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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邵逸夫奖获奖名单揭晓

新华社电 邵逸夫奖基金会 6 月 1 日
在香港公布 2021 年度邵逸夫奖获奖名单，
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
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 3 个奖项，每项
奖金为 120 万美元。
邵逸夫奖理事会主席、评审会副主席
杨纲凯在 6 月 1 日的记者会上介绍，邵逸
夫奖为国际奖项，以表彰在学术、科学研究
或应用上获得突破性成果，并对人类生活
产生深远影响的科学家。

本年度邵逸夫天文学奖平均颁予加
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教授维多利亚·
卡斯皮以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物理
系教授赫丽萨·库韦利奥图，以表彰她们
对理解磁星作出的贡献。她们开发了新
颖和精准的观测技术，从而证实具有超
强磁场的中子星存在，并描绘出它们的
物理特性。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颁予美国康奈尔大
学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教授斯科特·埃姆

尔，以表彰他发现的内体蛋白分选转运复
合体途径，这对于涉及膜生物学的多样化
过程至关重要，其中包括细胞分裂、疾病传
播等。
数学科学奖平均颁予法国巴黎南大学
数学系荣休教授让·米歇尔·比斯姆和美国
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教授杰夫·奇格，
以表彰他们对几何学的贡献。
邵逸夫奖于 2002 年 11 月创立，由邵
逸夫奖基金会管理及执行，每年颁奖一次。

戒烟宣教
进社区
5 月 30 日，马鞍山市
含山县环峰医院的医护
志愿者走进环峰镇望梅
社区开展“承诺戒烟，共
享 无 烟 环 境 ”主 题 宣 传
活动。活动中，医护志愿
者向社区居民发放宣传
册、普及控烟知识，介绍
吸烟的危害性，增强戒烟
意 识 ，倡 导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共创健康无烟环境。
欧宗涛 赵维雷 摄

中间用量子中继连接，
解决信号衰减问题。
量子存储器是量子中继的核心器件。
“之前
大家用的是发射型量子存储器，要么一次
只能传输 1 个量子，效率低；要么一次传输
多个量子，
但精确率低。
”
李传锋教授说，
他
们团队一直致力于研究吸收型量子存储
器，经过 3 年多努力，近期在国际上首次成
功使用吸收型量子存储器，演示了多模式
复用的量子中继基本链路。这种量子存储
器可以一次捕获并存储 4 对纠缠量子，等
于获得了四倍加速的纠缠分发速率，并且
经实验验证，两个节点之间的纠缠保真度
超过 80%。
周宗权副教授将两个分离的量子节点

比喻为“牛郎”和“织女”。
“实验中，
‘牛郎’
和‘织女’借助量子中继这个‘鹊桥’，可以
在没见面的情况下成功建立纠缠，顺利实
现了通信。
”
他说。
6 月 2 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发
表了这项研究成果。审稿人给予高度评
价：
“这个工作是对量子中继器基本链路的
一个非常直接和清晰的演示……这是一项
重要成就，
将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基础。
”
据悉，这项研究为建设高速率、大尺度的量
子网络，
提供了全新实现方案。
“下一步，
我
们将致力于提高存储效率和纠缠光源质
量，努力实现超越光纤传输的实用化量子
中继器。
”
李传锋说。
（徐海涛）

一条毛毯诠释鱼水深情
在安徽，有两个带“岗”
的村很有名：
一
个是小岗村，18 位农民按下 18 个红手印，
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另一个是瑶
岗村，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
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在这里，指挥和部署了
著名的渡江战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
生奠定了基础。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渡江
战役纪念馆时强调，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
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
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依靠人民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
雄师获得了气吞山河的力量，一举冲破长
江天险，取得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穿过
历史的硝烟，
“ 豁出性命支援解放军！”
“打
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的震天号角犹在耳
畔。据史料记载，渡江战役中我军共有
115 万人民解放军参战，320 多万民工支
前，每一位解放军战士的身后，至少站着近
4 位支前群众。
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的纪念馆中，
陈列着这样一条毛毯：长约 178 厘米，宽约
156 厘米的军绿色毛毯，被洗得很薄很破，
毛毯的中间有一个大补丁，大补丁的上方
还有几个破洞，显然年代久远，尽管这样，

“国密算法高抗冲突
物联网安全芯片”
推出
本报讯（袁一雪）日前，山东航天人工智能安
全芯片研究院正式发布了国内首款“国密算法高
抗冲突物联网安全芯片”。这款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支持国密算法 SM7 的安全芯片，有效实
现了防破解、防篡改、防克隆、防窃听、防转移等
五大安全防护，填补了我国物联网安全芯片精准
识读的技术空白。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
东省国家保密局、山东省密码管理局、济南市人
民政府、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七〇六所等现场见证
了此次研发成果发布。业内专家认为，该成果解
决了目前射频识别技术在超密集目标环境下的
识读准确率问题，在射频电路鲁棒性与接收高灵
敏度的自适应设计、高抗冲突算法的设计、国密
安全算法的设计、芯片的低功耗设计四个方面实
现了重大创新。

腕式智能录音笔
新品问世

中国
“量子鹊桥”
可将量子通信
“提速”
四倍
当两个量子产生
“纠缠”
，一个变了，
另
一个也会瞬变，无论之间相隔多远——借
助神奇的量子纠缠现象，人类可实现量子
通信，但还面临很多挑战。近期，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周宗权
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多模式复用的
量子中继基本链路，
如同
“鹊桥”
，可将量子
世界里天各一方的
“牛郎织女”
间的通信速
率提升四倍。
近年来，国际科学界梦想着构建全球
性的量子通信网，但一大技术难题是量子
极易衰减，在光纤中的传输距离只有百公
里量级。为此，科学家们提出量子中继的
思想，即将远距离传输划分为多个短距离，

【科研在线】

毛毯的主人却一直舍不得丢弃，珍藏着。
直到 1989 年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筹建纪
念馆时，才捐了出来。关于毛毯的故事也
才被人们所知道。
毛毯的捐赠者名叫朱厚银，今年 82 岁
高龄。据介绍，这条毛毯不是一条普通的
毛毯，而是一条军用毛毯，是参加渡江战役
的解放军所赠。
故事还得从 1949 年 4 月的某一天说
起，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在巢湖练兵，驻
扎在位于巢湖市居巢区烔炀镇东街的李鸿
章当铺内。朱厚银家祖祖辈辈都在烔炀镇
东街租房开糖坊，正好和李鸿章当铺门对
门。李鸿章当铺三进五开间，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800 平方米，驻扎
了几百名解放军。朱厚银家开糖坊，租的
房子很大，前后共 3 进，其中糖坊占了两
进，共 6 间房屋大约 200 多平方米，家中有
两口大锅灶和四五个大水缸。大锅的口径
有一张圆桌面那么大。在那个兵荒马乱的
年代，塘坊的生意也不好。解放军几百人
吃饭，普通人家没有足够大的锅灶做饭，于
是朱厚银的父母便让解放军用他家的大锅
做饭，持续了大半个月时间。
当时朱厚银只有 8 岁，
只记得解放军天
天跑一里多
·红色记忆 路，给他家里
的大水缸挑

奋进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

满水。
“把花生米摆在桌子上，
一粒一粒地教
我数……”朱厚银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解放
军教他数数和唱军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
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朝夕相处中，
朱厚银与解放军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后来解放军接到任务要奔赴前线。离
开前，一位解放军叔叔鼓励他好好学习，长
大后报效祖国，
并将其随身携带用来遮风挡
雨、劳顿裹身的唯一一条军用毛毯送给了
他，
同时也表达了对朱家借锅的感激之情。
从此，这条毛毯陪着朱厚银度过了四
十多年的光阴。他一直很珍惜这条毛毯，
“上中学读大学，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这
条毛毯，它不仅给我温暖，也照亮了我人生
的方向。”
朱厚银始终牢记那位解放军叔叔
的教诲，考上了合肥师范学院，成为一名光
荣的人民教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条毛毯见证
了时代的变迁，但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与
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的
鱼水深情。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
难和挑战，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通讯员 彭红玲 安徽科技报全媒体
记者 李振）

本报讯（赵广立）日前，科大讯飞在北京正式
发布讯飞腕式录音笔 R1 以及讯飞智能录音笔
SR302。
据悉，SR302 制造过程中有 55 道金属工艺，
合金质感壳面和精雕咬纹让此款产品拥有品质
触感。在智能转写方面，SR302 不仅支持粤语、
重庆话、贵州话等 12 种方言转写，同时还可进行
英语、日语、法语等 10 大语种的转写。基于自主
研发的声音文字转写引擎，SR302 的转写准确率
高达 98%。此外，SR302 还在财经贸易、IT 科技、
医疗等 7 个专业领域的转写上专门进行了优化。
据介绍，讯飞转写引擎采用了深度全序列卷
积神经网络技术。该技术可自动过滤非人声、语
气词，让语音识别“准确而聪明”。同时，在技术
加持下，讯飞的语音识别速度非常快，一般 1 小时
录音可在 5 分钟内成稿，
且保持高准确率。

高倍率水系锌离子
电池研制成功
本报讯（温才妃 许文艳）日前，兰州大学物理
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彭尚龙和副教授黄娟娟团
队将层间修饰策略和赝电容行为结合起来应用
于钒氧化物正极材料，获得了高倍率和长循环寿
命水系锌离子电池，为水系锌离子电池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思路。研究成果发表于《尖端科学》。
开发低成本、高安全性的二次电池技术一直
受到高度关注。可充电的水系锌离子电池具有
高体积比容量、高安全性、易组装、低成本、环境
友好和锌资源丰富等优点，有望成为替代锂离子
电池的二次电池之一。层间修饰策略应用于传
统层状电极材料，被证明可有效加强层状结构稳
定性，并减小充放电过程中相转变引起的结构破
坏，可提升电极材料的循环稳定性。而新型的插
层赝电容材料具有快速储存离子的特性，因此拥
有高的倍率性能。
团队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并结合离散傅里叶
变换第一性原理计算，对 Mn2+引入增强钒基氧
化物正极材料电化学性能进行了深入分析。针
对制备的具有较大层间距和大量氧缺陷的钒氧
化物，研究人员通过层间引入 Mn2+调控材料的
层间微结构和电子结构，提高了钒氧化物的导电
性，增强了结构稳定性，同时实现对锌离子迁移
路径的调控和插层赝电容特性。他们将其用作
水系锌离子正极，展现出了高容量、高倍率和良
好的循环稳定性。在电流密度为 0.2 安/克时，电
池可提供 456 毫安时/克的高比容量；在电流密度
为 4 安/克时，电池可提供 173 毫安时/克的高比
容量，并且在 10 安/克的电流密度下，循环 5000
次仍能保持 80%的比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