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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之声
客户端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
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生活方式，希望同学们像习
近平总书记所言，树立梦想从学
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
念，将来能够共同体会知识报国
的满足感。”10 月 29 日晚，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可容纳5000余人的
远望谷体育馆座无虚席，该校党
委书记、校长郑晓静院士正在给
学生们上一堂主题为“学习十九
大报告，争做三有西电人”的党
课。这是她担任西电校长 5 年、
就任党委书记 5 个月来，为大一
新生上的第二堂党课。

“我上课喜欢提问题。”在校
园里“圈粉”无数、被学生们亲
切称为“晓静姐”的郑晓静，开
篇就抛出了 4 个问号：“第三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的大学生回信讲了什么？”“党
的十九大报告有哪些关键词？”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后关于青年人
讲了什么？”

迎着一个个“问号”和“晓
静姐”鼓励的眼神，学生们高高
举起手，纷纷摁响了“抢答器”，
等不及话筒递到手边，抢着畅谈
想法与观点，答题声此起彼伏，

掌声不绝于耳。
郑晓静引导学生们深入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内涵、细致阐
释“新鲜热辣”的党的十九大报
告关键词，殷殷话语让5000余名
学生思考并感受教育与创新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以及每一个西电人肩上
担负着的“圆梦”使命。

在拉直一个个问号的同时，
郑晓静抛出了 3 个关键词：“有理
想”“有本领”和“有担当”。

“你印象中的西电是什么样
的？”问题启发思考，更让学生变
主角。“西军电”“红色基因”“千
里眼、顺风耳”“双创示范基地”

“校友柳传志”“就业率98%”“男
女比例 4∶1”⋯⋯学生们一番

“头脑风暴”后，郑晓静分享了自
己的“西电印象”。抛却枯燥、刻
板的训导，郑晓静如数家珍般讲
述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
让学生们在品味“过往”中感受
西电人的家国情怀和精神追求。

作 为 一 名 力 学 领 域 的 科 学
家，郑晓静还讲述了自己在甘肃
等沙害严重地区帮助当地老百姓
以更低成本防沙固沙守护家园的
故事，以及在科研道路上的所思
所感所悟，“能够担当、能够实现
理想的前提，是要有过硬的本
领。希望同学们从现在开始，用

勤奋打好自己的筑梦之基”。
“整节课萦绕心间的是深深的

自豪感和使命感。‘晓静姐’以问
题为导向，深入浅出解读了党的
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
年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期望，同‘三有西电人’价值观有机
结合，用西电光荣的红色历史和杰
出人物的先进事迹启发、激励我
们，坚定了我们争做新时代新风貌
新青年的信心。”该校微电子学院
学生余莹说，“只要足够努力，我也
能做一个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在国
际舞台上‘亮剑’的青年，不辜负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对青年人的期望。”

让学生在品味“过往”中感受家国情怀
——西安电子科大党委书记郑晓静院士给学生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主题党课

本报记者 冯丽 通讯员 吴华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进行时

本报北京 10 月 31 日讯 （记
者 柯进） 在论文数量连续 8 年
位居世界第二的基础上，中国国
际科技论文的整体国际影响力仍
在持续扩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今天在京发布的2017中国
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的
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和国际热点
论文数量虽然分列世界第三位，
但 占 世 界 份 额 分 别 为 14.7% 、
25.1%，比 2016 年统计时占世界

的份额分别提升了5.7个百分点和
7.1 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有 18
个学科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进入世
界前十位，其中，材料科学领域
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首位，
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
环境与生态学等 8 个学科领域排
名世界第二位。

数 据 显 示 ， 2016 年 ， SCI
（科学引文索引） 收录中国科技论
文 32.42 万篇，论文总数仅次于

美国，其中 27.02 万篇论文由国
家各级基金或项目资助产出。在
这些由基金或项目资助产出的论
文中，高校占 76.46%，较上一个
统计年度84.7%的占比略有下降。

统计结果还表明，2007 年至
2017 年的 10 年间，我国处于世
界前 1%的高被引论文为 20131
篇，占世界份额的 14.7%，数量
比 2016 年增加了 18.7%，世界排
名保持在第三位。我国的国际热

点论文数为 703 篇，占世界总量
的 25.1%，世界排名继续保持第
三位。

本统计年度中国发表的国际
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达 8.35 万
篇，比 2015 年增长了 10.9%，国
际合著论文占我国发表论文总数
的25.8%。

过去一年，中国国际科技论
文的质量提升速度明显，中国国
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增长速

度显著超过其他国家。2007 年至
2017 年 （截 至 2017 年 10 月），
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
被引用 1935 万次，与 2016 年统
计 时 比 较 ， 不 仅 数 量 增 加 了
29.9%，超越英国和德国前进到
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平均每篇
论文被引用9.4次，虽然低于11.8
次/篇的世界平均值，但比上年度
统 计 时 的 8.55 次/篇 提 高 了
9.9%，提升速度相对较快。

中国科技论文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十年来发表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跻身世界第二

本报合肥 10 月 31 日讯 （记
者 方梦宇） 近日，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及其同事陈宇
翱、赵博等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参
量下转换光源，实现了基于线性
光学的量子中继器中的嵌套纠缠
纯化和二级纠缠交换过程。基于
该技术，以往量子纠缠交换过程
中阻碍分发态被进一步相干操作
的主要噪声可以被自动剔除，这
为将来实现基于原子系综的可扩
展线性光量子中继器提供了前瞻
性的技术指引。

“从原理上来说，量子通信是
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潘建伟
说，“由于作为信息载体的单光子
不可分割、量子状态不可克隆，
可以实现抵御任何窃听的密钥分
发，进而能保证用其加密的内容
不可破译。”

保密性能如此之好的量子通
信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却存在着
技术难题。陈宇翱介绍说：“量子
纠缠实际上非常脆弱，会随着光
子在光纤内或者地表大气中的传
输距离而急剧衰减，因此以往的

量子纠缠分发实验只停留在百公
里的距离。”作为解决办法，量子
中继器能够通过放大量子信号的
方式延展网络的覆盖范围，是地
面实用化远距离量子通信中必不
可少的关键器件。

1998 年量子中继器的概念被
提出后，潘建伟团队一直致力于
量子中继器的实用化研究。

近期他们基于八体纠缠光源，
首次演示了嵌套量子纠缠纯化和
级联量子纠缠交换。通过巧妙设
置贝尔态测量装置，不仅能完全消
除纠缠交换过程中双光子干扰项，
同时还保留了分发量子态进一步
可操纵性。结合使用光纤模拟量
子存储以及测量反馈装置，成功实
现可扩展量子中继器光学演示。

这两项工作均在国际上逾越
了以往只能演示量子中继器中单
次纠缠操纵的长期技术障碍，首
次实现了对量子态的连续纠缠操
控，《自然·光子学》 和 《物理评
论快报》 审稿人对这两项成果给
予高度评价，其中嵌套纯化的实
验实现被赞为“英雄实验”。

我国量子科研获重要进展
首次实现可扩展量子中继器的光学演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这一与时俱进的
重大政治论断，清晰鲜明地标
示出了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时
代方位，为面向未来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
向。

“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融
汇着丰富的科学内涵。领会

“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就要认
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划时代的理
论建树，就要深刻理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就要明了党和国家的事业站到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迈向
未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新目标。

“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既
是总结历史的尺度，更是面向
未来的时代号角。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基于改
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党的创新性贡献和当
代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所
作出的科学结论。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
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
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
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
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
变革。面向未来，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
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我们既要坚定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自信，同时也要认
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还需要我
们以永不懈怠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精神，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
有新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
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
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
话，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新征程。
面对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就要全面学习、深入研
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教育
思想，用新思想武装全体教育
工作者，指导今后教育事业的

改革发展；我们每个教育工作
者，要在深入学习、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把握
教育历史定位，明确教育根本
任务，理解教育本质要求，突
出教育中国特色，推动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
才支撑。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一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
书记告诫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
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
本领。“两个一百年”目标、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
育。只有靠“成事的真本领”，
才能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源源
不断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无愧于党和人
民的期待。（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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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上海/浙江嘉兴 10 月
31 日电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
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于 31 日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
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
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
治信念。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
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
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31 日上午，习近平等一下飞
机，就来到位于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的中共一大会址。这座饱经沧
桑的石库门建筑，1952 年 9 月修
复并对外开放，在繁华的现代化
都市中庄严肃穆。96 年前，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会议的主
要议程是成立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等在兴业路下车后，
步行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曾 3 次到
这里。在这里，习近平首先瞻仰了
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这个 18 平
方米的房间按照当年会议场景复
原布置。习近平久久凝视，叮嘱一
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习近
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

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
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家园。

随后，习近平等瞻仰了中共
一大代表群像浮雕，参观了 《伟
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

陈列》。“前赴后继、救亡图存”、
“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
聚、开天辟地”等专题展区，陈列着

大量实物和图片，有的还有雕塑和
沙盘，习近平一边听取介绍，一边
询问细节。（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

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
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

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这是31日上午，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
温入党誓词。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