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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机中国造“速度革命”新飞跃
———量子时代的探寻与追问

� � �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3日在上海亮相，十个超导量子比特纠缠首次成功实现，
中国科学家再次站在了创新的前沿……

� � � �一个世纪前，那场关于“上帝到底掷不掷
骰子”的爱因斯坦-玻尔论战，为人类开启了
量子世界之门；进入21世纪，量子通信、量子
计算等核心技术飞速发展， 一场新的量子革
命正在到来。

微观世界的运行， 远比人类想象得更神
秘。 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十光子纠缠、天
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中国“量子人”一
系列突破性进展，在量子革命的发展史上，标
注下新的印记。

新版“神算子”有多神
未来将秒杀超级计算机

芯片越来越小， 传统计算机未来必将遭
遇计算极限。 求解一个亿亿亿变量（10的24次

方）的方程组，利用目前的超级计算机，大约
需要100年。 而对类似这样的大规模计算难
题， 如果借助万亿次量子计算机， 只需0.01
秒。

全新的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特有的“叠
加状态”，以采取并行计算的方式，让速度以
指数量级地提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
院士和陆朝阳教授等研制的光量子计算机，
已经比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
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10倍至100倍。

据介绍， 关于量子计算研究的系列成果
已经发表于《自然·光子学》等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上。“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研制出了量
子计算领域的埃尼亚克（第一台电子管计算
机ENIAC）。 ”《自然·光子学》的审稿人表示。

潘建伟说，在量子计算基础研究领域，就
计算能力而言， 科学界有三个达成共识的指
标性节点：第一步超越首台经典计算机，第二
步超越商用CPU， 第三步超越超级计算机。

“目前我们实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但这一
小步却是重要的一步。 ”

陆朝阳表示， 预计年底可以实现操纵20
个量子比特、达到目前商用CPU水平；到2020
年，有望实现操纵45个量子比特的目标，向经
典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发起挑战。

全球角力场有几多
欧美投入数十亿美元布局

由于量子计算的巨大潜在价值， 欧美各
国都在积极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和资源，开

展协同攻关，大型高科技公司如谷歌、微软、
IBM等也强势介入量子计算研究。

来自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
新研究院的信息显示， 国际学术界关于量子
计算技术的发展，集中于光子、超冷原子和超
导线路这三个研究体系。 其中，在光子体系，
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五光子、六
光子、八光子和十光子纠缠，一直保持国际领
先水平，其“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项目获
得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最快带来实际价值的体系是超冷原子
量子模拟， 将来很可能集成化的是超导量子
计算， 谷歌、IBM都在投入大量资源， 积极布
局。 ”潘建伟说。

2015年，谷歌、美国航天航空局和加州大
学圣芭芭拉分校宣布实现了9个超导量子比
特的高精度操纵。 此次，潘建伟及其同事朱晓
波等，联合浙江大学王浩华教授研究组，首次
实现1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 在基于超导
体系的量子计算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
展。

不过， 由于高精度量子操控技术的极端
复杂性， 目前对其的研究仍处在早期发展阶
段。“量子计算机就像初生的婴儿，未来最终
会长成什么样子， 对整个科学界还是个未知
数。 ”潘建伟说。

何时飞入寻常百姓家
10年内有望“实用化”

从诞生以来， 量子力学就一直在催生众
多重大发明，包括原子弹、激光、晶体管、核磁
共振、全球卫星定位等。 量子计算机的问世，
有助于解决现有计算机也难以解决的问题。

“10年内，超导量子操纵有可能做到100
个粒子。 到那时，它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计算能
力就可以达到目前全世界所有计算能力之和
的100万倍，计算能力将会突飞猛进。 ”潘建伟
说，此外量子计算机能耗更低。

专家认为，计算能力极限的大幅提升，意
味着量子计算机可以分析更多数据。 比如，实

现精准的天气预报，躲避飓风海啸；计算优化
的出行线路，让城市减少堵车；识别有效的分
子组合，降低药物的研发成本和周期；甚至可
以用于探索太空， 较快辨别可能存有生命体
的行星。

潘建伟预测，造出“专用”量子计算机，在
求解材料设计、化学研究、物理研究等特别需
要、特别有用的问题上超越“超级计算机”，有
望在10年出现， 最终还将拓展到量子人工智
能领域。

量子时代还有哪些畅想曲
信息安全的“护卫舰”

当前，信息科技日益走向智能化，量子不
仅可以用于量子计算， 更安全的量子通信也
应运而生。

随着“墨子号”发射升空，我国在世界上
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按照
规划，未来还将发射多颗量子卫星。 到2030
年左右，建成一个全球化的广域量子通信网
络。

潘建伟说， 量子通信可以从原理上确保
身份认证、 传输加密以及数字签名等的安全
性，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目前，量子
保密通信已逐步进入产业化阶段， 成为未来
保障信息安全的“护卫舰”。

记者了解到，对于量子时代的科学应用，
中国“量子人”团队有着明确的科研路线图：
通过量子通信研究， 从初步实现局域量子通
信网络， 到实现多横多纵的全球范围量子通
信网络；通过量子计算研究，为大规模计算难
题提供解决方案， 实现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有
效挖掘；通过量子精密测量研究，实现新一代
定位导航等。

到2030年，或许人人家里都有一个“密钥
机”；新的量子材料可以改变电池技术，成百
倍地扩大电池容量……面对变幻莫测的量子
世界，从“被动观测”迈入“主动调控”，人们期
待着量子科技开启更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上海5月3日电）

李曼斯 周云武

一张31年前的邀请函被当作礼物在诗会
奉上。想必颇受珍惜，邀请函光鲜平整，一如
当年。同样未曾改变的，是手持这张邀请函的
诗人彭浩荡， 从31年前被邀参加第一届潇湘
诗会至今，对诗歌一直怀着一腔赤诚。

4月22日，谷雨当天。在湖南图书城阅读
花园举办的潇湘诗会之二十四节气系列之谷
雨诗会上，这一幕令与会人员动容。31年前点
亮的灯塔燃烧至今，已升腾出更大的热能。今
年以来， 场场满座的24节气主题诗会是最好
的证明。

传承的力量正在春雨的润泽下拔节而
起。

与24节气赴一场诗歌之约
双指翻飞琴弦动，7岁女孩一曲《长门怨》

开场，令众人徜徉在悠扬的古琴声中。
随后，有5岁孩童有感而发，作下古诗《秋

雨》；有外国友人“移情”中国文化，吟诵诗篇；
更有母亲陪着女儿践行亲子共读十六载，又
把这些亲历故事汇成千万个方块字———《共
读，我们的亲子时光》。

不约而至的情感传承、 中西碰撞的文化
传承、 溶于血脉的家族传承……各种因缘际
会在此交汇，在诗里产生共鸣。在潇湘诗会，
人们不单单分享诗歌，拿出珍藏故事，展示几
手技艺，更是将诗歌与音乐互相激活创造，生
发出美学新体验。几首诗歌，几段旋律，一缕
雅韵在诗会弥漫。

“人们需要诗歌！”湖南诗人胡述斌认为，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往往急功近利，无法
沉下心来欣赏艺术。 但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
段，心灵的空虚应该由文艺来填补。

因而，今年2月开始，胡述斌、彭国梁等诗
人发起组织潇湘诗会24节气诗会， 每逢节气
举办。

“除了推出24节气主题诗会，我们还要推
出榜样的力量、山水洲城系列主题诗会，让诗

意在长沙不断涌动。”胡述斌介绍，潇湘诗会
正在试图影响更多的人。

31年的传承之路
潇湘诗会再逢盛况， 作为其创始人之一

的杨里昂感叹不已。遥想31年前，第一次举办
潇湘诗会，同样是高朋满座、一票难求。

1986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一套潇湘
诗歌丛书， 收集了当时诗坛上活跃的湖南籍
诗人的作品，代表了湖南诗歌的水准和态度。
当时朦胧诗正处于退潮时期， 为了让诗歌热
潮继续下去，遂决定成立潇湘诗会。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南
宋诗人陆游这句慷慨激昂的诗句， 成了潇湘
诗会的精神引领。

杨里昂回忆， 当时他们在长沙青少年
宫举办潇湘诗会， 采取与电影院一样的售
票入场形式， 票价与电影票价一样是0.25
元。 之前在湖南日报上连续登了3天广告，
把主办单位和登台朗诵诗歌的诗人名字都
刊发出来。谁知举办前一天，所有入场票被
抢购一空。

潇湘诗会盛极一时， 参与诗会的诗人都
郑重对待，要盛装打扮一番。会场内 ,除出入
场时掌声雷动，观众席上一片寂静，都沉浸在
诗的氛围里。对诗人而言，能被人诵读或朗诵
一首作品，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

潇湘诗会连续举办5届后， 却在1990年
骤然中断。

“当时兴起下海热，人们的心思难以聚焦
在诗歌上，没有人再去主动组织诗会。”面对
这样的窘境，胡述斌既痛心，又无可奈何。但
是，在他心里，湖南诗歌的火种并未熄灭。上
世纪90年代, 湖南新乡土诗派方兴未艾，《诗
歌导报》畅销一时；1998年江堤、彭国梁等人
选编的《新乡土诗派作品选》引发热议……这
些无不印证着他的观点， 也令胡述斌兴起了
重办诗会的念头。

2001年1月6日，胡述斌、唐樱等诗人在
长沙田汉大剧院举办第六届潇湘诗会———走

进新世纪潇湘诗会， 上世纪80年代的诗情被
重新点燃。

之后， 诗歌界志同道合者将潇湘诗会进
一步延伸。从“我们的节日”传统节日系列诗
会、“朗诵达人”系列活动、潇湘诗会“青春中
国·湘江颂”万行长诗创作朗诵活动，再到如
今潇湘诗会二十四节气诗会， 潇湘诗会热潮
重起，正因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坚守传承。

碧湖诗社的诗禅共济
“我不愿成佛，亦不乐升天。欲为婆竭龙，

力能障百川。”开福寺碧湖诗社圆一法师诵读
八指头陀的诗文，禅意与诗意在诗会交融。

湖南人对诗歌的传承，远不止潇湘诗会。
似乎是历史巧合，又或许是情怀必然，在

潇湘诗会成立的100年前，开福寺碧浪湖与诗
结缘。

彼时，碧浪湖景色诱人，僧俗名流相聚于
此，少不了品茗吟咏一番。久而久之，众人决
定成立诗社， 取碧浪湖之缩称， 名曰碧湖诗
社。诗社正式成立是在1886年，屈指算来已有
131年，如今成了全国唯一传承有序、儒佛合
一的诗社。

直至今日， 碧湖诗社仍然活跃在诗坛前
线，而开福寺众僧成了诗社的引导者。

吟诗作对并非文人雅客的专利， 诗禅之
间早有渊源。

佛教初入中国时， 佛经译者多为学贯中
梵的大家。 晦涩难懂的佛理在他们笔下变得
文采斐然，朗朗上口。这种译法，本与作诗同
源。因而熟读佛经的僧侣大多知晓音律。放在
现代，反而有了先天优势。

“儒释同行，诗禅共济。”古开福寺的方
丈、 碧湖诗社社长上能下净大和尚如此诠
释。 这份渊源令寺院有必须肩负的使命和
担当，既为保护逐渐走失的传统文化，也为
传承亦禅亦诗的传统理念 。“汉语诗词创
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传承。于我们而言，
这不仅仅是爱好和情趣， 更是一代人固有
的职责所系。”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李绍萍 苏继纯）5月2日，长沙市雨花区潭
阳洲，又有一栋拆迁房屋倒地。至此，这里合
法房屋累计签订拆迁协议920栋， 拆除倒地
672栋， 分别占任务数1176栋房屋的78.23%
和57.14%。雨花区潭阳洲紧锣密鼓迎“申博”，
目前拆违、拆迁均取得积极进展。

据介绍， 长沙市目前正在积极申办第13

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 主办地定在雨花区
潭阳洲。地处雨花区东部的潭阳洲，浏阳河绕
洲而过，形成了浏阳河九道湾之一的梨湾。雨
花区委书记、 潭阳洲片区拆迁指挥部政委张
敏说，长沙市将园博会申办地定在潭阳洲，此
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优势是重要因素之
一。

建设园博会会址，需腾地3000亩，今年7

月底前须拆迁清零，片区共有违章建筑2000
余栋、合法建筑1000余栋，任务艰巨。2015年
8月， 雨花区全面启动潭阳洲拆违拆迁工作，
先后分两批次从市、区、街、社区（村）抽调300
名干部，奔赴一线，参与拆违拆迁。目前，977
家企业、401家门店全部搬迁， 拆除违法建筑
2001栋136.48万平方米。 拆迁工作也在克难
攻坚中稳步推进。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谭小军 徐媛媛)今天下午，2017年全国
大学生禁毒辩论赛湖南赛区首场选拔赛在
湖南科技大学举行， 来自湘潭大学和湖南
科技大学的代表队围绕着影视明星是否禁
毒展开了激烈辩论。

日前，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指导中国禁毒基
金会举办2017年全国大学生禁毒辩论赛，
旨在教育、引导在校大学生学习禁毒知识，
了解毒品危害，远离毒品危害，树立健康向

上的生活理念， 并以此动员在校大学生关
注禁毒工作、积极参与禁毒斗争，不断推动
大学生禁毒志愿者队伍建设， 为深入推进
禁毒人民战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湘潭市禁毒委办公室副主任、 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支队长廖俊表示，近年来，毒品
逐渐向高校侵入、蔓延，涉毒现象在部分大
学生群体中也开始出现。 以吸引大学生的
辩论赛形式向大学生宣传禁毒知识， 有利
于加大禁毒教育的针对性和覆盖面， 获得
更良好的社会效果。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2016年度湖南
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申报
遴选工作已经完成，共立项623项，其中高
职教育项目318项、中职教育项目272项、社
区教育项目33项。 各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应按照每个项目不低于1万元的额度给予
资助研究经费。

该项目由省教育厅组织申报、 遴选、
审查、公示，旨在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关

于“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落实
省委、省政府“对接产业（行业），工学结
合，提升质量，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产
业链，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教
育工作方针，大力推进职业院校在“双一
流”建设、专业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
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动职业教育从
“对接产业”和“服务产业”向“提升产业”
和“引领产业”发展，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质量。

潇湘诗会：
诗人兴会弦歌续

雨花区潭阳洲紧锣密鼓迎“申博”
7月底前拆迁清零腾地3000亩

全省职院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立项623项

大学生禁毒辩论赛
湖南赛区选拔赛举行

税收知识进校园
5月3日下午， 长沙市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 青年志愿者给中学生讲解税收知识。 当

天， 省国税局机关团委联合雨花区同升街道樟树社区开展税收知识进校园活动， 向青少
年普及税收基本知识，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纳税观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李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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