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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列长沙至布达佩斯国际货
运班列16日上午抵达布达佩斯多
式联运物流中心。这是全国首列途
经乌克兰进入欧盟国家的中欧班
列。

这趟班列5月27日从长沙出
发， 载着41个集装箱的电子产品、
鞋服、光缆、五金、机械零配件等，
全程1万公里， 途经蒙古国、 俄罗
斯、乌克兰、斯洛伐克。这是继汉
堡、华沙、莫斯科、塔什干以及明斯
克后， 从湖南开出的第6条中欧班
列线路。

这趟班列是由广铁集团、中铁
集装箱公司、 广铁长沙货运中心、
“湘欧快线”平台公司、贵州盘江物
流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开行。开行初
期实行每周单向运输，频次为每周
一班。 ■据新华社

宛如两条长腿在世界上率先
跨出千公里级的量子纠缠分发记
录，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从星
空中向地球发出的两道光束，再
次振动了全球科技界。

因这一史诗级实验成果，“墨
子号”登上了《科学》杂志封面。这
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成果， 引发全
球关注？

潘建伟教授等人组成的中国
科学院联合研究团队16日在合肥
宣布，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墨子号”日前取得重大科研成
果：首次实现千公里级别的“量子
纠缠”。这一成果回答了爱因斯坦
关于量子力学的“百年之问”。

量子纠缠分发提高到
千公里量级

“墨子号”在相距1203公里的
德令哈站和云南丽江站之间实现
量子纠缠分发， 首次将量子纠缠
分发的世界纪录从百公里提高到
千公里量级。“墨子号” 科学应用
系统总设计师彭承志说：“这是量
子卫星上天以来迄今为止发布的
最大成果。”

量子纠缠是一种奇特的量子
力学现象，通俗地说，两个处于纠
缠状态的量子就像有“心灵感
应”，无论相隔多远都可瞬间互相
影响，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
远距作用”。

量子纠缠分发， 就是将一对
有“感应”的量子分置于两地。

要让量子通信实用化， 需要
实现量子纠缠的远距离分发。但
量子地面传输无论通过光纤或大
气都有较大信号损耗， 此前国内
外地面实验传输距离一直停留在

一百公里量级。 解决这个问题的
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利用卫星向地
面分发。

作为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墨子号” 星地纠缠分发的
传输衰减仅是同样距离地面衰减
的万亿分之一。 但这种方式对精
度要求极高， 好比从万米高空飞
机上扔下一连串硬币， 在地面用
存钱罐接住，位置、角度、接收顺
序需丝毫不差。

中国量子通信向实用迈进

从百公里级到千公里级，中国
量子卫星的成就， 让量子通信向实
用化迈进了一大步， 并从技术上验
证了构建全球量子通信网络的可
行性。未来，利用卫星的中转，甚至
可以实现地面上相距数千公里甚至
覆盖全球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

在量子保密通信中， 由于量
子的不可分割、 不可克隆和测不
准的特性， 所以一旦存在窃听就
必然会被发送者察觉并规避。

正如中国量子卫星项目首席
科学家潘建伟所说， 如果说地面
量子通信构建了一张连接每个城
市、每个信息传输点的“网”，那么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就像一杆将这
张网射向太空的“标枪”。当这张
纵横寰宇的量子通信“天地网”织
就，海量信息将在其中来去如影，
并且“无条件”安全。

最前沿的科学在初期看上去
都像魔法。电磁波、极光、晶体管、
核磁共振等许多一开始看似枯燥
无味或高深难懂的基础研究和实
验， 却催生了后来不少改变社会
的重大发明。 这次量子纠缠分发
实验， 也正是这样一项兼具潜在
实际应用和基础科研重要性的重
大技术成就， 赢得了国际同行的
高度评价。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5日说，美国政治“内讧”已经严重
影响俄美关系。他开玩笑地对美国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隔
空喊话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为
你提供政治避难”。

当天出席一年一度电视直播
节目“与普京直接连线”时，普京提
到， 科米把自己与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详细谈话记录通过朋友泄
露给媒体，“这听起来非常奇怪”，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做法与斯
诺登先生有什么区别”？

普京调侃说，如果科米由于这
种做法受到调查，不妨来俄罗斯避
难。“如果因此发生某些针对他的
迫害，我们也愿意在俄罗斯给科米
提供政治庇护。” ■据新华社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
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从我国国
情出发，立足老年人服务需
求，明确了老年人照顾服务
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和重点任务。

《意见》明确提出20项
老年人照顾服务的重点任
务，包括全面建立针对经济
困难高龄和失能老年人的
补贴制度，发展居家养老服
务，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推进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支持城

市公共交通为老年人提供
优惠和便利， 每年为65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
包括体检在内的健康管理
服务，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
养老服务融合发展，鼓励相
关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面
向老年人开设护理课程或
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制定家
庭养老支持政策，老年教育
资源向老年人公平有序开
放，支持老年人开展文体娱
乐活动等内容，涵盖了老年
人医、食、住、用、行、娱等民
生的各个方面。

■据新华社

记者16日从江苏丰县
爆炸案处置指挥部获悉，
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案件已告破， 犯罪嫌疑人
许某某当场被炸身亡。

15日16时48分， 江苏
省徐州市丰县创新幼儿园
大门东侧发生一起爆炸，
受伤人员在丰县人民医
院、中医院接受救治，重症
人员陆续转至徐州市有关
医院救治。 省市专门派出
医疗专家44人， 到相关医
院指导抢救， 并针对每位
伤员情况分别制定救治方
案， 同时一对一派出医护
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截至
16日14时， 已造成8人死
亡，65人受伤， 其中8人重
伤，重伤人员中已有4人脱
离生命危险。

公安部工作组会同当
地公安机关， 经现场勘查、
调查走访、 视频监控调取、
物证检验和DNA比对等工
作后查明， 许某某， 男，22
岁，徐州市泉山区人。许某
某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
某学校休学后，在案发地附
近租住打工。在其租住房内
发现留有自制爆炸装置材
料，并在墙上多处留有“死”
“亡”“灭”“绝”等字迹。

经核实，爆炸发生时，
创新幼儿园尚未放学，该
园无师生伤亡。

下一步， 江苏省及徐
州市将全力救治伤员，全
力做好处置工作， 本着认
真负责、公开透明的原则，
及时向公众和媒体发布最
新进展情况。 ■据新华社

量子通信史诗级实验：千里传“感应”
“墨子号”卫星首次实现千公里级别“量子纠缠” 回答爱因斯坦“百年之问”，向实用迈进

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发布

80岁以上老年人
可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

江苏丰县爆炸案告破
犯罪嫌疑人许某某当场被炸身亡

长沙至布达佩斯
中欧班列抵达

普京：
科米，来俄避难吧

从量子卫星到量子计算机，再到这一最新成果，近年来我国科学家
接连在量子研究领域取得世界级领先成果，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站
到了前沿。

自上世纪初量子力学理论提出以来， 不断获得实验支持， 催生了激
光、晶体管、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一系列改变世界面貌的重大发明，被称
为“第一次量子革命”。新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制定计划、投入巨
资，把量子科学作为未来的战略制高点，“第二次量子革命”大幕拉开。

我国量子科研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重点布局，在多个领域连续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些研究已经占据全
球先机。 ■据新华社

《科学》杂志在一份简介中将
这项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工作
称为“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论
文审稿人认为，这一成果是“兼具
潜在实际应用和基础科研重要性
的重大技术突破”、“毫无疑问将
在学术界和广大社会公众中产生
非常巨大的影响”。

美国波士顿大学量子技术专
家亚历山大·谢尔吉延科：“这是
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实验， 因为有
许多不利因素可能破坏这个里程
碑式实验中光子纠缠的量子性
质，这对研究人员很不利。中国研

究人员的技巧、 坚持和对科学的
奉献应该得到最高的赞美与承
认。”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量子技术
专家塞思·劳埃德：“这项工作是
纠缠分发技术的一个真正突破。
通过分发源于卫星的高精度纠缠
源的纠缠光子， 这些作者在相隔
1200公里的两个光子之间建立起
纠缠状态， 这个距离的量级远高
于之前的实验。 这项实验表明远
距离量子通信确实在技术上可
行， 让人们看到了在不久的未来
构建远程量子通信的希望。”

“这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实验”

评论 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奋勇争先

6月15日，在乌鲁木齐南山观测站，“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过境，科研人员在做实验（合成照片）。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