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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造出不可破解的密码吗?量
子通信给出的答案是———能。

向身处遥远两地的用户分发量子
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采用一次一密
的严格加密, 这是目前理论上不可窃
听、不可破译的通信方式。中国科学院
日前传来最新消息:“墨子号” 卫星上
天一年, 已提前完成既定科学目标,将
“绝对保密”的量子通信从理论向实用
化再次推进了一大步,并为我国未来继
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我们在量子通信研究领域保持
着领跑优势,但竞争日趋激烈。”中科
院院长白春礼院士说,美国已经发布了
新的量子科研计划,欧盟、日本也在加
紧研究,在新一轮的科研比拼中,科研
工作者将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艰苦奋
斗、勇攀高峰。

提前完成三大科学目标: 千里纠
缠、星地传密、隐形传态

8月 10日凌晨,中国科技大学潘建
伟、彭承志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物所
等单位宣布,“墨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
功实现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
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这是继今年 6 月实现千公里级星
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力学非定
域性检验后, 我国科学家利用 “墨子
号”实现的又两项重大突破。

什么是量子密钥?这得从量子特性
和传统信息加密技术的“瓶颈”说起。
作为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能量单位,
量子具有不可克隆、“测不准”等特性。
用量子做成“密钥”来传递信息,窃听
必然会被发现,且加密内容不可破译。

传统的信息加密技术,依靠的是计
算的“复杂性”,但随着数学和计算能
力的飞速提升, 再复杂的加密算法也

“很快”会被破解。基于“量子密钥”的
量子通信,则是一种“原理上无条件安
全” 的通信方式, 也为破解信息加密
“瓶颈”提供了解决方案。

去年 8 月升空的全球首颗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 为通过太空
“量子传密”提供了可能。实验表明,在
1200 公里通信距离上, 星地量子密钥
的传输效率比地面光纤信道高 1 万亿
亿倍,卫星平均每秒发送 4000 万个信
号光子, 一次实验可生成 300 千比特
(kbit)的密钥,平均成码率达 1.1 千比
特 /秒(kbps)。

星地量子隐形传态是“墨子号”的
另一个重大科学目标。“墨子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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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500 公里到
1400 公里的距离向卫星发射纠缠光
子。实验表明,所有 6个待传送态均以
大于 99.7%的置信度超越了经典极限。

潘建伟院士说,至此,“墨子号”三
大既定科学目标均成功实现,为我国未
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和
空间尺度量子物理基本问题检验前沿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又一个里程碑:为全球量子保密通
信网络奠定基础

量子通信如何实现安全、长距离、
可实用化,是最大的挑战,全世界这一
领域的科学家为之奋斗了几十年。

最直接的方式是光纤传输。但由于量
子很“脆弱”,用光纤传输的距离有限:量
子通过地面光纤传输的损耗很大,也不能
像传统通信一样进行“信号放大”。

“光信号经过外太空的损耗很小,可
以扩展量子通信距离。”中科院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工程常务副总师王建宇说, 同时,由

于卫星具有方便覆盖整个地球的独特优
势,是在全球尺度上实现超远距离实用化
量子密码和量子隐形传态最有希望的途
径。

从本世纪初以来,这个方向就成
为国际学术界激烈角逐的焦点,但难
度也非常大。王建宇曾打过一个比
喻: 星地之间的量子联通有多难?就
好比在万米高空往地面的一个存钱
罐里扔硬币,需要准确地将硬币掷入
储蓄罐的狭小入口。

潘建伟团队的研究一直走在世界
前沿。对于此次公布的成果,《自然》的
物理科学主编卡尔·济耶梅利斯用“非
常兴奋”来形容:研究团队用相互纠缠
的光子安全传送了至关重要的量子密
钥,“量子密钥是保障通信极高保密性
的关键”。

“这一成果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
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
础。”潘建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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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卫星、地面站和城际光纤量子
通信网互联,可进一步构建覆盖全球的
天地一体化保密通信网。”潘建伟说。

量子隐形传态虽然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瞬间传送”,但为未来开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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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代表
了远距离量子通信持续探索中的重大
突破”,《自然》杂志审稿人评价。

卡尔·济耶梅利斯说, 这两篇论文
的发表意味着潘建伟团队顺利完成了
三项量子实验的展示,这些实验将会是
全球任何基于空间的量子网络的核心
组成部分。

国际引领地位:量子卫星的聚合效应
显现

随着“墨子号”的全部既定科学目标
提前完成,这个项目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也开启了全球化量子通信、空间量子物理
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验的大门。

潘建伟介绍, 他的研究团队正与欧
洲量子通信团队合作进行洲际量子密钥
分发, 目前已顺利完成和奥地利格拉茨
地面站的对接测试, 正在开展量子密钥
分发实验, 即将具备洲际量子保密通话
的条件。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科研团队也
申请加入。

同时, 研究团队正在致力实现量子
通信与经典光通信相融合的安全信息传
输。换句话说,就是让量子保密技术与目
前使用的传统通信网络无缝链接。

未来的目标还有很多:构建完整的
空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形成
具有国际引领地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下一代国家信息安全生态系统,探索
对广义相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学基本
原理的检验……

“墨子号”取得的系列成果,赢得巨
大国际声誉,聚合效应已经显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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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评
价, 为我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科技创
新制高点,成为国际同行的标杆,实现了
“领跑者”的转变。

据了解,“墨子号”量子卫星是中科
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在“十二五”期间
支持的 4 颗科学卫星之一, 另 3 颗卫星
也都已成功发射。“悟空”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
“慧眼号” 硬 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均
获得了大量科学数据, 相关科学成果将
陆续发布。

新华社

“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

在江西省吉安市新（老）井冈
山大挢、赣江大桥的赣江边上，游客
和市民正在体验“光绘摄影”，火花
飞溅的画面十分唯美酷炫。“光绘
摄影”是指长时间曝光过程中通过
光源的变化创造特殊影像效果的一
种摄影方法。摄影师让同伴将铁丝
棉点燃，有铁条锁住遥摆 360 度转
圈，旁边用相机加三角架固定慢拍
而成！光绘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只
要将相机调整为长时间曝光模式，
用发光的物体在镜头前挥舞，就可
以绘制出漂亮的图案。玩光绘摄影
的“历史”由来已久，各路满身艺术
细胞爆棚的摄影爱好者，用多彩的
光源作为画笔，在黑夜中玩出各种
绚烂的花样。一般来说，数码相机可
以调节光圈、快门、感光度的先天优
势十分适合拍摄光绘, 手机也要玩
出有声有色的光绘！ 人民网

酷炫光绘

辛辛苦苦养育五个子女几十年，
最终却换得了和子女对簿公堂的下
场！2017 年春节刚过，居住在合肥的
83 岁的吴爷爷和 81岁的万奶奶一纸
诉状，将五个子女诉至法院。8 月 7
日，记者从合肥中院获悉，日前，合肥
庐阳法院已作出判决。

经过：吴爷爷与万奶奶系夫妻关
系，共生育五个子女，分别为吴大某、
吴二某、吴三某、吴四某、吴五某，五子
女均已成家并独立生活。近年来，吴爷
爷身患脑梗死、高血压Ⅲ期、老年痴呆

等多种疾病，生活无法自理，并需要长期
服药。

自 2016 年 12 月 20 日起至今，吴
爷爷、万奶奶跟随吴四某及其妻子共同
生活，生活起居由吴四某及其妻子负责
照顾。其他子女均拒绝赡养老人，对吴爷
爷的生死不管不顾。吴爷爷和万奶奶将
自有的两套房产分别赠与了长孙和小儿
子，现居住在政府的廉租房内。万般无奈
之下，吴爷爷和万奶奶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五子女履行抚养义务，负
担生活费、医药费，并轮流照顾两人直

至去世。
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义务人应当

在经济上、生活上和精神上对老年人履
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
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
案中，吴爷爷和万奶奶要求五个子女支付
赡养费、医药费、物业费的请求，五个子女
均无异议，法院予以支持。因吴爷爷和万
奶奶一直由吴四某赡养照顾，故吴大某、
吴二某、吴三某、吴五某应自2016年 8月
起开始支付赡养费。吴爷爷和万奶奶已届
耄耋之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子女

的精心照顾以安度晚年，其要求子女按顺
序轮流护理日常生活，吴大某、吴二某、吴
三某、吴四某均没有异议，唯吴五某对护
理两个月的时间有异议，但吴爷爷与万奶
奶已将自有住房以买卖形式过户给吴五
某的妻子，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吴爷
爷和万奶奶要求吴五某护理两个月，符合
情理，法院予以支持。

结果：最终，五子女均对法院的判决
心服口服，并表示未来一定会好好孝顺
吴爷爷和万奶奶，让他们安度晚年。

市场星报

五个儿女不养爹娘 八旬父母告上公堂

8月7日，报道了来安警方破获一
起微信红包赌博案，涉案金额达1.7亿
元，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这种赌博方式被
称为“踩雷”，由一名成员发红包，并指
定一个数字，如果有成员抢到的金额尾
数与数字相同，就要按照数倍红包的金
额返还给发红包者，而庄家“哥哥”则享
有只抢不发的特权，他还专门购买了抢
红包的外挂软件，确保自己第一时间抢
到红包。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哥哥”
抽水收入400多万元，从一个无业游民
变成挎名包戴名表的“暴发户”。

今年5月，有群众向来安警方反映，
他被拉进一个微信群玩抢红包“游戏”，
很快就输掉几千块钱。据介绍，这种抢红
包的玩法叫“踩雷”，在发红包之前需要
标注一个“雷点”，“雷点”可以是 0~9
之间的任意数字，抢红包的人如果抢到
的金额尾数与“雷点”一致，就叫“中
雷”。“中雷”的人需要按照规定的比例，
返还红包给发红包的人。

警方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这个‘雷
点’数字为8，发红包的人可以发一个200
元的红包，事先约定好赔率为1.5倍，如果
有人抢到红包金额为10.8元这样尾数为8
的金额，就‘中雷’了，要赔付200×1.5倍
=300元的金额给发红包的人。”

由于发红包的人没有限制，经常会出现
很多人同时发红包的场面，群里红包满天
飞，这种玩法非常快，一两分钟就可玩一局。

群主用外挂软件“只抢不发”
在这个赌局中，群主“哥哥”就像赌场

里的“庄家”，专门靠抽水营利，当“游戏”
要开始时，他会发个红包确认一下群里在线
人数。“哥哥”享有特权，只抢红包不发，为
了保证自己能第一时间抢到红包，他特地买
来了外挂软件，每次都能第一个抢到。

除了抢红包外挂软件，“哥哥”还买
来几千个微信群。据警方介绍，一个正常
的微信群里面的红包有上限数字限制，一
般红包发到 200个左右就被系统自动屏
蔽不能再发红包了，或者会出现卡红包的

现象，“哥哥”从上线手里买来大量的“不
卡红包”微信群，这种群没有红包限制，但
是玩上一两个小时，就会被腾讯监控并封
群，因此需要不断“转移阵地”。在三个月
的时间里，警方查到“哥哥”已经使用了
上千个微信群。

三个月群主赚了400多万
在这个赌局里，很多参赌者为了追求高

额的回报，经常一个红包就要发500元，但
是十赌九输，“玩家”永远是输的一方，有人
一晚上输了几万元，而群主“哥哥”则靠只
抢不发的规则，成了稳赚不赔一方。

来安警方告诉记者，他们调查了“哥
哥”的微信转账流水记录，发现从今年 3
月到 6月案发的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哥
哥”的流水记录达到了惊人的1.7亿元，他
靠着抢红包营利400多万元，算下来平均
每天可收入数万。

据介绍，“哥哥”原本在来安当地是一
名无业游民，经济条件很一般，但是自从开
设这个红包赌局后，他一夜暴富，挎几万元

的名包，戴上万元的名表，出入高档场所。
“抢红包”赌博属违法行为
警方介绍，微信红包赌博方式有很多，

不管是哪种方式，群友只要参与进去都赢
不了。这类网上小游戏跟其他网游一样，
“外挂”总是如影随形，可以控制红包的尾
数、大小，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也有玩家
利用微信群里的“转发红包”的功能，将红
包转到自己的群里，保证自己抢到大点数，
“免死”和“抽头”的规则设置也让群主稳
赚不赔，庄家用“外挂”只赢不输，只剩下
群里的玩家，一次次地发出红包。

据警方介绍，判断“抢红包”是不是赌
博，关键就看组织者是否从中营利。按照
《刑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
以赌博为业开设赌场的，都将构成犯罪。
以营利为目的的“抢红包”群，是一种新型
赌博形式，其群主的行为就等同于“聚众
赌博”开赌场，属于犯罪行为，群成员“抢
红包”也是涉赌的违法行为，要受到治安
处罚。 安徽商报

群主“只抢不发”仨月赚 400 万 抢红包赌博属违法行为

1955 年 9月 27日下午, 新中国
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予
军衔仪式在北京举行。

在众多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唯
一的一位女少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

她就是 47 岁的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李贞。
更令人惊喜的是, 李贞的丈夫甘泗淇
被授予上将军衔。在 1000 余名开国
将帅当中,甘泗淇、李贞夫妇是唯一的
将军夫妻。

“在李贞将星闪耀的背后,是她
出生入死的战斗历程和廉洁奉公的公
仆情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关泠说。

李贞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她的父母一共生了 6 个
女儿, 父亲在她最小的妹妹出生后
便病逝。为维持生计, 李贞 6 岁那
年, 母亲含泪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
媳,16 岁时她被迫与丈夫举行了旧
式婚礼。

1926 年,婚姻不幸的的李贞决心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参加了妇女协
会,不久担任了乡妇女协会委员长。第
二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 李贞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
剿”斗争、红军长征,曾任湘鄂川黔军
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李贞常说:“是党给了我信心和
力量。”战斗中,她总是身先士卒,不
怕牺牲,英勇顽强。

抗日战争时期, 李贞奔赴抗日前
线,历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八路军
第 120 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
绥联防军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解放战
争时期, 她历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
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

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
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防空军
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军
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顾
问等职。

“李贞一共有三段婚姻,前两段都
很坎坷。与甘泗淇结婚后,她才找到真正
的幸福。”关泠说。

1935 年元旦,李贞和甘泗淇结为夫
妻。过草地时,怀孕的李贞早产,孩子也
因营养不良夭折。孩子夭折、产后虚脱、
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之下,李贞病倒,还
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后来,甘泗淇、李贞夫妇抚养了 20
多位烈士遗孤, 把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
子们。

李贞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
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
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1990 年 3 月 11 日, 李贞走完 82 年的
光辉人生。

人们含泪为李贞清理遗物时发现,
这位参加革命 64 载的女将军, 除了记
录她赫赫战功的 4 枚勋章外,其他的遗
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

四把用了 15 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
藤椅, 一个用了整整 40 年的行军箱,
11000 元人民币、2500 元国库券, 战争
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
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 另一
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 用于发展
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
京市少年宫, 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上
交组织。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 在场的工作
人员无不失声痛哭。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一位女将军：李贞

继共享单车、共享睡眠舱、共享充
电宝等“共享模式”后，共享运动仓日
前亮相北京的小区内。对于这一“共
享家族”新成员，有专家认为，这也许
是个 “伪需求”。“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健身确实是个强需求，但强不到可
以连洗澡设施都没有就能接受在一个
密室里挥汗如雨这种程度。而且看样
子还需要占地，成本也不是很低的样
子，前景堪忧。”

继共享单车、共享睡眠舱、共享充
电宝等“共享模式”后，共享运动仓日
前亮相北京的小区内。北青报记者在
朝阳区某小区看到了名为“觅跑”的
共享运动仓，该运动仓就位于小区院
内，占地 5 平方米左右，相当于半个
车位的大小。共享运动仓的使用方法
和共享单车十分相似，用户只需下载
该 APP就可以进行注册使用，使用流
程为：预约运动仓———扫码开门———
开始运动———下线结算。用户可以在
APP 内看到自己周边的运动仓及占
用情况，可直接在 APP 内进行 “预
约”或获得已占用运动仓的“下线提
醒”。北青报记者 8月 9日下午看到，
在周围的 7、8 个运动仓中只有一个
正在被使用，其他都是空置状态。

北青报记者体验发现，用户在 APP
内注册后，首先需要缴纳押金，系统内提
示押金标准为 199 元，现为优惠阶段 99
元，且仅能使用支付宝付款。押金页面提
示“押金可随时退款到付款账号”，北青
报记者在缴纳押金后，进行押金退款，页
面数次提示“服务器跑步去了，请稍后
再试”。随后，系统显示“退款成功，预计
1-5个工作日到账”。不过，北青报记者
在几分钟后就收到了退回款项。

在扫码进入该运动仓后，北青报记
者看到在仓内中心位置摆放着一台跑步
机，周边配有镜子、挂钩、播放屏幕、温控
系统、空气净化等设施，运动仓内温度适
中。在体验的过程中，用户可以通过屏幕
联网聊天、听歌、观影、收发邮件等，较为
舒适便利。跑步 40分钟后，北青报记者
通过觅跑 APP 缴费 8元，其单价为 0.2
元每分钟。

据觅跑工作人员介绍，该运动仓内
打造了一个物联网人工智能环境，通过
线上线下进行管理和操作，运动仓不仅
能在高温严寒季节里保持运动仓的温度
宜人、在雾霾天给运动爱好者提供一个
空气清新的运动场所，它的休闲系统还
能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不少便利。

北京青年报

共享运动仓亮相：仅跑步机一项 每分钟收费 0.2 元

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
究团队 8 月 8 日发布的《代驾行业发
展白皮书》显示，经历了此前十多年
的缓慢初创期，如今的代驾行业已进
入了成长期。在酒驾入刑的推行和身
边盛行的酒文化背景下，“酒后找代
驾”很快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布的白皮书
显示，2016 年至今，代驾服务需求和
市场规模迅速增长。2016 年，全国代
驾行业的总订单已超过 2.53 亿单，总
产值达 154 亿元。《白皮书》显示，酒
后代驾仍是用户最大的使用场景，占
比为 97.8%，其次是工作劳累、商务
接送、接送家人等场需求。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理
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代驾行业的价值
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据推算，代驾行
业去年减少因醉酒驾驶引发的交通
事故 350 万起，使 83 万人免受刑法
制裁，减少财产损失 462 亿元。

报告指出，酒驾风险的降低，意
味着交通管理部门减少了行政成本。
2016 年代驾订单避免的醉酒驾事
故，相当于免去了 4.4 亿次酒精检测、
减少了 0.53 亿辆次警车以及 0.9 亿
次警力出动，节省车辆检查及酒驾司
机管理的累计时间成本为 2615.2
年，同时减少 2525.2 年的拥堵耗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地交
警部门一直积极探索治理酒驾的新
方法，“互联网 + 代驾” 就成为了重

要抓手。以滴滴代驾为代表的代驾行
业，已形成一种新经济业态，并且成为
政府治理酒驾、降低交通安全事故的有
效手段。

《白皮书》还显示，就像淘宝店主、
淘女郎、专车司机一样，互联网代驾行
业成为一种新型服务业，不仅拓展了就
业空间，还催生出多元的就业形态。代驾
工作变成了一种新兴的职业岗位，成为
很多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全职代驾司
机全国平均月收入达到 6957 元，大幅
超过当地平均水平，北上广深杭等一二
线城市的全职代驾司机收入更是破万。

除了代驾本身的社会效应，互联网
平台所积累的“代驾车辆”行驶的大数
据，也为政府治理酒驾提供了新的武器。

滴滴方面介绍说，截至今年七月，
“滴禹·星程”热力图已被包括南京、武
汉、青岛、广州等在内的全国 12 城交
警，运用到日常治理酒驾的工作当中。
借助该系统所展现的代价起点、终点构
成的热力图，交警可在重点地点、路段
布置警力，更合理地安排稽查工作。从
而精准打击酒驾醉驾，节约了大量警
力、物力。

据介绍，2015 年 7 月成立至今，滴
滴代驾与 51 座城市的交警部门开展了
反酒驾相关活动超 118 次，内容包括道
路安全培训、查酒驾活动、公益活动、反
酒驾联盟等，积极推动“反酒驾”理念
的深入。

中国新闻网

中国代驾年订单数超 2.53 亿
北上广全职代驾月入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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