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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顆量子衛星月內升空
將進行系列實驗 發射工作準備就緒

任務之一：
實現星地量子糾纏分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電視台報道，
中國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即將於本
月中下旬擇機發射升空，目前這顆衛
星在發射前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近日將發
射的世界首顆量子衛星，除了在建立量子通信網
絡方面具有巨大應用價值，還將為理解量子物理
最令人費解的現象邁出重要一步。

成。據了解，該衛星將同地面實現與
量子相關的一系列實驗。
7 月初運抵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後，相關部門對
從量子衛星
衛星開展了為期 20 餘天的技術區測試與檢查工作，包

「遙遠地點之間詭異互動」

括衛星的光學性能、電性能及安裝精度的檢驗，另外為衛星
供電的太陽能陣帆板也已經安裝完畢。
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系統總師朱振才介紹稱，在塔架上以
後，我們完成了衛星在發射狀態的一個全面的測試和檢查。
在前幾天，配合發射場和我們的運載及測控系統，完成了發
射場的第4次總檢查。
作為中國發射的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同時是世界上首
顆量子衛星，其科技含量及精密程度都達到該研究領域前所
未有的高度，因此衛星載荷的安全性極其重要，在衛星發射
當天，系統工作人員還將對其進行最後的檢測和狀態設置的
確認。

■中國量子衛星將於本月中下
旬擇機發射升空。
旬擇機發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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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具兩大神奇絕技

衛星經測試後各指標達要求
朱振才表示，在技術區的測試，包括我們在裝到火箭上、
塔架上的測試，衛星的狀態都是良好的。到目前為止，衛星
的各項指標都是達到設計要求，衛星的工作狀態是正常的，
產品狀態應該非常好。
據了解，量子衛星發射是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執行的第 76 次
發射任務，這段時間也是發射任務非常集中的階段，為了保
證量子衛星的發射任務順利完成，各方都作好了充足準備。
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發射任務零號指揮員馮丑明表示，今年
還有天宮二號、神舟十一號飛行任務，衛星任務有交叉，從
發射場本身來說，各方面的壓力包括人員以及地面設施設備
壓力是比較大的。
通過 3D 模型可知，這顆量子衛星是一個立方體，高 1.7 米
左右、重 640 公斤，內部構造分成上下兩層：下層是衛星的
常規裝置，上層是和實驗相關的量子衛星的核心裝置。這些
裝置主要是參與量子衛星實驗中的一些核心部件，將同地面
實現與量子相關的一系列實驗。

據介紹，構成物質的最小單元
是基本粒子，而被稱為「世紀幽
靈」的量子就是質量、體積、能
量等各種物理量的最小單元，而
且它也要以某種粒子狀態存在。
比如人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光，就是由大量光量
子組成的。
最早，量子是被一個叫普朗克的德國物理學家
在 1900 年提出來的，後來陸陸續續經過許多科學
家的努力，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量子
科學體系不斷完善。
量子有兩個堪稱神奇的絕技，就是「分身術」
和「遠程心靈感應」。量子的「分身術」也叫量
子疊加，就是一個量子可以同時存在好幾種狀
態。量子的「分身術」其中一個應用是可助計算
機實現並行計算。例如，如果要分解一個 300 位

0$

的大數，用現在的計算機，需要 15 萬年，用量子
的「分身術」幫助並行運算，只要 1 秒鐘就可以
算出來。

兩「怪癖」助信息傳輸更安全
量子的另一個絕技「遠程心靈感應」，學名叫
量子糾纏。如果兩個相似的量子距離足夠近，就
會發生糾纏，然後你把他們分開無論多遠，這兩
顆量子的狀態就好像一對有心靈感應的雙胞胎一
樣，一個開心，另一個也會笑，這個可能是科學
中最奇特的現象之一。
量子還有兩個「怪癖」：不可分割、不可克
隆。利用量子的這兩個「怪癖」，可以製作出最
安全的保密鑰匙，可以讓目前的信息傳輸變得更
安全。
■中央電視台

據介紹，這顆衛星的一大任務是實現星地量子
糾纏分發，在青海德令哈和雲南麗江之間，或者
青海德令哈與新疆烏魯木齊之間，測試相距 1,200
公里，被愛因斯坦稱為「詭異的」量子糾纏現
象。
量子糾纏效應是量子物理世界其中一個奇異
現象。量子糾纏可以把兩個或更多粒子的命運
關聯在一起。在這一奇特關聯中的粒子「心心
相印」，即使隔着一個太陽系，當測量其中一
個的狀態時，另一個狀態也會即刻發生相應改
變。
1972 年，美國物理學家克勞澤等通過實驗證
實，微觀粒子「遙遠地點之間的詭異互動」現象
真實存在。但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現在科
學家也不知道。

專家：可能有物理新發現
量子糾纏似乎能無視距離和光速的限制，在測
量的一瞬發生詭異的互動。但在衛星上，當「同
時」這個概念變得相對時，量子糾纏還能繼續實
驗不敗的神話嗎？
量子衛星首席科學家、中科院院士潘建偉說：
「我們有了（量子）衛星之後，就可以在宏觀的
距離上檢驗所謂的量子力學的非局域性。」
潘建偉說：「對量子糾纏而言，在宏觀的大尺
度距離上，會不會有什麼變化，會不會受到引力
的干擾，實驗上還是未知的。在衛星的幫助下，
我們可以對物理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一些基本探
索和檢驗，可能有新的物理發現。」

抗日戰史論壇籲中華兒女團結實現統一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 13 日在港舉
辦「我們中國人的抗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論
壇，邀請來自兩岸三地的退役將軍與專家學者共同
探討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歷史，呼籲海內外中華兒
女在新時期要以史為鑒、警示未來。在緬懷先烈、
銘記歷史、珍視和平的同時，更要團結一致，最終
實現國家統一。

郝柏村：台灣不能拒絕統一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慰問組，
今年 8 月到廣西荔浦探望「慰安婦」倖存者韋紹蘭老人
（右二）。
受訪者提供
■出席「我們中國人的抗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論壇的嘉賓合照。前排左三為何志平，左四為郝柏
村。
網上圖片
調，自己是一個堅定的統派，台灣要依照「九二共
識」，不能拒絕統一。兩岸要遵循由和平共存、和
平發展再到和平統一的進程。

學者：分裂賣國絕無好下場
專事抗日戰史研究的台灣教授何世同在發言中表
示，中國八年抗戰不僅拯救了整個中華民族，亦是
二戰亞洲的主戰場，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
史定位與貢獻不容忽視。

京將設專線旅遊公交
打擊非法「一日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北京市旅遊委透露，
未來北京正規旅行社「一日遊」應分層次設計服務產品，走
「中高端」路線；而旅遊部門將考慮在德勝門、大北窯、公
主墳設立專線旅遊公交，將低端團納入公共服務體系，由政
府提供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以打擊非法「一日遊」。
北京非法「一日遊」亂象由來已久，黑導遊、強制購
物、篡改路線、偷換概念、自費名目繁多等被遊客們深惡
痛絕的頑疾卻久治不癒。記者獲悉，北京市旅遊委與百
度、360、搜狗建立虛假旅遊網站快速篩查、商業推廣前置
審核等機制措施外，又再次提出了高低端旅行團分流接待
的思路。
據悉，今後，北京市將大力推進低檔團公交化。北京市
旅遊委主任宋宇建議，未來北京正規旅行社「一日遊」產
品應走中高端檔次，分層次設計服務產品，豐富產品種
類，從而適應不同遊客群的需求。同時，他指出，低端團
應針對低消費群體需求大力推進旅遊公交化、公交鐵路一
體化，未來將考慮在德勝門、大北窯、公主墳設立專線旅
遊公交，將低端團納入公共服務體系，由政府提供非營利
性的公共服務。

同樣從事抗戰史研究的台灣地區退役將軍張鑄
勳、胡築生、傅應川與來自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的左
雙文教授，分別就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
進行了討論。左雙文從還原歷史戰場的角度出發，
認為敵後戰場的作用與正面戰場的作用同樣重要。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曹天忠講述了抗戰時期，漢奸
白堅武策劃建立所謂「華北國」日偽政權，從野心
勃勃到四面楚歌，最終失敗被槍決的史實，提醒今
人，分裂賣國絕無好下場。

京擬培育千億級軟件和信息服務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北京市「十三五」時期軟件和信息服務業
發展規劃》近日發佈。《規劃》明確到
2020 年，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將培育出 1
家千億級公司和10家百億級公司。
《規劃》提出，到 2020 年，軟件和信息
服務業在北京市經濟發展中的支柱地位將進
一步提升，收入規模突破 1 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年均增速達到10%以上，增加
值佔全市 GDP 比重超過 11%；要進一步優
化產業結構，互聯網信息服務佔全行業營業
收入比重達到 40%；要進一步優化產業組
織，培育 1 家千億級公司，10 家百億級公
司，十億元以上企業的營業收入所佔比重達
到 60%；軟件著作權登記量達到 8 萬件，有
效發明專利數達到1.9萬件。

部署三大戰略八大行動
北京市經信委委員姜廣智介紹，《規劃》
圍繞「數據引領、軟件定義、應用帶動」的
融合型產業生態，部署了三大戰略任務：一

■依據《規劃》，北京到 2020，軟件和信
息服務業收入規模將突破 1 萬億元人民幣。
圖為北京一個信息通信展覽會。 資料圖片
是實施」雲網端「一體化的大數據引領戰
略；二是實施產業跨界融合升級的大軟件驅
動戰略；三是實施服務信息社會建設的大應
用帶動戰略。同時，《規劃》還部署了八大
行動，具體包括新型產業生態圈培育、祥雲
工程 3.0 升級、京津冀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
設、自主可控技術創新、兩化融合強基、開
源軟件系統推廣、知識產權和標準創新突破
以及產業國際化拓展等。

內地計劃編撰「慰安婦」全史

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何志平
在致辭中表示，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轉捩
點，是百年來中國抵禦外敵成功的一次巨大勝利。
這場戰爭的勝利，開闢了中華民族鳳凰涅槃、浴火
重生的新征程。今天，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
題，但我們的周邊仍不太平，種種軟性戰爭仍然懸
在我們的頭上。這場抗日戰爭告訴我們，不管任何
時刻，不管面臨任何困難，只要每一個炎黃子孫都
不忘歷史、不忘初心，整個中華民族都團結一致，
我們就能戰勝一切外敵，共赴光明。
本次論壇特別邀請親歷抗戰的台灣地區退役將軍
郝柏村進行專題演講。郝柏村表示，抗戰的勝利是
全體中國人的勝利。今天我們回顧歷史，就是要總
結為什麼中國以一個貧窮落後且分裂的國家，經八
年苦戰後戰勝已現代化的日本帝國主義。主要原因
之一就在於國共兩黨的合作，團結了整個中華民
族，凝聚了抗戰到底的全民意志。郝柏村特別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8 月
14 日是世界第四個「慰安婦」日。內地各地抗
戰史專家和市民昨天聚集於亞洲「慰安婦」最
大的紀念場所——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
館，共同紀念並深入研討「慰安婦」相關問
題。據透露，中國極為重視「慰安婦」問題研
究，計劃將「慰安婦」問題總體歷史學術研究
成果編撰為一百餘萬字的「慰安婦」全史、
「慰安婦」史料集等專著。
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成立於 2015 年 12
月 1 日，全面展示二戰時期日本推行「慰安
婦」——性奴隸制度的歷史。陳列館建在利濟
巷慰安所舊址之上。陳列館共展出 1,600 多件
文物展品、400 多塊圖板、680 多幅照片，是目
前世界上展示日軍性奴隸制度罪證最大的展覽
場所。

學者籲加強戰爭暴行史研究

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館長、中國「慰安
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介紹，最
近，他們派出了團隊，給山西等地的「慰安
婦」倖存者做了手模和腳模，記錄她們的心
聲，以保存更多的歷史資料。同時，陳列館為
廣西荔浦的日軍「慰安婦」倖存者韋紹蘭老人
新屋捐款，並在近日將第一批善款直接送到老
人手裡。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教授、
劉萍研究員，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張生教
授，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曹必宏研究員，南
京師範大學張連紅教授、經盛鴻教授，上海師
範大學蘇智良教授、陳麗菲教授，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等，昨天匯聚在利
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學者們呼籲加強戰爭
暴行史的研究，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侵略戰爭的
責任，並深刻反省；並表示堅決支持中國、韓
國、菲律賓等國家將「慰安婦」資料申請世界
記憶名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