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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1 月 16 日，为迎接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召开，北京市在天安门
广场、东单、西单等地布置了10个主题
花坛，预计1月20日完工。

右图 冬奥景观巨型中国结亮相天
安门广场。

下图 北京东单路口东南角布置的
“欢天喜地”主题花坛。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花团锦簇

喜迎冬奥

科技日报合肥 1月 16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 16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郭光灿院士团队郭国平教授等与国内外研

究者合作，实现了硅基自旋量子比特的超快

操控，其自旋翻转速率超过 540MHz（兆赫），

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已报道的最高值。研究成

果日前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硅基半导体自旋量子比特以其长量子退

相干时间和高操控保真度，以及与现代半导

体工艺技术兼容的高可扩展性，成为量子计

算研究的核心方向之一。高操控保真度要求

比特在拥有较长的量子退相干时间的同时具

备更快的操控速率。传统方案利用电子自旋

共振方式实现自旋比特翻转，这种方式的比

特操控速率较慢。近几年，硅基锗空穴体系

中的自旋轨道耦合研究和实现超快自旋量子

比特操控成为热点。

由于自旋轨道耦合场的方向会影响自旋

比特操控速率及比特初始化与读取的保真度，

因此测量并确定自旋轨道耦合场的方向是实

现高保真度自旋量子比特的首要任务。研究

人员进一步优化器件性能，在耦合强度高度可

调的双量子点中完成了自旋量子比特的泡利

自旋阻塞读取，观测到了多能级的电偶极自旋

共振谱。通过调节和选择共振谱中所展示的

不同自旋翻转模式，实现了自旋翻转速率超过

540MHz的自旋量子比特超快操控。

研究人员通过建模分析，揭示了超快自

旋量子比特操控速率的主要贡献来自该体系

的强自旋轨道耦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硅基

锗空穴自旋量子比特是实现全电控量子比特

操控与扩展的重要候选体系，为实现硅基半

导体量子计算奠定了重要研究基础。

硅基半导体自旋量子比特实现超快操控

历史的如椽巨笔，常在重要时空节点，写

下激荡人心的章节。

2017 年 1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

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系统阐述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站在历史和哲

学高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

时代之问，为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和平发

展，迈向繁荣进步指明前行方向。

5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汇时代精

神，凝聚共识合力，展现出鲜明的真理性、时

代性和实践性，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

的旗帜。

为世界变局引领正确方向

高票通过！2021 年 11 月，“人类命运共

同体”写入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

际安全委员会“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决

议。这是联大决议连续 5年写入“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层

出不穷，世纪疫情蔓延反复，世界历史迈入

新的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孤立，团结还是分

裂，人类社会面临重大抉择，各国都在探索

应对之道。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

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

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

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

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

界。”5 年前，在日内瓦万国宫，习近平主席关

于“五个世界”的论述，从伙伴关系、安全格

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勾

勒清晰实践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行动指南。

5年来，从写入双多边合作文件到载入联

合国多项决议，从列为国际论坛主题到成为

学者研究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

时代脉动而丰富完善，经时间检验而常青常

新，凝聚起日益广泛的国际共识，展现出强大

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曾

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那场“历史性演讲”。他

在一本思考后疫情时代世界走向的书中写

道，经历疫情，希望各国更深刻认识到，“我们

是同处一个星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拥

有并且应当携手创造一个共同的美好未来”。

洞察时代之变，体察时代之需，引领时

代之先。从 2013 年提出当今世界“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到

2015 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阐述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体路径；从 2017 年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进一步提出建设“五个

世界”的总体布局，到 2020 年倡导打造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再到 2021 年在第七十

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构

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丰富内涵与实践版图与时俱进，不

断拓展，为动荡变革世界廓清迷雾，为全球

发展指明前行方向。

一种理论是否拥有超越时空、直抵人心

的力量，归根到底在于能否科学回答时代之

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

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

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质朴话语背后，

是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是不断为

人类发展进步作贡献的大国担当。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

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华民族

迈向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彼此

交融的时空坐标和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中

国领导人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立

足自身发展新实践，汲取国家治理有益经验，

为推动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提供系

统解决方案。 （下转第三版）

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旗帜
——写在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五周年之际

中国功夫文化展示、书法表演、古筝弹

奏……在近日的一场茶话会上，这些中国传

统文化被外国专家们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月 14 日，由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

局）主办，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国家体育总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等单位联合承办的 2022

迎新春迎冬奥外国专家茶话会在京举行。

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

局局长李萌在茶话会致辞时，首先代表科技

部、国家外国专家局，代表科技部党组书记、部

长王志刚向出席茶话会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对关心支持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为举办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作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致以新春

的美好祝福。他指出，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

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聚集人才、团结人才、造就

人才、壮大人才的历史。习近平主席在给国际

友人家属的回信中指出，我们始终铭记他们为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宝贵贡献和

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我们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回信精神，不断完善

人才引进机制和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外国专家

合法权益，让来华的各国人才工作舒心、生活

安心，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相互成就。

李萌副部长表示，全世界正期待一场冰

雪运动盛会，来为人类战胜困难、展现团结、

维护和平注入正能量。习近平主席在考察北

京冬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强调，我们完全有

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

越的奥运盛会。本届冬奥会坚持绿色办奥、

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理念，突出

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特色，将是历届冬奥会

中科技含量高的一届。

茶话会突出“欢聚一家人，一起向未来”

的主题。科技部党组成员陆明和 36位在京工

作外国专家代表、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及

家属出席现场活动，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100 位外国专家在线上出席茶话会。除北

京的主会场外，在济南、成都、福州和武汉四

地设立了分会场，与会外国专家代表通过视

频连线形式共同联欢。106 岁高龄的外国老

专家伊莎白专门为活动录制了迎冬奥致辞。

在北京主会场出席活动的中国政府友谊

奖获得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克·力文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受到新冠

疫情影响，但中国能迅速调整筹备方案，他对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

在主会场与分会场的专家们，倾情奉献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迎冬奥、迎新春文艺演

出。马克·力文教授演唱了原创英文歌曲《为

志愿者鼓掌》；来自福建分会场的土耳其外专

阿拉丁先生表演了武术《中国功夫梦》……他

们的表演赢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迎 新 春 迎 冬 奥 话 友 谊
——科技部举行 2022年新年外国专家茶话会

1月 17日是 2022年春运第一天。16日凌

晨 1 时，程亚卓和刘泽整理好工具包，带领工

友来到安九高铁鳊鱼洲长江大桥，再次对大

桥进行全方位的检查。28岁的程亚卓和刘泽

分别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桥

工段工区工长和工班长，负责维护鳊鱼洲长

江大桥的安全。

鳊鱼洲长江大桥横跨浩瀚长江。北侧位

于湖北黄梅县，南侧位于江西九江市，高铁线

时速 350公里。为保障长江主航道船只通行，

鳊鱼洲长江大桥采用了大跨度的钢箱梁结

构，南汊主航道桥全长 1320 米，主跨达 672

米，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线路最多且荷载

最大的铁路箱梁斜拉桥，同时也是国内首次

采用交叉索设计的斜拉桥。

2022年春运是鳊鱼洲长江大桥开通后的

“首秀”，成千上万的旅客将通过大桥踏上回

家的旅途。维护大桥安全，让高铁顺利通过，

是铁路人的重要职责。白天高铁运行密度

大，桥隧工们只能利用半夜的“天窗时间”，对

大桥进行保养检修。

与平时一样，当晚，程亚卓领着两位工友

登上鳊鱼洲大桥主塔。主塔垂直高度达 252

米，塔顶安装有大桥健康监测系统的关键设

备，集结构监测、状态评估、安全预警、养护管

理于一体，使桥梁养护维修更精准、更高效，

被称为大桥“私人医生”。

“对这位‘私人医生’的检查须做到每个

环节万无一失，如此才能保证其对大桥健康

状况的实时监控和反馈。”在寒风中，程亚卓

和工友们时而弯腰俯身，时而单腿跪立，逐颗

敲击联结螺栓，细心观察设备固定装置是否

结实牢靠。

结束塔顶作业后，程亚卓和工友们开始

沿一层层环形悬梯往下走，检查每一层的斜

拉索锁头。

由 304根斜拉索拉起的两座主塔，将鳊鱼

洲长江大桥稳稳地固定在长江之上。斜拉索

锁头嵌入塔身，可谓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每根斜拉索都由数百根钢索组成，在直径半

米左右的锁头盖保护下，被密封在黄油里。

“无钢丝脱铆现象，但黄油需要加一些。”

打开锁头盖上硬币大小的油孔，程亚卓边嘱

咐边将手电筒对准孔内，仔细查看钢丝有无

脱铆、缺油现象。

与此同时，在大桥箱梁底部的检查车上，

班长刘泽带着另一组人员，开始检查箱梁底

部的螺栓和焊缝。检查车横向搭挂在梁底，

似一个“摇篮”凌空于江面之上。

传统钢桁梁桥的高强度螺栓数量约为数十

万套，而鳊鱼洲长江大桥全桥高强度螺栓不到

万颗。“每一颗都十分珍贵。用在这种设计的箱

体结构上，因辨别更加复杂，因而病害也更隐

蔽。”刘泽手持测量仪，对梁体锈蚀、裂纹情况进

行仔细检查，判定是否有开裂、脱焊现象。

深夜，仍有不少船只在江面通行。桥墩周

围均被自浮式防撞箱围着，箱体会随着水位的

涨退自动保持防护高度，防止船只误撞桥墩。

“我们会定期租船去桥墩旁边检查防撞箱是否

完好。”刘泽说。

虽然在寒夜里工作，但只要每一趟高铁

都能安全通过大桥，程亚卓、刘泽和工友们都

会觉得自己在发光发热。

为第一座高铁交叉索斜拉桥春运“首秀”保安全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矫 阳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

注重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作了全面总结”，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体现了我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

识，这方面更要深入学习领会，以利于更

好认识和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

我们党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团

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党的历史是

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

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

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

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

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

上正本清源，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平总

书记到地方考察，都要瞻仰对我们党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

历史纪念场所，主要的基本上都走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感慨：“从党的一大会址

到党的各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从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念地点到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重要纪念场所等，每

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

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

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每次都是怀着崇敬

之心去，带着许多感悟回。”历史深刻启示

我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实践充分证明，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

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

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党

中央决定在全党全社会开展党史总结、学

习、教育、宣传，就是为了增加历史自信、增

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一年来，广大

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

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全党历史自觉、历

史自信大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大大提升。必须深刻认识到，在新的

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

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一百年

来，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

界谋大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这是我们

党具有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在

中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也是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的历史自信。

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要持之

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

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

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

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全党要坚持

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

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

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

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

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

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

要继续抓好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次

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

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全党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更好用党的创

新理论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要原原本本学习

全会决议，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学懂弄通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

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

验，学懂弄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

求。要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制

度，用好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用好学校思政

课这个渠道，用好红色资源，用好“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形成的良好机制，坚定

走好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信心和决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满怀

信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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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2年北京市总工会“两节”送温暖启动仪式在京举行。30名来自首都各行业
的职工代表收到了装帧精美的新春“福包”。据悉，今年两节期间，北京市总工会针对承担
冬奥等重大活动的一线职工、困难群体、先进劳模开展了“在京过大年 一起向未来”主题
活动。图为劳动者收到赠送的照片。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在京过大年 一起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