改计划：让鱼雷艇直接通
过防材缺口，以鱼雷袭击
北洋各舰。

2月5日凌晨3点，日军
鱼雷艇群鱼贯穿过防材缺
口，可他们的行踪马上被
发现。港内探照灯纷纷打
开，照得日艇无处遁形。在
一片慌乱之中，打头阵的
鱼雷艇第三分队第22号艇

触礁沉没，群龙无首的艇
群陷入混乱。这时，掉队迷
航的第10号艇在刘公岛铁
码头西侧一带乱窜时，看
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横在自
己面前。舰上的探照灯忽
然亮起，艇长中村松太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这竟是定远舰！很快，
定远舰上的火炮开始猛烈
射击，中村回忆道：“我艇
继续北进，敌军的炮火越
来越猛，命中我艇多次”
（《清日战争实记》）。弹药
告罄的第10号艇不久撤离
战场，但定远舰的位置也
被彻底暴露了。很快，第二
分队的第9号寻迹赶了过
来，冲到定远舰200米处施
放两枚鱼雷后扬长而去，
其中一枚鱼雷直接命中了
定远舰的艉部。

随着一声沉闷的轰

响，定远舰的舰艉部剧烈
地颤抖了一下，冒出滚滚
黑烟。定远舰舱内的官兵
被这突如其来的震动吓蒙
了，“猛闻有声如雷，其响
为生平所未闻，全船震动，
头上有物乱落如雨，仅见
阖船之人纷纷乱窜”（《卢
毓英海军生涯忆旧》）。

被鱼雷击中的区域正
好位于左舷后方的水线以
下部位，作为旧式铁甲舰，
定远舰水线以上的装甲布
置无懈可击，但水线以下
却没有任何防护，无法抵
挡鱼雷的攻击。船体底部
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海
水瞬间涌入舱内，定远舰
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正在
舰长室与幕僚商议作战计
划的丁汝昌赶到舰桥，看
到定远舰严重受损，他只
得命令官兵立刻收起船
锚，强行向东驶入浅水区
搁浅，以待来日。

在天际显出鱼肚白
时，刘公岛内的混乱景象
才逐渐清晰起来，搁浅后
的定远舰像一只伤重的巨
兽瘫软地躺在浅滩上，官
兵们拼命地设法抽水，堵
住破口。但汹涌的海水还
是不断涌入，船体不断下
沉。2月5日中午以后，情况
更加恶化，甲板已经被海
水淹没，整艘巨舰已然动

弹不得。这一天，丁汝昌在
致信驻烟台的东海关道刘
含芳时，痛心地写道：“月
落后倭雷艇数只沿南岸偷
入，拼死专攻定远，旋退旋
进，我因快跑无多，受雷一
尾，机舱进水，急将定远驶
搁浅沙，冀能补救，作炮台
用，后以受伤过重，竟不能
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
史料》）。

预感到败局已定的丁
汝昌，在2月9日下令将搁
浅的定远舰炸毁，以免落
入日军之手。当日下午3
点，定远舰舰体内被装入
350磅炸药，一声冲天的巨
响过后，定远舰舰舯部被
炸碎，锅炉被付之一炬，曾
经傲视东亚的第一巨舰就
这样结束了自己跌宕坎坷
的一生。

与定远舰一同走向生
命终点的，还有定远舰管
带刘步蟾，这位颇受李鸿
章器重的淮军宿将，在定
远舰遇袭受创后，悲痛难
忍，曾经跪倒在丁汝昌面
前放声大哭道：“身为管
带，如此失着。实有渎职之
罪，今唯一死谢之！”（《定
字鱼雷艇某官员供词》）。
在定远舰被炸毁之后的当
日下午，刘步蟾吞服大量
鸦片自尽殉国。

（据《北京晚报》）

李商隐嫌吃饭浪费时间

定远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