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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号”提前实现
既定科学目标
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
础。
以星地量子密钥分发为基础，
将卫星作为
可信中继，
可以实现地球上任意两点的密钥
共享，
将量子密钥分发范围扩展到覆盖全球。
《自然》审稿人表示，
星地量子密钥分发
成果是“本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采用地面发射
纠缠光子、天上接收的方式，
“墨子号”量子
卫星过境时，与海拔 5100 米的西藏阿里地
面站建立光链路。地面光源每秒产生 8000
个量子隐形传态事例，
地面向卫星发射纠缠
光子，实验通信距离为 500 公里至 1400 公
里，所有 6 个待传送态均以大于 99.7％的置
信度超越经典极限。
潘建伟介绍，假设在同样长度的光纤
中重复这一工作，需要 3800 亿年才能观测
到 1 个事例。这一成果为未来开展空间尺
度量子通信网络研究，以及空间量子物理
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验等研究奠定了可靠
的技术基础。
《自然》审稿人表示，
这些结果代表了远
距离量子通信持续探索中的重大突破。

新疆精河县地震灾区由救援转入保障和重建工作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10 日电（符晓波、
刘兵）记者从新疆精河县了解到，截至 10 日
18 时，精河县 6.6 级地震共造成 32 人受伤（3
人重伤）、307 间房屋倒塌，5469 间房屋裂缝
受损，213 处院墙和 153 座畜圈倒塌、6 处路
面受损。目前一线抢险救援工作已告一段
落，相关部门已全力进入灾后重建及保障
工作中。
记者在地震灾区了解到，此次抢险救
援工作中，消防官兵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
犬、破拆工具先后对 6 个自然村逐村逐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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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九寨沟 7 级地震

《自然》发表两项成果：

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记者董瑞丰、
徐海涛）中国科学院 10 日凌晨宣布，
“ 墨子
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用 1 年时间提前实现
了既定 2 年完成的科学目标。中科院院长白
春礼说，系列成果赢得巨大国际声誉，标志
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
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
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
以及从
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是“墨子号”
最
新实现的科学目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
伟、彭承志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等单位完成上述重要成果，
在线发表于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
据了解，
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采
用卫星发射量子信号、地面接收的方式，
“墨
子号”量子卫星过境时，与河北兴隆地面光
学站建立光链路，
通信距离为６４５公里至
１２００公里。
卫星上量子诱骗态光源平均
每秒发送 4000 万个信号光子，一次过轨对
接实验可生成 300 千比特（kbit）的安全密
钥，
平均成码率可达 1.1 千比特／秒（kbps）。
潘建伟介绍，
这一成果为构建覆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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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排查搜救工作，对倒塌的 307 处房屋全部
实行了搜索、疏散群众 300 余人，确保“不留
死角，
不漏一人”。
目前，当地已通过搭建救灾帐篷、腾挪
幼儿园、学校、村级文化阵地、就近安置在
亲友家等多种方式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10500 人。
受灾区域通讯、供水、供气、供电正常，
震区公路交通通行恢复正常。受灾群众临
时安置点中，水、米、面、油、帐篷、医药品等
救援物资充足。

生活有保障

帐篷还不够

——九寨沟地震灾区安置点见闻
新华社记者
“来来来，先坐下吃饭。”10
日，
正值午饭时间，
四川九寨沟县
漳扎镇漳扎村的村民们平地架起
3 口大锅，做好的热汤大饼刚摆
上简易桌台，
见记者过来，
不由分
说地邀请同坐，
吃口热饭。
8 日夜的 7 级地震，把漳扎村
的一百来户村民和千余名游客都
震到了户外。
虽然漳扎村没有一栋
楼房完全倒塌，
也没有当地居民重
伤或死亡，
但在这些少了一面墙或
多处裂缝的楼房前，
居民们只能吃
住在户外的救灾帐篷里。
“现在受灾较严重的漳扎镇
有 29 个安置点，共安置 8000 多名
受灾人员。
”
九寨沟县应急办主任
吴建说，这些安置点都设在居民
楼附近，安置的主要是因为房屋
破损、不敢回家的当地居民，
几乎
没有游客。另据指挥部发布会上
的消息，目前在 17 个乡镇，已设
置安置点 249 处，临时安置群众
23477 人。
“游客昨天就全部运出去了，
在帐篷里的几乎都是本地居民。
生活方面相对有保障，我们大多
是开旅店、宾馆的，
吃的东西还有
一些。
晚上保暖问题也不大，
伤员
也得到了包扎。
”
漳扎村村民余富
刚说。
在保证吃住之外，安置点上
开始提供部分便民服务。在漳扎
村安置点附近，四川平武农村信
用社的业务便装车正给当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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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在九寨沟县第二人民医院的现场医疗救治点，医护
人员为灾区群众诊疗。
四川省九寨沟 7.0 级地震发生后，先后有 200 多名因灾受伤人
员被送到离震中较近的九寨沟县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参与救援的
医护人员对所有伤员第一时间进行诊疗，并及时将重伤员转运救
治，
灾区医疗救助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提供简单的存取款业务服务。
“今
天 到 现 在 做 了 30 多 笔 业 务 ，存
款、取款、转账的都有。
”
便装车上
的业务员王玉婷说。
面对灾难，
村民们空前团结，
帮助疏导游客、自备物资、架炉
灶、搭帐篷。
“ 眼前的困难是帐篷
不够，
现在还是几户人家、十几个
人住一个帐篷。
”
漳扎村村民龙永
秀说。
“要等专家来看下房子，
他们
说能住了，我们才敢再住进房子
里。”余富刚说，这些楼房大多数

有墙面倒塌，
外面看起来好的，
里
面有可能地面倾斜了。几乎每家
楼房都有裂缝，现在各家都把门
锁上了，
需要拿东西的时候，
才冒
险进去。
为防砸伤，救援力量正着手
帮助居民清理危楼隐患。
“我们是
今天 9 点多来到这里，主要任务
是帮助居民清理危墙、瓦片，
从房
子里抢救生活必需品等。
”
在受灾
严重的漳扎镇永竹村，武警四川
省森林总队副参谋长刘伯利说。
（新华社九寨沟 8 月 10 日电）

故宫文物下江南举办“乾隆特展”
新华社杭州 8 月 10 日电（记者冯源）来
自故宫博物院的 168 件乾隆文物，自 10 日起
在紧邻乾隆行宫旧址的浙江省博物馆展
出，这一被戏称为“乾隆七下江南”的大展
向观众展示了这位盛世帝皇的一生，以及
他与浙江、杭州的文化关联。
“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
10 日在浙博西湖美术馆开幕，除了故宫博
物院的展品外，还有来自浙江省博物馆、浙
江图书馆、常州博物馆等机构的珍贵展品，
累计 200 余件。
在中国历史上，
乾隆帝是实际掌权时间
最长且最为高寿的皇帝，
在此次特展上观众

可以在多幅画像上看到少年、青年和老年时
期的乾隆帝。
而他用过的明黄缎绣云龙纹朝
袍和蓝缂丝福寿龙纹朝袍，以及“古稀天子
之宝”
“十全老人之宝”
“制诰之宝”等玺印，
则再现了一代帝皇的权势威严。
当年乾隆六次南巡必到杭州，其行宫
就设在浙江省博物馆所在的西湖孤山，而
他命令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有一部也曾
存放在孤山文澜阁。为此，此次特展还专门
设立了“为爱西湖”单元，观众可以通过他
的诗稿和画作来体会这位君主对杭州西湖
的流连欣赏，像《龙井写生花卉》轴就是他
第三次南巡时在杭州龙井的写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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