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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复旦大学将陈望道故居改造为《共产党宣言》展示
馆，并组织成立了“星火传承”志愿者服务队。这几年来，从小学
生，到耄耋老人，从政府领导，到专家学者，来这里预约参观的人
次超过了六万。

红色基因的种子不断萌芽生根，《共产党宣言》精神才得以
代代传承。

视频
百年布道 薪火相传

总第11862期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今日8版

本版责编 胡兆珀 高 阳

www.stdaily.com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广告许可证：018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2.00元

◎陈 静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韦 哲 梁克川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脱贫攻坚答卷

1月 8日，“火眼”实验室（气膜版）在河北
体育馆建成投运，每日最高可检测样本量达
100万人份。“火眼”实验室的投入运行，提高了
检测能力，助力石家庄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右图 1 月 18 日，检测员宋海峰在“扫码
取样”舱准备进行核酸样本的扫码取样工作。

下图 1月18日，检测员在“样本检测”舱
查看核酸样本。 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摄

探访石家庄“火眼”实验室

近年，以美国 SpaceX 公司“星链”星座为

代表的大规模低轨宽带卫星星座项目，颠覆

了人们对于传统卫星生产模式的认识。卫

星智能制造生产线，成为了卫星研制的发展

新方向。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二院

空间工程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制的我国

首条批产卫星智能生产线，近日已完成设计、

生产及安装工作，正式转入现场试运行阶

段。其设计产能目标为年产 240 颗以上小卫

星，并能实现批量定制化生产。

从手工制造到自动化“智造”

“卫星从原材料出库到整星检验合格入

库，需经历舱板级部装、卫星总装、整星电性

能测试等十余道工序。”空间工程公司智造之

星党员突击队队长刘峰说，如果关键工艺环

节全部由机器来替代，生产效率能提高 40%

以上。

然而从单件小批量手工制造到高度自动

化“智造”，并没有那么容易。卫星是典型的

复杂机电产品，装配工序多、工艺流程复杂，

还要重点考量工艺的集成性与兼容性。批生

产工艺流程规划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把以手工为主的卫星传统生产模

式，转化为精益化、自动化、协同化的流水线

式生产模式，研制人员吃透了传统装配过程

中的每一道工序和工艺流程，逐一进行优化，

再将优化后的工序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新

型批产工艺流程，此后还多次开展分析优化。

突击队员马赫介绍说，经过多轮方案迭

代，最终的流程能在保证卫星装配测试过程

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确保年产 240颗以上

小卫星的设计产能目标。

既能批产也能定制

在实现批产的同时，该生产线还能实现

“私人定制”。

不同型号、不同规格卫星的构型、尺寸、

重量均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让“硬邦邦”的设

备对卫星“来者不拒”，研制人员借助精密运

动机构，给设备装上了“四肢”，工位尺寸也实

现动态可调，不同尺寸、重量的零件柔性夹持

和高精度装配都不在话下。

在生产过程中，设备会根据条码确定卫

星类型和工艺要求，自主调用控制程序，数据

分析及执行结果也会实时反馈至生产线管控

终端。不仅生产过程实现由人驱动向数据驱

动的转变，也使卫星批量定制化生产成为现

实。

为了提升生产线智能化程度，研制人员

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

部总装是卫星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针对部总装工位存在自动感知能力欠缺，无

法有效检测和避免装配过程中零部件相互碰

撞的问题，研制人员在机械手和末端执行机

构上增加了力传感器，确保安装过程中零部

件与舱板不会发生挤压；并在装配过程中用

相机对干涉风险区域拍照，通过图像比对提

前发现碰撞风险。此外，相机的视觉补偿还

能提高装配的定位精度。

成功试运行是生产线建设的重要节点。

目前，智造之星党员突击队正全心投入在试

运行工作中，为早日形成卫星规模化智能生

产能力贡献力量。

智能生产线年产240颗卫星 还能“私人定制”

科技日报南京1月 19日电 （记者金凤）
记者 19 日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中科院院士

祝世宁团队在一项实验中，在两架相距 200米

的重约 35千克的无人机之间构建了一个小型

的移动量子光学中继链路，实现了相距 1公里

的两个地面站之间的纠缠分发。这一成果近

日发表于物理学旗舰刊物《物理评论快报》。

一年前，该团队尝试由一架无人机中在空

中分别向两个便携式地面站发送光子，并首次

成功实现基于无人机的纠缠光子分发，成果发

表于我国的国际学术刊物《国家科学评论》。

在此次实验中，研究团队添加了第二架无

人机，作为第一架无人机和地面站之间的中继

站。“我们在一架无人机上搭载了一个纠缠光

子源，并将其中一个光子发送到距离 400米远

的地面站的望远镜上。再将第二个光子，通

过单模光纤发送到第二架无人机上，第二架

无人机上直径 4微米的单模光纤接收后，再将

其发送到第二个地面站的望远镜上。第二架

无人机接收光子的过程类似于聚焦透镜，重

塑了光子的波前。这样一来，光子到达另一

个地面站望远镜上的机会变得更大了。”此次

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谢臻达教授介绍，将光

学中继的节点放到飞行状态的小型无人机

上，在数千克的载荷限制内实现单光子的高

精度跟瞄接收和重新发射，犹如百步穿杨。

值得欣喜的是，实验成功了，“测量发现，通

过光学中继，纠缠光子分发的距离突破了小型

光学系统的衍射限制，在分发距离1千米的情况

下，测得贝尔不等式S值达到2.59±0.11的，证

明了这种光学中继高度保持了光子对的纠缠特

性，是一种有效的量子链路。”谢臻达说。

谢臻达表示，今后可以尝试在多台无人

机之间通过中继交换量子信息，将信息传得

更远，散得更广。无人机之间的量子传输不

受固定的光纤传输的影响，没有介质损耗，而

且组网灵活，例如在应急、急救场景的量子通

信中，可以临时组网、多次组网，也可以覆盖

行驶中的车辆，还可以链接到卫星和光纤系

统实现全球量子组网。

无人机搭建移动光量子网络实现“从一到二”跨越

一场初雪如约而至，扮靓了广西三江侗

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侗寨吊脚木楼、风

雨桥银装素裹，宛如仙境，茶园在皑皑白雪

中展露出嫩绿的叶子，绿白相间，美不胜收。

“现在来布央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家里

利用这几年攒下的 10多万元，还申请了扶

贫小额信贷，建起了民宿，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1 月 17 日，布央村村民吴明德在自家

的民宿里张罗着，准备过几天开门迎客。

这两年，脱贫的吴明德不仅建起了民

宿，还种植了茶叶，入股了旅游景区，一家

人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走上茶旅

融合的道路，吴明德所在的布央村也从原

来有名的贫困村，变成了现在看云海日出、

仙境茶园的网红旅游打卡点，成为一个名

副其实的小康村。

这是胜利的喜悦！

刚脱贫的三江因浔江、榕江、融江汇流

而得名，风景秀丽却发展滞后。作为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县，三江 2015 年贫困发生率为 25.22%，脱

贫攻坚难度系数排名广西前列。

岂止三江。广西集“老、少、边、山、库”

于一身，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2012年末，广西农村贫困人口为 755万人，

贫困人口总量列全国第 5位。

201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

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

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

立下愚公移山志，下足绣花真功夫，广

西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咬定目

标，“不破楼兰终不还”。

从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

水安全“四大战役”到产业扶贫、易地扶贫

搬迁、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粤

桂扶贫协作“五场硬仗”，在这个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广西广大干部群众做好精准文

章，努力啃下最硬骨头。

雨后天晴，站在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

弄乡弄腾村弄立屯村口放眼远眺，只见浮

岚缭绕，虚无缥缈，如人间仙境，弄立屯似

乎就在天上。这是七百弄国家地质公园取

名为“天上人间”的景点。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到

大化七百弄考察后，给出结论：“七百弄是除

了沙漠以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人们到山里看山海奇观，可是我们住

在山里的人，眺望莽莽群山，觉得是一种无

奈和绝望。”弄腾村村委会副主任蒙桂德说。

啃下“硬骨头”，打赢攻坚战！

而今，弄立屯不一样了。

这个高峰丛间近接天上的洼地，宽畅

的旅游公路盘山而上，通屯入户。在洼地

边沿，村民的楼房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屯

里 20多户人家都建起了家庭水柜，装了水

龙头，买了洗衣机。

2019 年，屯里通了水泥路。村民蓝志

安买了一部三轮摩托车，肥猪要出栏了，或

者要买饲料、购家什，自己用车出行。一个

电话，老板就驱车上门收购，方便快捷。“感

觉很爽！”蓝志安说。

公路通了，村民生产的内生动力足了。

除了养殖母猪和外出务工，旅游扶贫

开发不断推进。一条观光步道从弄立屯最

高峰攀沿而过，每当山间雾霭弥漫，薄纱轻

浮，众多游人登山，一览逐浪翻腾似的山海

奇观。

“现在可以说是天上人间真正落户弄

立了。”蒙桂德说。

八桂大地，一顶顶穷帽摘掉，一份份捷

报传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乐业县控辍保

学“一个也不少”；隆林各族自治县 14606

名群众搬进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鹤城新

区的新房子；大化瑶族自治县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城乡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100%；那坡

县形成了桑蚕、中药材、油茶、猪、鸡和杉

木、牛的“5+2”特色产业格局……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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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室里座无虚席，甚至连教室外也挤

满了听众。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

中国”的辩论在这里激烈地进行了两天。赞

成派和反对派似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终于到了辩论尾声的点评时间。忽然

间，现场安静了下来。一位手里拿着一张笔

记大纲的中年人，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他

声音不大，但很沉静，流露出高度的自信与坚

定。他就是李大钊。

上世纪 20 年代初，发生在北大红楼的这

一幕，是当时北大红楼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

重要阵地的一个缩影。身处辩论会现场的朱

务善多年后在回忆文章中生动记述了当时的

场景。李大钊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述道，从

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好比

雏鸡破卵而出，是必然之理，在现场引发广泛

共鸣。

“世界上很少有一所大学能和国家的命

运、和一个政党的诞生如此紧密相连。”北京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金安平表示。在她看

来，北大红楼的故事之所以会流传、值得纪

念，正因为她曾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

宣传的摇篮和阵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光

辉起点之一。

1918 年 8 月，一座西洋古典风格的大楼

在北京沙滩的汉花园拔地而起。大楼主体采

用赭红色的砖砌成，青砖窗套，红瓦披顶。人

们形象地称之为“红楼”，这里是国立北京大

学的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

“当年大楼的建造者恐怕没有想到，北大

红楼的主色调——红色，以后将成为中国革

命的象征和主调，这似乎成了一个含有预言

意味的‘巧合’。”金安平指出，在北大红楼发

生的许多事情，都与中国近现代史密切相关，

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的建立密切相关。

蔡元培担任校长后的北京大学，集中了

中国一批有近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使得

这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设在北大红

楼一层的图书馆和李大钊的办公室——图书

馆主任室常常聚集着一群群关心国家命运和

前途的知识分子和学生。

他们在北大红楼不仅讨论学术，还讨论

救国的思想和方案。“以北大红楼的图书馆和

图书馆主任室、《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大学

课堂为主要阵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了系统地传播，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中

播下了进步的火种。”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研究馆员陈翔介绍。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常是青年学生谈论的主要话题。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

北大红楼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学习研究马列

主义的团体，也是中国第一个马列著作编译

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与组

织基础。”金安平指出。

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实际成为当时北方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中心，其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

积极分子。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

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员发展很快。

（下转第二版）

北大红楼：红色火种在这里点燃
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将一个百废待兴的旧中国，建设成了欣欣向荣的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为创造美好生活不懈奋斗的今天，我们更要

从那段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岁月中汲取力量，并向怀抱理想、不怕牺牲的革命先烈致敬。《科

技日报》今日起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带您一起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刘园
园）1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 1 月份例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位列今年经济

工作首位。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

辰昕在发布会上回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创新

高地和创新平台建设，组织开展核心技术攻

关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

对于完善区域创新布局，赵辰昕介绍，将

大力推动怀柔、张江、合肥、大湾区等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动优势科研力量和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集中

度、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支持北京、上海、粤

港澳大湾区加快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在优化布局高水平创新平台方面，赵辰

昕提到，将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

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快建设一批体量更大、学

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

他还表示，将组织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实施好‘揭榜挂帅’等机制，积极探索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赵辰昕提到，将积极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保持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稳定。

此外，还将夯实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赵

辰昕介绍，将统筹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动产出

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和前沿引领技术，夯

实事关长远发展的创新能力基础。

国家发改委：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19日宣布：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

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月 25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

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据新华社日内瓦 1月 18日电 （记者凌
馨）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 18日宣

布，将于 25 日至 29 日在线上举行“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届时，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1500 多位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将围

绕“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主题，分

析新冠疫情下全球面临的多重挑战，寻求合

作抗疫和经济复苏良方。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

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面对疫情，

世界各国愈发需要调整优先事务，改革社

会经济系统。各方必须重建信任，增强国

际合作。

此次对话会将围绕五大议题展开讨论，

包括构建强韧、可持续和有凝聚力的经济体

系，推动负责任的行业转型和增长，改善全

球公域治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成果

以及推动全球和区域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在新闻公报中说，新冠疫

情表明，在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当今世

界，任何机构或个人都不可能独力应对经

济、环境、社会和技术各项挑战。“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将帮助领导者制定创新而大胆的

解决方案，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推动经济强劲

复苏。

习近平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本报记者 唐 婷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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