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时报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
、 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
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
高 ， 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
高素质创新大军
， 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
——习近平
科普全媒体平台

中国科普网

“太空游”产品或将大量上架
拋开成本，人类冲出地球遨游太空在
技术层面早已实现，但普通人的“太空
游”依然可以称之为一种梦想。
十多年前，首次公布的谷歌月球 X 大
奖赛其实挺让人们兴奋的，不过如今看
来，这一快要到最后截止线的赛事将要上
演航天产业贯有的“跳票”表演了。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太空游”已到
梦想破灭之时！科技的快速发展一直推动
着载人航天技术在不断前行，2018 年则是
关键年份。
1 月 8 日 上 午 ， SpaceX 成 功 完 成 了
2018 年的首个发射任务。这一次首次发射
搭载了来自美国政府的秘密宇宙飞船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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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虽 然 目 前 尚 不 清 楚 Zuma 担 负 的 任
务，但这毕竟是一直重视载人航天技术的
SpaceX 所带来的利好。而本月底，SpaceX
还 将 专 注 于 下 一 项 重 大 考 验 ：“ 重 型 猎
鹰”火箭的首次发射，这将是“钢铁侠”
马 斯 克 及 其 SpaceX 送 人 进 太 空 的 关 键 。
此外，SpaceX 的载人龙式飞船将在 2018
年首飞。有消息称 SpaceX 龙式飞船的无
人试飞计划在 4 月进行，首次载人飞行任
务暂定于 8 月进行。
当然，除了胆大又有梦想的“钢铁
侠”外，各航空业巨头的步伐也不慢，波
音公司也已经与 NASA 签定合同要研制全
新的载人飞船，据称这款名为 CST-100

Starliner 的载人飞船的无人试飞计划在 8 月
进行，载人飞行定在 11 月进行。
除此之外，诸如亚马逊 CEO 杰夫·贝
索斯建立的蓝色起源公司也在研制新格伦
火箭，他们打算使用这款火箭将付费的游
客送上太空，首次太空旅行很可能会在
2019 年成行。还有一大批雄心勃勃的火箭
公司，包括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轨道公
司和新西兰的火箭实验室公司，都计划在
今年发射卫星入轨。
在当前卫星发射市场需求并没有暴增
的当下，商业化载人航天产业无疑将是他
们继续的努力方向。或许，一批“太空
游”产品就快要上架销售了。（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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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支持，在科技部创新文化发展思路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
跨领域科普沙龙活动。该活动至今已举办 21 期。通过轻松活泼的跨界交流与讨论，科学
传播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得以不断涌现，为推动科普领域的学习研讨与实践反思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成蒙 摄

□ 魏红祥

时报特稿
我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名
普通的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高密度信
息存储方面的研究。在进入物理所读
博士之前，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教
师。短暂的教学经历在我的职业生涯
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始终坚定
地认为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
精神传递给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培
养更多的科学公民，是科研工作者除
了做研究外最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我在科学传播方面也
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期间也遇
到了不少的困惑，与大家分享，期
待更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加入到科
学传播的大军中来。
从农村走到北京
我父亲是一名多才多艺的教
师，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我从小耳
濡目染，形成了思想活跃、勇于尝
试、喜欢探究新鲜事物的个性。不
知不觉间，我也站上了讲台，成为
了四个班、近 400 名学生的物理老
师，每天备课、讲课、改作业，坦
率地讲，工作是很辛苦的。因为身
兼班主任一职的缘故，我经常坐在
教室旁听其他老师的课。有一天我
猛然发现，无论是数理化，还是语
数英，老师们的教法惊人的一致，
就是教师讲，学生听；巩固教学成
果的方法都是做作业，刷卷子，而

激励学生学习的手段全是排名：班
级排名、年级排名、全县排名。更
可怕的是，到了初二下学期很多学
生选择永远离开校园。目睹着自己
的学生一个个或垂头丧气，或眉飞
色舞地离开，我开始怀疑自己工作
的意义，难道我们的教育仅仅就是
考高分吗？当反复确认我无力做任
何改变后，我选择了离开。
重新站上讲台
考上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生之
后，我来到了北京。攻读博士学位
的几年间，生活忙碌、充实而有成
就感。也许是因为工作过的人更加
懂得珍惜机会，在物理所做学生的
那 5 年，我很少在晚上 12 点之前睡
觉，感觉自己每天都有干不完的
活，使不完的劲。

物理所给了我一双腾飞的翅膀，
在读博士期间我被派去牛津大学、利
兹大学、杜伦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亚利桑那大学、都柏林大学圣三
一学院等多所高校进行合作研究，拥
有了和世界最一流科学家面对面讨论
的机会；同时由于课题研究的原因，
我还有了和世界上最厉害的几家半导
体企业的管理、技术和工人接触的机
会。在短短的五年中，我实现了人生
中最重要的蜕变，科研工作也获得了
可喜的成绩。
工作后我一直在思考：国家培
养了我，物理所成就了我，除了研
究外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回报？直到
一次听到所长忧心忡忡地说，国内
聪明的孩子里选择物理专业的人越
来越少，再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

的。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定
位：我要做研究，也要教书，我应
该重新走上讲台，把自己的所学、
所看、所闻、所想跟孩子们分享，
让他们从小就意识到科学是有趣
的，科学是有用的。于是，我花了
几年的时间走遍了单位附近的中小
学做科普报告。
科普报告对提高学生的科学兴
趣很有帮助，但很难系统培养他们
科学的思维方法。于是我找了几个
在国内受过系统教育，同时又在国
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和工作
过，有带研究生经历的年轻同事，
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在刘畅校长的
支持下，在中关村一小开设了 《神
奇物理学》 选修课。这门课每周两
节，学生是各个班对科学感兴趣的
孩子，讲课方式也灵活地在讲 （科
学知识、科学前沿、科学故事），做
（各种学生想动手制作的内容） 和探
究 （找感兴趣话题，提出假设，制
定验证方案，收集数据，得出结
论，分享成果，检讨方案） 之间自
由切换。七年下来，我们没有缺过一
次课，团队的规模也更加壮大。孩子
们有收获，我们也获益不少：我们用
自己的行动证明，不是不会做科研的
人才去做科普 （团队中大部分人是优
青、杰青、青千，或百人计划获得
者）；我们在做科普的过程中学会了
如何用更加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清楚
一个科学概念 （这个本事对科研项目
申请是大有帮助的）。
（下转第二版）

践行新思想 奋进新时代 砥砺新作为
□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怀进鹏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值此
2018 新年来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
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祝福！向
长期以来对科协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
帮助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回眸 2017，党的十九大绘就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的宏伟
蓝图，为科技工作者一展抱负提供了
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中国科协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对标
十九大要求，瞄准世界一流水平，深
入研判新时代科协组织的使命目标和
工作任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需
要中拓展事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切实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科协系统的
生动实践。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和

全国创新争先奖点“燃”科技工作者
创新激情,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首次由中国科学家担任，世界机器人
大会等越来越多高水平国际会议成为
中国主场……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党的
领导下，正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
日益走近世界科技舞台中央。
翻开2018崭新篇章，一幅波澜壮
阔的宏大图景徐徐展现。我们进入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目标的关键冲刺阶段。建设科技强
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
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关键在于发挥创新第一
动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引领作用，培

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
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
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充分释放人才
红利，推动形成实体经济、数字经
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等协同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这是新
时代对科协工作提出的重大命题，也
是科协组织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的有为
之地。
号角催人奋进，改革永不停滞。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科协
也迎来成立一甲子。奋进新时代，需要
新气象新作为。各级科协组织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持传承、创新、发
展，大兴调研之风，以智库、学术、科
普为重点，以国际化、信息化、协同化
为导向，推动科协工作格局重塑、流程

再造和组织重构。我们要不断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提高服务科技工作者
的本领，大力建设科技创新价值共同
体，在党政重视、科协所能、科技工作
者关切、社会关注的领域，精心实施一
批工程、办成一批实事，更好地服务科
技工作者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同
时把更多的中国创新故事、创新方案展
示于世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级科协
组织要高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团结引导广大
科技工作者勇当推动创新发展的时代
先锋，最广泛地汇聚起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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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机研究再现新思路

科普：是爱好，更是责任

科普时报讯 近日，来自中科院等多家科研单
位的中国科学家近日联合发表关于最新量子计算
研究的论文，提出了以半导体量子环构建量子计
算机的理论设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的量子比
特实现方式。
量子计算机是通过叠加和纠缠的量子现象来
实现计算力的增长，理论上，拥有 60 个量子比特
的量子计算机可瞬间实现百亿亿次计算 （E 级计
算）。量子计算的巨大潜在价值，使得它成为最火
热的研究项目之一。中美日欧各国都在整合各方
面研究力量和资源开展协同攻关，谷歌、微软、
IBM 、英特尔等科技公司也已经开始量子计算的
研究。中国也在 5 月初发布了世界首台超越早期
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成功实现了 10 个超
导量子比特纠缠，预计年底可以实现操纵 20 个量
子比特。
作为信息载体的量子比特的实现方式，是量
子计算机的研究中一项关键性技术。优秀的量子
比特实现方式一般需要满足几项特定的要求，如
较为容易的物理载体的实现方式、容易的初态制
备和操作、较长的相干时间等等。
目前，量子比特的实现方式主要有光子、离
子阱、超导环、半导体量子结构等，基于这些不
同物理载体实现的量子计算机各有优劣，如光子
相干时间较长但难以观测和控制，超导环易于控
制但相干时间极短，而离子阱虽然相干时间较长
且易于控制，但由于需要频繁的激光操作，因此
效率不高。
此次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微电子器件与
集成技术重点实验室、重庆邮电大学理学院、厦
门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半导体光子学研究中
心、浪潮集团的相关研究人员从理论上提出的半
导体量子环设想，可使用半导体量子多电子环中
电子自旋轨道耦合调控的手段，通过外场或电子
数的方式实现对量子态的有效调控，并通过光学
手段很容易探测。更重要的是，基于半导体量子
结构的实现机制则可以利用现有的半导体工艺，
从而可以较为平滑地从经典的半导体芯片过渡到
量子芯片。
该论文的研究方法使用了较为严格和精确的
理论模拟方法，但计算量巨大，如 3 个电子态的
物理计算就需要约 30 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计算量，
6 个电子态的计算量更是增长 100~1000 倍，因此
模拟代码的实现在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大规模并行
扩展和优化，可实现对十数个电子态的模拟计算。

半导体工艺也能造出量子计算机

社 长 尹宏群
总编辑 尹传红

这是近来日渐红火的“科学咖啡馆”活动中的两个场景。左图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向涛院士就沙龙主题发表个人看法，右图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翁羽翔研究员做
主题报告。
“科学咖啡馆”是由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中国科学院传播局、北京市科学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