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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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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合肥 7月 21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 21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

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邹长铃研究组，提出了

在单个光学模式中利用极弱的光学非线性

实现光子阻塞的新原理和新方案，并分析了

其在集成光学芯片上实现的实验可行性。

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

报》上。

单光子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是在室温

下实现可扩展光量子信息处理的核心资源。

然而，受限于材料的非线性极化率和光学损

耗，在非线性光学系统中直接观测到单光子

级的光子相互作用极为困难，因此传统的单

光子产生方法主要依赖于概率性的参量下转

换并需要较高的泵浦光功率。

最近，国际上集成非线性光子学的实验

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铌酸锂、磷化

铟镓等材料为代表的平台已经将光学模式的

单光子非简谐度提升到了 1%量级，提供了一

种在室温下实现弱光量子效应的新途径。例

如，通过多个微腔耦合构建多模量子干涉，或

者以脉冲激光驱动单个微腔，可以实现单光

子的阻塞效应，从而利用集成光子器件从相

干激光中过滤出单个光子。但是，这些研究

方案所需结构复杂，基于现有实验条件很难

实现。此外，单模腔中动力学阻塞的效果较

差且物理机制尚不清楚。

针对以上难题，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

上，研究组引入光子的频率自由度，提出在单

个光学模式中利用两束连续激光控制其动力

学演化。通过利用非线性腔对不同频率驱动

的非均匀相应，在特定时间精准调控不同光

子数态的布居数分布，高保真度地产生亚泊

松量子统计光场。基于已报道的集成铌酸锂

芯片的实验参数，研究者证明了该方案的实

验可行性。

审稿人一致认为，该研究引入了全新的

物理机制，揭示了动力学光子阻塞的物理本

质，在已报道的相关研究中，是最简单的且消

耗了最少的资源。

集成光量子器件中单光子阻塞新原理揭示

你有一条来自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的信

息，请查收——这是一封《青年优先发展国

际倡议》。

青年们呼吁，大力倡导青年优先发

展理念，各方要积极倾听青年声音、回应

青年诉求。“我们倡导青年采取行动，发

扬团结精神和创造力，推动全球发展和

青年发展。”

该倡议是在 7月 21日于北京开幕的世

界青年发展论坛上发布的。本次论坛以

“促进青年发展、塑造共同未来”为主题，下

设“就业创业”“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数

字经济”“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四个分

议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100

多位中外嘉宾和 100多个国家约 2000名青

年代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鼓舞和号召全

世界的青年们，携手共创可持续发展。他

说：“作为秘书长，我骄傲地与你们站在一

起。支持你们用青年的思想、心灵和孜孜

不倦的精神，为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创造一

个更美好、更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造明天。根据

联合国的数据，现在全世界有 18亿青年。

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冠疫

情仍在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

济复苏步履维艰，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

环境和生态危机更加紧迫。这些挑战给青

年群体的成长和发展带来深切的影响。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以助力青年发展和

全球发展为主线，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汇聚最广泛力量。

作为本次论坛的东道国，中国也高度

重视青年的发展。

据介绍，目前，中国涉及青年发展的法

律有十余部，国家层面颁布了《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2016—2025）》，所有的省份和部

分地市、县区也颁布了本地区的青年发展

规划。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汪鸿雁在论

坛上指出，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

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

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

在中国，许多青年到贫困地区推广脱

贫项目，支持社会事业，发展乡村产业，助

力中国提前 10 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在重大科技项目中

担重任、挑大梁。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

平均年龄只有 36岁，“中国天眼”的研发团

队平均年龄仅 30岁。

一大批青年创业者积极投身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热潮。2014 年以来，在新登记

注册的市场主体中，大学生创业者超过了

500万人。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600万青

年组成了 30余万支青年突击队，奋战在医

疗救护、交通物流、项目建设等抗疫一线。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接力建设美丽中

国；超过 9000 万名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各

个领域，弘扬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

在中国，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投身“一

带一路”建设，通过“筑梦丝路”青年发展计

划等渠道，增进不同国家青年之间的合作

交流。

汪鸿雁说，面向未来，要更加重视青年

发展，携手为青年发展创造好环境，为全球

发展培育新动能。要为各国青年搭建把个

人发展与国家发展全球发展结合起来的广

阔舞台，使他们充分发挥青春的能动力和

创造力，在消除贫困的行动中奋发有为，在

科技攻关的进程中锐意进取，在气候行动

的第一线身体力行，在数字经济的潮流中

勇立潮头，在互联互通的时代里合作共赢，

在奋斗与奉献中更好成就自我，实现青春

梦想。

本次论坛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

办，于 7 月 21 日至 23 日以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举行。

（科技日报北京7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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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月 21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BA.4、

BA.5 亚分支疫苗的研发情况，中国疾控中心

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表示：是否需要调整

现有疫苗接种的类型、剂次、策略等，还需要

科学的评估。

BA.4、BA.5 亚分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

经成为流行的优势毒株，其传播力有所增加，

现有疫苗是不是还足够有效？

BA.4、BA.5传播力增加

“ 国 际 上 一 些 国 家 的 研 究 发 现 ，BA.4、

BA.5 亚分支有较高的再生指数（R0：一个人

传染的人数平均值）。”董小平表示，过去 5

周，欧洲、北美感染病例数量增加，这意味着

BA.4、BA.5 亚分支的传播力相较其他奥密克

戎变异株略有增加。

“在致病力方面，流行病学数学模型研究

显示，BA.4、BA.5亚分支引起的感染率和死亡

率都将有所增高。”董小平介绍，BA.4、BA.5亚

分支总体上与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相似，但

在老年人群中的快速传播已经出现了重症病

例，导致欧洲 12 个国家近期的住院率和 ICU

使用率都有所增加。

现行疫苗仍有效

针对新冠疫苗能否有效应对变异株，以

往的体外研究一定程度上为何未能全面反映

的现实情况，董小平解释，以往的 Delta 变异

株和奥密克戎变异株（BA.1, BA.2）在体外研

究时也呈现中和能力下降，但真实世界使用

时仍显示出良好的住院、重症/危重症和死亡

的保护能力。

因此，对 BA.4 和 BA.5 来说，虽然国内外

一些体外研究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免疫逃逸现

象，但真实世界的疫苗保护效力是否显著降

低尚无具体数据。因此，针对新的突变株，是

否需要调整现有疫苗的接种类型、剂次、策略

等，还需要科学的评估。

董小平认为，大量的国际、国内的真实世

界研究证实，现行批准使用的疫苗，无论哪种

类型，对奥密克戎变异株（BA.1, BA.2）引起

的住院、肺炎、重症/危重症、死亡都具有良好

的保护作用，加强接种可有效提高疫苗保护

效率。因此，国内外专家认为现行的疫苗接

种仍然有效，对老年人群、具有基础疾病的人

群疫苗接种，特别是加强针的接种仍然是最

有效的预防措施。

据介绍，我国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直积极

推动疫苗的研发和使用，不仅仅是针对奥密

克戎变异株，在以往出现包括 Alpha、Delta 变

异株时就已布置规划了相关研究，取得了重

要的科学资料。在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以

后，已经有多个团队、多条研发途径开展相应

工作，取得了进展，但开展大规模的临床研究

还需时间。

如何应对BA.4、BA.5

“及时发现、有效控制显得尤为重要。”董

小平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

华强调：第九版防控方案是对防控措施的优

化，绝不是放松防控。第九版防控方案根据

病毒变异后的潜伏期缩短的特点，相应地减

少了对入境人员、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的

隔离管控时间，同时相应加密了风险人员的

核酸检测频次，有利于尽早发现感染者，并及

早启动处置工作。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关键体

现在：把该管住的重点管住、把该落实的措施

落实到位、把该取消的坚决取消。

董小平表示，虽然 BA.4、BA.5 亚分支的

传播力有所增强，但仍然属于奥密克戎变异

株，没有证据显示现有的 NPI（非药物干预）

措施将失效。换句话说，我国现有的防控措

施仍能有效应对。

“新冠病毒在短短两年半内出现了多个

变异株、形成了多个流行高峰。”董小平说，关

于新冠病毒的变异，大部分学者认为将长期

存在，奥密克戎变异株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

变异株，因此对新变异株传播力、致病力和免

疫逃逸力的监测将是长期的关注重点。

新冠疫苗需因病毒变异更换吗？病毒学首席专家：仍需评估

新华社北京 7月 21日电 7 月 21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造明

天。中国始终把青年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有

生力量，鼓励青年在参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青春活力。希望世界青

年发展论坛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全

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为世界人民团

结发出青年之声，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青春

之力。

习近平强调，各国青年要弘扬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助力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谱写世

界青年团结合作的时代新篇章。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当日在北京开幕，主

题为“促进青年发展、塑造共同未来”，由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1 日宣

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维多

多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华。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将访华

“盐碱地，不出粮。”在黄河三角洲，这是

许多种植户根深蒂固的认知。

正因为如此，一口气将耗水的 700亩水稻

改种大豆的王腾娥，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收

获时，盐碱地每亩高达 605.2斤的产量让这位

种植大户吃惊——要知道，2020年，我国大豆

的平均亩产仅为 260多斤。

7 月 20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王腾娥开心

地说：“每亩多收入上千元呢！”这位饱受盐碱

地之苦，并与之搏斗了半辈子的农民，此刻

“最想感谢的是‘齐黄 34’和徐冉”。

徐冉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

究员，培育“齐黄 34”花费了他 20 年光阴。如

今，“齐黄 34”已种植到 20 多个省份的土地

里，在全国累计推广了 3300余万亩。

“育种既是一门科学，
又是一门艺术”
“齐黄 34”在关键时刻的突破，振奋人心。

“2020 年，我国大豆总消费量达到了 1.2

亿吨，其中国产仅有 1960 万吨，83%依靠进

口。”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

富的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一代代

的农业科学家们，将目光瞄向了“不毛之地”，

向种子要效益。

1992 年，在水稻高产栽培领域摸索了两

年的徐冉，“跨界”到了大豆遗传育种与栽培

研究领域。相对于水稻研究的“热门”，大豆

研究在当时十分“冷僻”，但后者青黄不接的

人才状况，呼唤着年轻的科研人投身这个“深

不可测”的领域。

大豆育种的“深不可测”，既在于其科研

之难，也在于其在夹缝中生存的现实。山东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褚瑞云认为：与玉米相

比，大豆比较效益较低。目前，山东单产水平

不足 400 斤。相对于高产玉米亩收入 2000 元

以上的毛利，大豆才 1200元左右。

这种悬殊导致了大豆种植面积萎缩。拯

救大豆产业，需要提高单产，让农民“有账可

算”。而关键的关键，在于种子。

徐冉说：“育种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

艺术。”

其科学之处，在于育种具有种种科学规

律，每一个步骤都必须遵循；其艺术之处，则

是每个新品种都有不同秉性，在基因之外，株

型、株高都是关键因素，而科学家们却有不同

的偏好，“有的人喜欢高株大豆，有的人却不

喜欢。株型也有各自偏好。”

艺术没有公式可用，只能靠自己摸索。

7月，正是济南最热的时候。徐冉戴着草

帽，弓着腰，在大豆基地里大汗淋漓地“去

雄”——除去雄蕊的花瓣，准备人工杂交授粉。

大豆花小、蕊细，10个雄蕊紧包着雌蕊柱

头，在杂交育种母本去雄时操作难度较大；大豆

又是闭花授粉作物，不等花开已授完粉，这对选

择适度花蕾、确定最佳授粉时间有诸多不便。

于是，夏日凌晨 4点下田，下午 3点到 6点

再下田，成了徐冉的工作常态。30 年的科研

生涯里，这种常态循环往复，让徐冉累花了

眼、熬白了头、忙弯了腰。

“国家认可，农民获
益，这是对育种者最好的
犒赏”

除了研发不易，科研工作者在现实生活

中还要面临种种艰难抉择。

“2000 年左右是最难的。”这是徐冉刻骨

铭心的一段经历。当时，同事们或下了海，或

转了行，或出了国，13个人的科研团队最后只

剩下了徐冉一个“光杆司令”。

孤独地站在大豆田里，他选择了留下。

徐冉说，自己也曾“迷茫”，迷茫工资、迷茫经

费、迷茫未来……但“一旦选择，一定干好”的

性格，终究让大豆育种成为他内心深处最放

不下的牵挂。

上大学时，徐冉师从于振文院士、盖钧镒

院士、孙兰珍教授等一众农业科研大家。他

们“一次次到现场，一遍遍‘抠’资料，不放过

一个标点”的科学精神，对徐冉影响甚大。

在大豆杂交育种过程中，时间是最重要

且不可或缺的因素，从杂交组合配到品种审

定至少需要经过 10 个世代。每个世代，科研

题目千头万绪，需要各个攻破。

每一年，徐冉都有一项既定工作，就是从

十几万棵大豆植株中选择，“扫描每一株大豆

的性状，留下符合目标的，剔除不符合目标

的。”20多年来，他筛选过的大豆植株，数百万

计，也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在科研的道路上，徐冉用最笨的办法一

点点尝试、一点点改进，最终将“高产、优质、

抗逆、广适”等 13 个标签注入到了“齐黄 34”

的基因里。

经历过经验不足，经历过风餐露宿，经历

过团队流失，经历过囊中羞涩……持续向好

的国家政策和源源不断的经费资金，将徐冉

的大豆研发推上了“高速路”。

“国家认可，农民获益，这是对育种者最

好的犒赏。”徐冉说。

盛夏时节，徐冉还“泡”在黄河三角洲的

大豆基地里。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又回忆起

那终生难忘的一幕：

2021年 10月 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

调研，他走进豆田，俯身摘下几个豆荚，轻轻

用手捻开，一颗颗大豆“跳脱”出来。习近平

总书记仔细端详，然后将一颗豆粒放进嘴里

细细咀嚼：“豆子长得很好。”

“总书记用手捻开的那一颗颗豆粒，就是

‘齐黄 34’。”徐冉一遍遍地回味，一遍遍地高

兴，更一遍遍地为自己暗暗使劲。

研发耐盐碱高产大豆，瞄准下一个高产

纪录——在广袤的田野上，徐冉已经有了新

的方向。

盐碱地里，高产大豆在生长

近日，瓷秘故事艺术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展览以瓷文化的传承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主线，通过跨越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瓷器故事，让观众在沉浸式展览中感受历史、触
摸艺术、探索知识。左图 观众观看精美的瓷器。右图 观众体验瓷器绘画。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正值南方夏粮收割时节，在
江西部分地方的田间地头，“无人
收割机”工作正忙。农技人员通
过北斗定位和5G技术，设定路线
与参数，“无人收割机”便可在农
田中精准完成水稻收割，既降低
粮食损耗，又提高生产效率。

上图“无人收割机”在收割
水稻。

左图 农技人员设置“无人收
割机”的工作路线。

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