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子水杯真能产生
“量子效应”吗

最近经常看到电商平台上有量子

水杯、量子鞋垫、量子吊坠等产品出售，

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在

这些产品的介绍中，利用“量子效应 ”、

产生“量子辐射”、实现“量子抗癌”“量

子嫩肤”等字句让人觉得很“高大上 ”，

但又不懂其中玄机。无论是浏览新闻还

是证券投资，“量子科技” 不绝于耳，如

今“量子”这个高科技词汇也跟着日常

用品“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市面上也曾

出现过一波波贴着高科技标签的伪科

学产品。我很想知道，现在的这些“量子

商品”靠谱吗？ ———市民 徐先生

制造局路“微改造”缓解拥堵“大问题”
制造局路 （徽宁路-龙华东路） 虽然长度

不到1.5公里， 但附近有包括谭先生所在的龙

之苑等共六个大型社区、 9000余户居民、 近3

万人居住在这里。 早晚高峰和周末， 周边居民

驾车需求量大， 车辆通行量高， 而且该路靠近

斜土路、 陆家浜路、 南北高架上下匝道、 内环

高架上下匝道等主干道， 又临近三甲医院第九

人民医院， 来往车辆很多， 所以制造局路自带

“流量” 的现象比较严重。 交通出行关乎民生，

破解居民区周边道路拥堵点刻不容缓。

由于制造局路的每个路段路口通行情况

不一样 ， 黄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在优化交通

组织方面并未选择 “一刀切”， 而是践行 “城

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 的理念 ， 因地制

宜将交通组织管理工作做精做细 。 通过实地

踏勘和测算流量 ， 针对每个路段路口的拥堵

节点和问题症结， 交管部门采取调整附近路口

红绿灯信号率、 社区医院出行差等不同措施，

力争通过 “疏通络” 等手段， 实现对车流 “活

血化瘀”。

同时， 交管部门还在原有道路基础上 “挖

掘潜力”。 制造局路 （龙华东路-高雄路 ） 路

段短， 蓄车能力差， 为提高通行能力， 拟将原

北向南一条直行右转车道调整增加为一条直行

车道和一条右转车道。

制造局路 （徽宁路-斜土路） 路段， 是一

条南向北的单行道， 通往陆家浜路等本区主干

道的车流量较大。 对此， 拟将在该路段增加一

条机动车道， 进一步缓解车辆通行压力。

制造局路、 斜土路路口的直行车辆需求较

大， 为缓解直行车道车辆通行拥堵等问题， 拟

将原南进口南向北左转、 直行、 右转车道调整

为左转加直行、 直行和右转车道， 提高直行车

辆的通行效率。

“中心城区， 特别是大型社区的周边道路

拥堵问题， 主要矛盾集中在靠近医院、 学校以

及交通主干道等方面， 加上居民驾车出行需求

增大等原因， 减弱了道路承载能力。” 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专职研究员熊竞认

为， 针对大型功能设施周边的交通拥堵， 可以

双管齐下， 一方面利用城市大脑计算车流， 优

化信号灯和车载导航， 一方面加强线下疏导，

做一些交通设施组织 “微改造”。

黄浦警方针对制造局路进行的交通 “微改

造” 就是一项民心 “畅通工程”， 是改善和优

化交通组织的一个重要手段， 可以化解交通流

量不均衡而导致的拥堵问题。 通过对车流量的

量化分析和对交通组织的 “小改小革”， 体现

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的智能化， 使市中心老城区

相关道路拥堵状况得到缓解， 提升了市民群众

出行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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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冒出的“量子+”产品，靠谱吗？
中科院院士潘建伟：生活用品与量子技术毫无关系

最近几年， 我国在量子通信、 量子计算
领域不断取得创新突破， 一些技术领域已走
在世界前列。 追随着量子科技的热度， 市面
上的 “量子产品 ” 层出不穷 ， 令人眼花缭
乱， 它们大都价格不菲 、 “功能强大 ”， 有
关其 “科学原理” 的描述更是十分 “吸睛”。

这究竟是科技赋能的 “明星产品 ”， 还是蹭
热点的 “伪科学骗局”？

“目前，量子调控技术的实用化产品仅限
于量子保密通信相关设备及系统等专业装
备 ，其诸如茶杯 、鞋垫 、眼镜 、面膜等生活用
品，均与量子技术毫无关系。 ”我国量子科技
领军人物、 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特别提醒， 眼下一些厂家利用量子概念
进行炒作，致使市场上出现了某些“量子产品
乱象”和“量子科技骗局”，希望公众增强防范
意识，提高科学素养，谨防上当受骗。

量子科技尚未到“飞入寻
常百姓家”的阶段

通过天眼查等平台搜索，记者发现，仅过
去一年，全国就成立了各类 “量子公司 ”数以
千计。 这些企业或在名称中有“量子”字样，或
是在经营范围内注明有“量子类产品”。

“经常有人通过邮件或当面告诉我，有公
司打着我和团队的旗号， 用量子来混淆视听
甚至行骗。 ”潘建伟曾收到过一封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博士后的邮件， 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
父亲受骗的经历。

这位博士后写道： “一些不法分子进行
各种虚假量子产品的宣传及传销， 把正统的
科学研究 ‘嫁接 ’ 在产品中 ， 价格贵得离
谱， 甚至宣称自身产品用于墨子号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他还提到，有的公司甚至基于
这些产品进行传销活动，其父亲就深陷迷局。

对此， 潘建伟在邮件回复中作了郑重?
明。他表示，尽管“量子”这一概念早在 100 多
年前就被提出，但人类能对量子进行操纵，还

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量子科技尚未到“飞
入寻常百姓家” 的阶段。 市场上诸如量子水、

量子鞋垫、 量子眼镜等 “量子+” 产品， 都是
借用科学新概念炒作的投机行为。 更有甚者
不仅假借量子名义售卖商品， 有些还借量子
科技的包装骗取项目和投资， 造成了十分恶劣
的社会影响。

遇到“量子困惑”可寻找权
威渠道求证

不良商家炒作量子概念， 不但损害消费

者权益， 也伤害了学界?誉和公信力， 不利
于高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 几乎每一种新科
技的兴起， 都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拿来炒作。

不过， 让缺乏相关知识背景的普通百姓
理解量子的概念， 及时了解当今量子科技的
发展进程 ， 的确相当困难 。 为此 ， 近年来 ，

潘建伟和他的团队成员， 以及不少量子科学
家都积极为量子科学的普及而努力。

2016 年 ， 中国科技大学上海研究院专
门开辟了 “墨子沙龙” 科普微信公众号。 最
近， 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 、 “墨子沙龙 ”

“科技袁人” 等量子科普专业平台， 共同推出

了 “量子问与答” 互动栏目。

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强告诉
记者， 人们只要在生活中遇到和量子有关的
问题， 都可以在这个栏目中留言 ， 专家会针
对热门问题进行权威解答。

在 “量子问与答 ” 栏目中 ， 有网民留言
询问： 华北一家化肥企业推出的 “量子有机
肥” ,?称应用了量子纠缠原理， 能将肥料利
用率提高到 90%， 还能驱虫 ， 此类产品是否
靠谱？ 小编斩钉截铁地答复 ： “所谓 ‘量子
有机肥’ 肯定没有用到量子纠缠原理 ， 量子
能与农作物产生共振更是无稽之谈。”

又比如 ， 针对某些公司宣传的 “量子深

内热减肥” “量子减脂技术” 等减肥产品 ，

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委会秘书处在互动栏
目中表示：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这些
通通都是假的 ！ 商家将共振 、 量子隧穿效
应、 量子信息场等真实的科学概念， 硬生生
‘嫁接’ 到他们的产品中”， 目前量子科技领
域的三大研究领域是量子通信、 量子计算和
量子精密测量， “医学领域暂时没有量子科
技的应用成果， 量子减肥纯粹是伪概念、 伪
科学”。

张强提醒， 当公众看到带有 “量子” 前
缀的日常用品时， 一定要仔细甄别， 擦亮眼
睛，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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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小区就堵车
如何才能顺畅出行
我住在黄浦区制造局路龙之

苑小区， 每天上班最头疼的是一
出小区门， 就看到制造局路上的
车堵得一动不动。为避免迟到，每
天不得不提早 1 小时出门， 避开
高峰拥堵。和邻居聊天时发现，原
来小区上班族们为避高峰， 不少
人 6 ?就出门了。 不知道有没有
办法解决制造局路拥堵的问题 ，

让附近居民早上顺畅出行。

———读者 谭先生

■本报记者 何易
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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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藏“彩蛋”留住“根和魂”
上海旧住房更新改造兼顾风貌与宜居

(上接第一版)比如：一工区的中心绿地除了承

担健身、社交功能之外，还会以抽象的棉花元

素形成绿带，相信会让不少以前从事棉纺业的

老居民感到亲切。

2020 年 10 月， 曹杨一村 20 ?房屋率先

开工，剩余 28 ?也紧随其后，于 2021 年 1 月

施工，力争今年年中完成修缮，欢迎居民回家。

成套改造带来的蜕变，书写了上海旧住房

改造的新探索。 同属于工人新村的彭三小区，

也通过成套改造重获新生。 对于老街坊来说，

不但能住上新房，还能继续维持堪比亲情的邻

里关系；对于城市来说，新房的外观上结合新

村整体的立面风格进行设计，让工人新村的印

记不会消失。 原有的村史文化馆得以保留，延

续独特的历史人文气息。

风貌保护和文脉传承持续加强

据了解，上海 2016 年至 2020 年底已实施

各类旧住房修缮改造 5300 余万平方米， 超额

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 其中，实施各类保留

保护里弄房屋修缮改造 260 余万平方米，优秀

历史建筑修缮 75 万平方米。 针对非旧改地块

的旧住房，主要聚焦成套改造、屋面及相关设

施改造、厨卫改造等综合改造工程。

在改造中， 风貌保护和文脉传承持续加

强。保护层面，上海对各类保留保护历史建筑，

按照整体历史风貌和建筑本体特色的保留保

护要求，分级保护、分类施策，重点研究探索区

域更新在保留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积极推进以

优秀历史建筑为主要要素，周边设施同步更新

的改造方式。实施层面，根据《上海市历史风貌

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按照

修旧如旧和保护利用兼顾的原则，实施保护性

修缮与功能性修复的更新改造。

为了实现城市更新精细化管理，上海聚焦

“制度保障+智慧助推”。 比如，完善建筑保护

智能发现系统，推进优秀历史建筑板块应用场

景开发工作，推广建立覆盖全市优秀历史建筑

的自动感知和感应系统，实现建筑保护的智能

化管理。

在总结前期城市更新项目经验的基础上，

上海正研究在立法层面固化和提升相关工作

经验，推进《城市更新条例》立法。

乘党史巴士，聆听跨越浦江精品党课
(上接第一版)

100 分钟的课堂包含“中共一大开天辟地”“历

史为什么选择上海”“中共二大建章立制”“中共四

大强化组织 ”“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 ”“解放大上

海”“五星红旗在这里诞生”“建设新中国”“浦东开

发开放”“一步跨过黄浦江”“从 24 米到 632 米的

天际线”“奔跑吧，浦东！ ”共 12 大板块，结合了 30

分钟视频资料、40 多个党史故事、150 多页图文资

料、近 2 万字的讲解。

“党的诞生纪念日为何不是一大召开的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 ”……在

讲解员的娓娓道来中， 许多党史知识逐步串联起

来；而随着途经金融“领头羊”———央行上海总部

大楼、穿梭在陆家嘴的百亿楼宇，党领导下的浦东

开发开放的创业历程和巨大成就一一展现在大家

面前。

“您期盼的黎明，到了”，珍贵影
像让人泪湿眼眶

为用好红色资源， 巴士上的党史讲述结合了

建筑故事、情景互动、红色影音资料等，讲解员一

路与“乘客”问答互动，让大家参与其中，通过生动

活泼的方式来听、来学。

经过永安百货大楼时，一段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背后的故事让一车子人泪湿眼眶。 电影主人

公李侠的原型， 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无线电台工

作者之一李白。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一封发给

西柏坡的电报，成了李白生命的绝唱，当时电波的

那一头是只有 16 岁的报务员苏采青。

巴士播放了一段珍贵的视频。2010 年，苏采青

来到位于上海的李白烈士故居， 注视着烈士的遗

像，久久不肯离去。 她还用摩斯密码向烈士发回一

封跨越时空的明码电报：“李白前辈， 您期盼的黎

明，到了！ ”

今天让世人惊叹的成就不是唾手可得， 是无

数革命先辈用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 无论是重温

诞生国歌的电影《风云儿女》，还是改革开放之歌

《春天的故事》等红色经典片段，都能引发大家对

百年峥嵘岁月的回忆和共鸣。 “常有人说共产党员

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其实他们也是普通

人，只是手中有真理、心中有信仰，所以即使身处

险境，也会挺身而出、舍身取义。 ”

为了满足全社会对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全面系统、融会贯通的学习

需求，党史巴士针对城市白领、科创人才、基层党

员等不同人群，量身定制多样化的党课内容，边行

车、边参观、边讲课、边互动。

“党的故事我来讲”，巴士志愿讲
解员更多由党员担任

在首发仪式上，15 位来自陆家嘴金融城、张江

科学城的代表获颁党史巴士志愿讲解员证书。

“能在建党百年之际， 来到巴士课堂当志愿

者，重温党员的初心，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作为首

批志愿讲解员之一，全国劳动模范、国网上海浦东

供电公司张江中心主任谢邦鹏告诉记者， 自己早

已把近两万字的讲解词背了下来， 整个过程也是

一次党史学习的最好契机，“让我从中汲取了继续

奋斗的力量。 ”

今后，更多优秀党员、青年党员、先进人物都

会走进这里担当志愿者，并举办《学习四史·创出

新天地》网络大直播活动，在 B ?、抖音等网络平

台开辟新媒体宣传阵地。 同时推出“党的故事我来

讲”巴士课堂讲解员评选大赛活动，选拔 100 名优

秀讲解员，组成百人讲解团，凝聚更多党史学习教

育的社会力量。

为了能满足更多基层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学

习需求，巴士课堂将持续运营至今年年底，每周一

至周五、 每天 6 班次面向各级党组织和企事业单

位开放。

党史学习教育巴士课堂由市委宣传部指导，

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SMG、中共一大纪念馆联合

主办，东方财经·浦东频道、浦东公交共同承办。

交管部门调整制造局路附近路口的红绿灯信号率、 社区医院出行差等不同措施， 实现对

车流 “活血化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