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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忙着社区抢菜，也有人争夺高科技阵地。例如，干出比世界上最快的超

算还要快 100 万亿倍的量子计算机。

“在中国，人们称他‘量子之

父’。对于这一称呼，潘建伟当之

无愧。”2017 年，世界权威学术杂

志、英国《自然》在一篇新闻中这

样写道。

那一年，潘建伟当选《自然》

杂志年度十大科学人物，理由是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成为远距离

量子通信技术的领导者”。

仅仅三年后，他和他的团队就

再次创造新纪录———2020 年 12

月 4日，中科大向世界宣布：潘建

伟等人成功构建了一台 76个光子

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九章”有多厉害呢？在求解

5000 万个样本的高斯玻色取样

时，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

机———日本富岳，需要 6 亿年，中

国最快的超算———太湖之光，需

要 25 亿年。而“九章”仅需 200

秒！比富岳快 100 万亿倍，比一年

前刚刚拿下量子霸权的谷歌“悬

铃木”快 100 亿倍！

量子计算，被视为下一代计

算技术。传统计算机使用 0和 1，

而量子计算机中的量子，通常是

原子、电子或光子，既可以是 0 和

1，也可以是 0和 1 的叠加态。

这多出来的状态，随着量子

数的增加，会呈现出爆炸性的算

力。潘建伟曾将量子计算机和传

统计算机的算力差距，比喻为核

武器和枪炮之间的差距。

对于被传统算力瓶颈困扰多

年的新药开发、石油勘探、金融定

价等众多民生经济问题来讲，这是

夹缝中看到的一缕曙光。也因此，

全球各国，尤其中美之间，围绕量

子计算，展开了一场激烈竞争。

在“九章”之前，以 IBM、谷歌

为首的美国巨头，抢占了量子霸

权，其每年发表的专利数是中国

的 3 倍多！尤其 2019 年，谷歌推

出 53 个量子比特的“悬铃木”，在

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量子霸权，

也就是对所有传统计算机的超

越。

“九章”的问世，一下子缩小

了中美间的差距。虽然目前它只

能处理特定问题，也无法编程，距

离通用计算还很远，但这无疑向

世界昭示了中国量子计算的未

来。

不久前，潘建伟和他的团队

给自己设定了远大的目标：15 到

20 年，研制出通用的量子计算

机。为了这一目标，他们计划在五

年内将量子位增至 1000 个，10

年的目标与 IBM、谷歌相同，即

100 万位量子计算机。

过去，潘建伟及其团队引领

了中国的量子通信。现在，他们还

将引领中国的量子计算。

“幸福，就是玉米糊上抹猪

油。”2019 年，潘建伟在中科大，

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潘

建伟跟着外婆在农村长大，大米

不够吃，就吃玉米糊，哪家条件

好，能在玉米糊上抹点猪油，邻居

就很羡慕。贫穷刺痛了潘建伟的

心，他决定效仿老一辈科学家，

“用科学为国家做点事情”。

1931 年考入清华历史系的

钱伟长，物理只考了 5分，但为了

报国，他毅然弃文从理。潘建伟

虽没弃文从理，但也放弃了保送

浙大热门专业的机会，毅然选择

了中科大物理系。

在那里，他很快就迷上量子

力学。那是一门让爱因斯坦都感

到崩溃的学科，因为它太反直觉

了。两个纠缠的粒子，即便远隔

十万八千里，也能瞬间相互作用。

“幽灵般的远距作用。”爱因

斯坦毕其一生，都想推翻这种看

似“虚幻”的存在，但他最终失败

了。虽然人类至今无法解释这种

现象，但它对保密通信却有着重

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没有人可

以做到，“偷窥”其中一个粒子，而

不被人知道。

潘建伟深知其中的意义，但

要将它付诸实践，就必须先做实

验。而彼时，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条

件。为此，他在出国留学时，放弃

了一位诺奖得主当导师，转而选

择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塞林格教

授，因为后者领导着一个世界级

的量子实验室。

1996 年，两人第一次见面

时，塞林格问潘建伟：“你的梦想

是什么？”“将来在中国建一个世

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潘建

伟脱口而出。

潘建伟的回答，给塞林格留

下极深的印象，他把潘建伟安排

进当时正在进行的光量子隐形传

态实验中。塞林格对这位来自东

方的学生寄予厚望，而潘建伟也

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仅仅一年后，潘建伟所在团

队，便成功将一个粒子的状态，从

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而这

个粒子本身并没过去。

这项实验后来被发表在《自

然》杂志上，被认为是量子信息实

验领域的开山之作，它甚至被《自

然》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 21 篇

经典论文”。一同入选的，还有伦

琴的 X 射线和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

但这足以光耀门楣的成绩，

并没有解开潘建伟长久以来的那

个心结。“出国，就没想着留在国

外。”

2001年，在导师塞林格的不解

中，潘建伟毅然回国。中科大从当

时捉襟见肘的经费中拨出 690 万

元，支持他组建量子物理实验室。

做实验尤其是量子物理实

验，不像搞纯理论，一个人就可

以。它需要激光器、电子学、材料

学等各领域的人才。为了组建这

个实验室，潘建伟国内、国外两头

跑。

他还在中科大遴选了一批青

年学生，其中就包括后来发明了

世界上第一台光量子计算机的陆

朝阳。然后，潘建伟将他们送出国

门，双方约定：学成后必须回国。

有了资金，有了人才，潘建

伟的量子物理实验室开始崭露

头角。仅仅两年后，他们就实现

了自由量子态隐形传输。

紧接着，又先后实现了 100

公里、200 公里的量子保密通信

实验。

2013 年以后，随着国家对

量子保密通信加大投入，潘建

伟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2016 年，世界首条量子保

密通信骨干线路———全长 2000

公里的“京沪干线”贯通。同年，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升空，并成功实现了

与“京沪干线”地面站的连接。

全世界为之一振。《自然》

杂志这样写道：“在量子通信领

域，中国只用了 10 年，便从不

起眼的国家发展为世界劲旅，

并将领先于欧洲和北美。”

但潘建伟并不满意，因为

在更重要的量子计算领域，中

国仍然落后于美国。他要赶超。

彼时，IBM、谷歌等量子计

算巨头，大多选择了超导路线，

而潘建伟却选择了光量子路

线。

多年前，当美国计算机科

学家阿伦森提出光量子计算机

构想时，一些物理学家说它根

本不起作用。就连阿伦森自己

也认为，这个设计将永远停留

在纸上。

但潘建伟团队并没有放

弃，他们一天工作 12 个小时，

不断攻关，从 6 个光子到 8 个

光子，再到 10 个光子。终于，在

2017 年发明了世界上首台光量

子计算原型机。

再然后，便是不久前打破了

谷歌量子霸权的 76 个光子的光

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潘建伟及其团队，赶上了

一个国力上升的好时代。国家

不但重视量子技术，还投入了

大笔资金。在“中国制造 2025”

计划中，量子计算赫然在列。最

高领导层甚至组织集体学习，

了解、认识量子科技。

强大的国力，再加上国家

战略的支持，使得潘建伟的满

腔抱负，得以施展。

数十年前，著名物理学家赵

忠尧历经坎坷从美国归来，唯一

的希望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

发达。临终前，他留下一段话：“我

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

尚未摆脱贫困与落后……”潘建

伟将这段话刻在研究院大厅的

墙上，让学生时刻铭记。

同样是中科大前辈的郭永

怀，为了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

弹，呕心沥血。1968 年，飞机失

事时，用身体护住绝密资料，自

己却被烧焦。

这些新中国的科技功臣，

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几乎

是拿命在拼搏，生前却过得很

清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

下海经商风起，我国出现了一

大批富豪。与此同时，科研人员

却拿着微薄的工资，以致社会

上流传着这样的调侃：造导弹

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而今，社会在发展，像潘建

伟这样的科学家，再也不用面

对这样的尴尬。随着国盾量子

的上市，他的身价超过 20 亿。

旧的问题解决了，潘建伟却

有了新的“烦恼”。

一个连爱因斯坦都搞不明

白的学科，天然是滋生阴谋论

的沃土。自从潘建伟学成归国

以来，围绕他的质疑声就没停

过。很多人认为，美国人都不重

视的量子保密通信，他却“忽

悠”国家投那么多钱。知乎上，

很多人甚至在问，“潘到底是不

是个骗子？”

但这些质疑，基本停留在

“民科”水平。量子力学诞生百

年来，鞭挞它的人前仆后继，但

丝毫不影响它催生了影响人类

进程的半导体产业。对于这些

质疑，潘建伟从未正面回应，也

没时间回应。

毕竟，世界范围内，一场量

子争霸战已经打响。这场战斗，

在实验室而不是在战场上。胜

负的赌注，是下一个计算时代。

在传统计算时代，美国以硅

谷领衔，统治了世界。未来，量

子计算时代，筹码将被重新分

配。大洋彼岸的美国媒体曾忧

心忡忡地感叹：如果美国输了，

未来将令人心寒。但他们却已

捷足先登。

谷歌的“悬铃木”第一次实

现了量子霸权。微软已经用量

子计算机，演示了如何帮助制

造产量更高的肥料。加上亚马

逊、英特尔……甚至是工业巨

头霍尼韦尔，几乎是一个全明

星豪华阵容。

在这场已经打响的量子战

争中，中国除了赢，没有其他选

择。输了，就意味着，那个在潘

建伟心中埋藏多年的心愿，将

毁于一旦。

还在上中学时，他就立志为

国家做点事。1996 年到 2008

年，长期海外留学、执教的所见

所闻，更坚定了他的这个心愿。

有一次，他在阿尔卑斯山，遇到

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问他是

干什么的。潘建伟回答说，自己

是做量子物理的。老太太接着

问：“量子物理的哪个领域？”

“量子态隐形传输，就像时

空穿越里面的东西。”潘建伟回

答说。潘建伟以为老太太会蒙

圈，没想到对方语出惊人：“我

读过你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

那篇文章。”

在德国工作时，他发现，那

里最普通的卖菜小贩，也能每

年带家人出去度假三周。这些

见闻让他触动很大。一想到同

样是卖菜的，国内的菜农每天

劳碌奔波，日子依旧过得很辛

苦，他就睡不着觉。

在他看来，阿尔卑斯山上的

老太太之所以懂量子力学，德国

的卖菜小贩之所以能度假，就是

因为那里科技发达，人们的效率

更高。由此，他想到，一定要把中

国的科技搞好，让中国的所有劳

动者，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正是这个埋藏在心底，最善

良、最朴素的愿望，一直支撑着

他，最终改写了全球量子通信

的历史，并造出世界上最快的

计算机。（选载自《华商周刊》）

“量子争霸战”

量子之父

用科学为国家做点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