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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连5月 13
日电（于晓泉 侯融）5月
13日，我国第二艘航母
从大连造船厂码头启航，
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试
验任务，主要检测验证动
力系统等设备的可靠性
和稳定性。

据了解，自去年4月
26日下水以来，第二艘
航母建造工作按照计划
稳步推进，完成了系统设
备调试、舾装施工和相关
系泊试验，具备了出海试
验的技术条件。

“道”行天下 通向未来
——写在习近平主席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一周年之际

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悉尼，300多名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汇聚一堂，探讨如何抓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带来的大商
机。这一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正在吸引世界目光。

这个大项目，正是一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一系列举措之一。
一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国际列车”进一步聚合动能，加速向前，携各方驶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未来。

“中国特色的水墨画卷”——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蒋
希蘅在谈及“一带一路”时曾这样作比。

她说，就像看惯油画的西方人开始不太领会中国水墨
的留白，到后来学会欣赏其格局和意蕴。有的国家曾对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缺乏理解、抱有疑虑，但随着建设
推进，共识不断增多。

“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今年
2月访华时如此看待“一带一路”。

“中国对地区繁荣作出的重要贡献”——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这样评价“一带一路”。

这一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倡议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
认同和接纳。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
新之路、文明之路，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一年前的演讲中提出
的明确目标和愿景。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从亚太经合组织岘港会议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一
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反复阐释“一带一
路”倡议，让世界对这一造福众多国家人民的世纪工程有了
更多理解和认同。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指引，由中国起笔，横跨大洲的
“一带一路”画卷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生动而丰富。“一带
一路”的建设规划和项目落地不断推进，国际合作不断
结出硕果。

“‘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
重要的经济发展项目，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商业并
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英国亚洲之家主席葛霖如此展望。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一带一路”更没有尽头。这一重点面
向亚欧非大陆的倡议正向全世界敞开怀抱。

地处中美洲的巴拿马去年6月同中国建交后，迅速加入“一带
一路”建设，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建设备忘录的拉美
国家。

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方不久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一带一路’倡议联动全球，巴拿马希望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关
键的一点。”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郑重承诺：“不论来自亚洲、欧
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
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
分享。”

正是这种平等性、开放性、普惠性的特质，让“一带一路”的朋
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对“一带一路”倡
议投出了“信任票”和“支持票”。

迄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协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纳入“一带
一路”建设内容；乌兹别克斯坦将“一带一路”写入外交法令……

全球企业界也已把“一带一路”视作不可错失的机遇。今年
3月，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宣布在北京设立全球“一带一路”
办公室，并已与超过100家中国企业合作开拓“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市场。

美国高科技制造企业霍尼韦尔公司、英国汇丰银行、澳大利亚
矿业巨头力拓公司……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中，
多家跨国公司高管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难得机遇，特别是
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催生大量新商机。

彭博新闻社的文章说，“一带一路”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方案”。

到处是土灰色的煤渣砖房，四周被悬崖、沙漠和海水环
绕，如同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巴基斯坦瓜达尔曾经是一座
偏远沉寂的南亚小渔港，世界经济的蓬勃脉动在此难寻。
如今焕然一新的集装箱码头、正在建造的酒店，以及联通远
方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展现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
景象。

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在瓜达尔港的所见。这种
改变正源于“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巴“一带一路”合作的
标志性项目，瓜达尔港自中国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以来发
展提速，点亮了当地人的梦想。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近日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的中巴经贸合作，
为数百万巴基斯坦人民生活带来积极变化。”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从发展友好合作到达成务
实协定，从加大建设资金支持到加强创新合作，习近平主席在
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向世界宣示，中国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倡议者，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
一年来，从由中企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正式通车，到

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从“冰上丝绸
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到中老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正掀起新高潮。

正如美国《福布斯》杂志所观察到的，“在世界各地的政
府与企业会议室里，在物流枢纽现场，在数十个国家的新建
经济特区，‘一带一路’建设正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一带一路”建设正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
积累成果。“一带一路”承载着各国发展与繁荣的梦想，通向
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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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

▶5 月 13 日，我国
第二艘航母从大连造船
厂码头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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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英烈杨超：
革命何须怕断头

据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记者李丽静）明
亮的灯光投射到展板，一张黑白照片，浓密的短
发，挺直的鼻梁，年轻英俊的脸庞，参观的人群怀
着崇敬的心，纷纷在青年烈士杨超的展板前驻足。

杨超，1904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新县，5岁
时随家迁居江西省德安县。1921年考入南昌心
远中学，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和同学袁玉
冰、黄道、方志敏等组织革命团体“改造社”，后因
积极参加“改造社”进行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1923年秋，杨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读书，
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发
表《改造中国的一条道路——革命》一文，大声疾
呼无产阶级革命。随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杨超在北大党组织
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结识了革
命宣传家和活动家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并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中，大批共
产党员被杀害。杨超领导德安人民进行了坚决的
反蒋斗争。1927年7月21日，杨超出席中共江西
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

1927年12月23日，杨超出席党的武汉会议
后返回江西，途中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为了引开
敌人、保护同行的战友，杨超不幸被捕。敌人抓
获杨超如获至宝，连夜开庭审讯，对他严刑拷
打，威逼利诱，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党组织的秘
密。面对凶恶的敌人，杨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
宁死不屈、忠于党的崇高气节。敌人无计可施，
于1927年12月27日残酷地将他枪杀于南昌德
胜门外下沙窝。临刑前，杨超面不改色，引吭高
诵就义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牺牲时年仅23岁，但他那坚定的革命信

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至今仍为后世所景仰。

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据新华社巴黎5月13日电 （记者韩冰 应
强）新华社记者13日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获悉，
在12日晚法国巴黎歌剧院附近发生的持刀袭击
事件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已无生命危险。

一名男子12日晚在巴黎歌剧院附近持刀袭
击行人，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两人死亡、4人受
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当地媒体报道说，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另据法国媒体13日报道，目前4名伤者均
已脱离生命危险。凶手是一名1997年出生于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男子，此前无犯罪记录，但
曾因和叙利亚境内人员有联系而受到法国安全
部门的关注。

胶卷相机巨擘柯达，在数码摄影
的浪潮中黯然破产；“功能手机之王”
诺基亚，被智能手机逼得亏损连连；
网购和无人超市兴起，让美国百思买
等零售巨头的门店接连消失……

近年来，新技术浪潮冲倒了多少
看似不可能倒下的“巨人”，又推出了
多少新生力量，重构了多少行业的业
态和布局，恐怕难以一一细数。这让
人们想到一个词——“颠覆”。实际
上，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克莱
顿·克里斯滕森上世纪90年代提出
的“颠覆性技术”概念。

颠覆性技术为何如此重要？它
会“颠覆”什么，又将带来什么机遇？

何为“颠覆”

根据克里斯滕森的定义，颠覆性
技术是一种另辟蹊径、会对已有传统
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
它能重新配置价值体系，并引领全新
的产品和服务。

一个著名案例就是柯达被数码
摄影技术“颠覆”。事实上，柯达曾发
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原型，也投入巨
资开发数码相机，但在数码摄影兴起

后，它还把业务重心放在传统的冲印
门店上，最终被迫寻求破产重组。

对颠覆性技术的出现规律，中国
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总结说，新技术不
一定比原来的复杂多少，而是更适合
市场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应用面，
将来还会出现很多由需求牵引的颠
覆性技术。后来者为了进入市场往
往要依靠这种技术，例如尼康、佳能
用数码摄影代替柯达，苹果用智能手
机代替诺基亚。

近年来科技新突破不断涌现，但
哪些具有“颠覆”潜力？美国麦肯锡
全球研究所、兰德公司、《麻省理工学
院技术评论》等智库和媒体分别作出
展望，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太
空探索、虚拟现实、精准医疗、脑科
学、先进材料和新能源等领域被普遍
看好。

中国科学院拓扑量子计算卓越
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
里理论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富春和中
国科学院院士向涛都认为，在他们熟
悉的凝聚态物理各方向中，量子计算
和高温超导最有可能孕育颠覆性技
术。向涛说，如果将来造出通用量子
计算机，能“颠覆性”地降低能耗和提

高运算能力，可能改变物理、化学、生
物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开辟信息
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何时“颠覆”

2016年，“颠覆性技术”被写入
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7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突出颠覆性技术创新”，让颠覆性技
术更引人注目。

“这个时候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很
合时宜。”张富春说，在科技发展方
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已经比较
小，从跟跑进入并跑阶段，然而要从
并跑到领跑还要全新的东西，现在重
视颠覆性技术创新“自然而然”。

邬贺铨说，直到今天中国拥有的
原始创新仍比较少，中国在高速度发
展的阶段，可以利用别人的技术和自
己的市场把应用做大，但从高速度发
展转到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
有关键原始创新作支撑，原始创新中
有可能出现颠覆性技术。

向涛持类似观点：“中国要成为世
界科技的领跑者，还需做出原创性强、

有颠覆性的工作，开辟新的研究和应
用领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激
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引领科技发
展。”他认为，基础创新与技术创新是
因与果的关系，颠覆性技术必须要有
高水平的前沿基础研究作支撑。

从全世界看，哪些国家有望率先
在颠覆性技术上取得突破？毕马威
公司最近对800多位全球科技领域
领袖的调查显示，26％受访者认为美
国最有希望，中国以25％的得票率紧
随其后，表明中国突飞猛进的科研实
力获得认可与关注。

如何“颠覆”

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发展新机
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到
2025年，一些颠覆性技术有望每年
创造14万亿至33万亿美元的效益。

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培育这种
技术？专家认为，首先在科研领域要
改革评价体系，对“颠覆性”的意愿应
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

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常以论文
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为核心标准。
张富春说，影响因子是指某份学术杂

志最近两年发表论文在报告年份的
平均引用次数，难以代表科研成果的
真正价值。比如，杨振宁最有名的论
文“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发表在
美国《物理评论A》上，“刚开始都没
什么引用，几年后才被认识到有巨大
的意义，因为太超前了”。

他建议，比较客观的评价体系
应着眼于长期成果，并严格遵循同
行评议，不要过于强调影响因子和
文章数量。

向涛也认为，在制定科研政策
时，要鼓励和引导科研工作者选择探
索性、前瞻性强的课题作为方向；同
时，教育、科研和技术三个领域要形
成一个彼此紧密相关的综合体，产生
协同效应。

邬贺铨说，科研政策、人才观、评
价体系等要有足够的包容性，尤其要
宽容失败，使市场后进入者致力发展
颠覆性的创新。“关键是要培养一种
创新思维，而要培养创新思维，就要
有宽容失败的政策环境。反过来如
果不允许失败，谁都循规蹈矩，怎么
能有做颠覆性东西的动力呢？”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张莹 冯玉婧）

会“颠覆”什么

交相呼应

——国际伙伴越聚越多

扎实推进

——宏伟图景更添新色

颠覆性技术 ？

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走进“深
海勇士”号载人舱。

当日，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载人深潜器
“深海勇士”号迎来迄今年龄最大的乘客。我国著
名海洋地质学家、“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
长、82岁高龄的汪品先院士在南海下潜，并在海
底获得重要发现。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深海勇士”号迄今年龄最大乘客：

82岁汪品先院士
在南海下潜获重要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