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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主题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
农民设立的节日，为庆祝这一节日，继三届重
庆市中国农民丰收节“金镜头”摄影大赛分别
于2018、2019、2020年成功举办后，今年将举
办以记录、展示“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重
庆市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镜头”摄影
大赛，充分展示建党100年来我市“三农”工作
的巨大变化、广大农民群众在改革时期的历
史性贡献和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其
中，9月23日为主活动日，各区县安排有隆重
热烈的庆祝活动，市级层面主场活动将在北
碚区、大足区、开州区、垫江县举办。庆祝活

动详细安排请参阅丰收节前几天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相关报道。

二、指导单位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三、主办单位

重庆日报
重庆市摄影家协会

四、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10月30日止

五、征稿要求

(1)参赛作品必须是2021年拍摄的。参
赛作品需有标题、简短文字说明、作者姓名及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2)作品只可作简单的明暗、对比度、饱和
度、反差等调整，拒绝除接片外的电脑合成照

片参赛。
(3)参赛作品为JPEG格式，文件5MB左

右，像素不低于1000万，组照不超过8幅（组
照请打压缩包发送）。

(4)本次大赛不收参赛费，获奖作品主办
单位有权在画册、展览以及其他相关宣传活
动中使用(商业广告除外)，并不再支付稿酬，
作者享有署名权。

(5)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
保证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
益。作品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和名誉权等法
律问题，由投稿者自行负责解决并承担责任，
主办方不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6)各区县摄影家协会可组织拍摄、收集、
报送各自会员的参赛作品。

(7)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位。

六、奖项设置

金镜头奖：10名，奖金各3000元+

获奖证书
优秀奖：30名，奖金各500元+获奖证书

七、评选方式

本次活动设评选委员会，评委由主办单
位相关负责人和重庆市摄影界专家担任。

大赛在11月评选，获奖名单和部分获奖
作品将在《重庆日报》上刊登。

投稿邮箱：cqrb@vip.163.com
联系电话：639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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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庆丰收··感党恩感党恩””

全球加速开启“新能源+智
能化”时代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2021：从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

目前，全球能源革命已进入倍数阶段，
“新能源+智能化”时代开启，全球的科技企
业都在思考两个问题，企业自身如何实现
100%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如何利用自身前
沿技术驱动全社会加速碳中和？

在过去的10年，谷歌、苹果等多家国际
科技企业引领100%可再生能源的潮流，已
经树立了多个成功典范。

2021 年，中国正式进入风电、光伏“平
价上网”时代，平价的绿电让互联网企业采
用100%可再生能源成为可能。目前，阿里
巴巴、秦淮数据、万国数据、百度的部分数据
中心都已实现了较大规模的市场化绿电交
易。

节约能源，从数据中心做起。腾讯滨海
大厦和数据中心，通过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来
降低碳排放，研发的T-Block节能技术已经
迭代到4.0版本。以滨海大厦为例，8000平
方米的广场上铺装的生态陶瓷透水砖可以
大量吸存和净化雨水，用来浇灌大楼里的花
草；南北塔楼屋顶上的陶粒层可以达到净化
雨水和减缓雨水流速、削减洪峰的效果；办
公区采用的智能照明系统，每年可节电约
132.61万千瓦时。

而腾讯天津数据中心，根据余热回收原
理，正在研究节能应用的方案。按照这套方
案，如果回收天津数据中心冬季全部的余
热，将其用于采暖，覆盖的面积可达到46万
平方米，可满足 5100 多户居民的家庭用热
需求。减排二氧化碳量达5.24万吨，碳排放
当量约为种植286.4万棵树。

一座宜人的建筑物，不但要安全坚固，
要舒适便捷且绿色节能，更要有一定的抗灾
害能力。消费互联网的热浪在全球持续涌
动，能源行业的产业互联网画卷也正在徐徐
展开。和其他行业一样，能源行业正在从单
边化走向市场化，从原始走向数字化。

开放还是封闭，消费物联网
的中场战事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2021：来自未来
的数智图谱》）

物联网有入口价值吗？
我们拿曾经流行的电视盒子为例。作

为互联网和电视的连接产品，电视盒子都预
装了购物界面。但是这是一个蠢主意，因为
使用遥控器打字、翻页、点击都不方便，反而
成了一个累赘。

显然，这种单个设备的联网，并没有体
现出物联网的入口价值，只有集成了手机的
便利操作，以及电视的大屏效果，从“单机智
能”迈向“场景智能”，这样的物联网才具备
入口价值。

对于物联网来说，建立一个完整的场景
入口并非易事。智能家居是目前消费级物
联网最重要的场景，但是在具体使用时，电
视、空调、电灯、扫地机器人分别对应着手机
里的四个App，每款设备都各自为政。即便
一部手机可以联动控制几款设备，但用手机
私屏来控制共有设备，在家庭场景中会存在
分工问题。因此，手机作为物联网的入口并
不理想。

作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传感器，手机在消
费物联网领域里，会被哪些替代者超越呢？

事实上，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深入
发展，智能音箱和智能电视的动态交互，正
在夺得家庭场景的控制权。以百度和阿里
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主要依托智能音

箱的语音交互来构建智能家居体验，成为家
庭娱乐、家居设备控制和第三方人工智能应
用的入口和枢纽。而以TCL和创维为代表
的传统家电厂商，则是通过视觉交互为智能
电视配备“全场景 AI”，实现与全屋智能家
居系统联动，成为智慧家庭的管理入口和中
心设备。

不过，智能音箱和智能电视能否成为家
居物联网的入口，还取决于厂商是否做好了
以下两点：一是能否连接更多的第三方设
备，现阶段互联网和家电厂商都在建设物联
网平台；二是人工智能助手的功能体验，不
论是语音还是视觉，如何让消费者乐于频繁
使用才是关键。

为何说量子通信可以实现
无条件的信息安全保密？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2021：前沿趋势
10人谈》）

信风智库：为什么说量子通信可以实现
无条件的信息安全保密？

金贤敏：量子通信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新
型通信方式，通过“量子密钥分发”+“一次
一密”，实现无条件的信息安全保密。

量子密钥分发就是量子密码，利用了
量子态不可克隆原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
理。量子态不可克隆原理，说的是单个量
子能量不能再分，一旦操控或测量就会破
坏量子能量状态，因此任意量子态无法实
现精确复制；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即不确定
性原理，说的是在微观世界，没办法同时精
准地知道量子的位置和速度，位置的不确
定性程度越小，则速度的不确定性程度越
大，反之亦然。

在这两个原理基础上，1984年，IBM的
科学家提出量子密钥“BB84协议”，被称为
量子密钥分发的实施方案。那如何实施的
呢？我们知道，比特是经典计算机中信息的
基本单位，而量子比特就是量子信息的基本
单位，只是增加了物理原子的量子特性。量
子通信的数据载体就是经过偏振编码的量
子比特。由于量子的随机性，我们在传输一
段偏振编码由0和1组成的随机比特时，接
收方在接收每个比特时都有一定概率出错，
双方通过经典通信方式沟通一下，删除错误
的比特，剩下的比特就是随机产生的正确密
码。

但是，如果无授权的第三方截取了量子
比特，最后得出的结果往往出入很大，通信
双方对比一部分数据发现错误率较高，则证
明有窃听者。

另外，一次一密是唯一被证明“绝对
安全”的对称加密机制，即要求用于加密
的密钥长度与被加密的明文长度相同，要
达到这种加密的标准，就需要有很多密钥
且密钥安全，这同样增加了第三方的窃听
难度。

量子通信的另一个方向是量子隐形传
态。单光子在物理属性上不可分割，两个处
于纠缠状态的配对单光子，其中一个无论是
左旋还是右旋，都会影响到另一个单光子的
旋转，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未知的联系，这种
联系甚至超过了光速。这就是“量子纠缠”
现象。

在量子隐形传态过程中，分别处于遥远
两地的甲乙通信双方，首先分享一对纠缠粒
子，甲将待传输量子态的粒子进行分辨，然
后将结果告知乙，乙则根据得到的信息进行
相应操作。在量子纠缠的“帮助”下，待传输
的量子态如同经历了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超
时空传输”，在这个过程中，原物始终留在发
送者处，被传送的仅仅是原物的量子态。目
前，量子隐形传态还处在实验室阶段，离实
际应用还非常远。

《解码智能时代2021》书摘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入秋，漫山遍野生长的火棘果由
青转红，日渐成熟。

就在火棘果即将进入采摘期时，
地处彭水工业园区、以火棘果为主要
原料的重庆火吉健康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火吉集团），迎来了
一批特殊的客人——邻省某县常务
副县长及林业局局长等人，带着优厚
的招商引资政策登门拜访，意图将火
吉集团“挖”走。

自2019年年底正式投产以来，
火吉集团总经理吴小珊已多次面对
这样“幸福的烦恼”。

其实，火吉集团不大，不过两间
厂房、两条中试生产线，相较于一个
县的生产总值来说，其2000万元的
年产值也不算啥。

火吉集团为何如此受青睐呢？

无心插柳
火棘果饮料落地彭水

时间回到2014年，故事的开始
其实和彭水没什么关系。

也是秋雨绵绵的9月，为了帮助
渝东北某区县发展脱贫产业，市食品
工业研究所（简称市食研所）副所长
邹严俊杰一行前往该县调研。

“我们发现漫山遍野都生长着火
棘果，就想着能不能就地取材研发一
种产品，既充分利用野生火棘果资
源，又能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邹严俊
杰介绍，火棘又称救军粮、水杈子等，
是一种可药可食可观赏的多用途花
果植物，火棘果富含原花青素及多种
人体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磷脂等元
素，具有增强细胞免疫功能等作用，
对动物生长代谢有明显促进作用。

基于火棘果的这些特性，市食研
所研发了一款火棘果饮料。然而，研

发成果却因多种原因无法在他们调
研的这个县落地投产。

“2014年出成果，中间搁置了两
年。”邹严俊杰说，直到2016年渝洽
会，经由当时的市农委牵线搭桥，这
项研发成果才在彭水落地生根。

“彭水到处都是火棘果，资源丰
富，纯野生，不需要人工管护，只要发
动村民去采摘，我收购就行。”退休之
前，吴小珊是一名医生，和邹严俊杰
的交流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我一听
就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值得试一试。”

知易行难
投产要闯过多道难关

然而，知易行难。要让火棘果研
发成果真正转化为普通大众接受的
饮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生产
线，我们实验室只是试验样品。”邹
严俊杰说，为了让火棘果饮料尽快
投产，市食研所的工作人员就自己
摸索果核分离、榨汁和脱色等技
术。

解决了技术问题，生产许可问题
又接踵而至。

“新事物，没有现成产品可借鉴，
也没有现成标准可参考，如何归类也
是个问题。”邹严俊杰介绍，经过多方
求证，最终火棘果饮料被归类为普通
食品，但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其
原料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不在药典
上，有30年以上食用历史，有大量包
装生产的历史。

“我们查证过，虽然火棘果有药
用价值和功能，但古今药典均无明确
记载。”如何才能证明火棘果有30年
以上的食用历史呢？邹严俊杰的办
法是翻查各区县县志，“终于在酉阳
县志上查到，当地人曾在饥荒年代将
火棘果‘磨粉代粮’，证明食用火棘果

古已有之。”
那么，又如何证明火棘果有大量

包装生产的历史呢？
就在邹严俊杰一筹莫展时，西南

大学一名教授的亲身经历解决了问
题。

原来，这名教授上世纪80年代
在四川渠县进行过火棘果加工生产，
当时还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最终，在2019年7月，火棘果饮
料拿到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试水受挫
火棘果饮料还需改良

通过前期的发动和引导，2019
年11月，村民采摘的火棘果源源不
断送到了吴小珊面前。

“此前，彭水林业局估算全县火
棘果年产量大约为两万吨，实际产量
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吴小珊回
忆，为了激发村民采摘火棘果的积极
性，当年是以每斤4元的价格进行收
购，“收了200多万元的火棘果，我租
下了彭水几乎所有的冻库，还是装不
下。”而更多的火棘果还在源源不断
地送来，甚至还有云南、贵州等地的
火棘果准备送往彭水。

这一年，虽然火棘果饮料销售收
入300多万元，但由于仅有一条中试
生产线，吴小珊眼睁睁看着收购的果
子烂了一大半。

而且，试水大众市场的火棘果饮
料，最初的市场反响也差强人意。

“火棘果里有一种元素，会造成
饮料有酸涩的口感。”邹严俊杰介绍，
在最初几批火棘果饮料里，并未对其
进行提纯，导致产品市场反响较差，

“随后我们就进行了提纯改良，去除
了饮料里苦涩的口感。”

此外，火棘果的采摘期为当年
11月至次年2月，这让火吉集团的

生产周期极为受限。“有果子的时候
忙不赢，没果子的时候只能干着急。”
吴小珊说。

此时，市食研所再次出手，与市
科技局、市农科院共同研发了火棘果
浓缩汁提取和保存方法，让火吉集团
在无鲜果的情况下，能够利用浓缩汁
继续生产。

科技支撑
野果子带动村民增收

有了科技的支撑，吴小珊的火
吉集团不断发展壮大，2020年收购
火棘果原料达到1000吨，当年销售
收入近2000万元，带动1300余户、
2300余村民增收，支付火棘果收购
费用400多万元。仅彭水靛水街道
长沟村，当年就销售火棘果 20 余
吨。

“村民收购价是每斤1元，由我
们统一保管，再交由火吉集团收购。”
长沟村副主任唐春红介绍，几乎家家
户户都参与了火棘果采摘，“不用种、
不用管，只管上山摘就能有收入，好
安逸。”

年过六旬的李守龙和聂金花老
两口，去年12月采摘了3000多斤火
棘果，收入3000多元，“眼睛看得到
的地方都摘完了，卖了刚好过年。”

火棘果饮料的研发投产，让彭水
诸多村民在年底有了一笔固定收入，
也让吴小珊有了更长远的目标。

“我们和三峡大学医学院、市农
科院、市食研所进一步加强合作，研
发火棘果口服液，并利用火棘果榨汁
后的果渣制作饼干、火棘果分糖片、
火棘果粉、火棘果油等产品。”对于邻
近区县的邀约，吴小珊也有着自己的
打算，“我是土生土长的彭水人，肯定
不可能把公司搬离彭水，但我可以到
其他区县投资建分厂。”

科技助力彭水野果子变“金果子”
市食研所：把火棘果做成产品，既利用资源，又助力经济发展
当地村民：不用种、不用管，只管上山摘就能有收入，好安逸

村民们正在采摘火棘果。 通讯员 赵勇 摄/视觉重庆

●2016 年，市食品工业
研究所的火棘果饮料研发成
果落户彭水

●为让火棘果饮料尽快
投产，该研究所摸索出果核分
离、榨汁和脱色等技术，2019
年7月，获得火棘果饮料食品
生产许可证

●该研究所对火棘果饮
料提纯改良，并与市科技局、
市农科院共同研发出火棘果
浓缩汁提取和保存方法

●采用该研究所技术的
火吉集团，2020年销售收入
近 2000 万元，带动 1300 余
户、2300余村民增收

““金镜头金镜头””摄影大赛征稿启事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