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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生活
交叉研13党支部组织观看BBC纪录片－How China Fools the World

 4月11日晚，交叉信息研究院13级
党支部在蒙明伟楼三层会议室召开了本
学期集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支部
全体正式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本次
会议讨论了积极分子刘智伟同学发展问
题，同时就BBC纪录片展开了热烈讨论。
 
 BBC记录片How China Fools the 
World以基本客观友好的基调记述了中国
的飞速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
下，通过刺激投资的救市计划，使GDP仍
然保持良好的上升态势。同时也提出部
分质疑，例如影子银行的监管问题以及
房子的供需矛盾。随后，党支部对该记
录片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
对片中王岐山对金融危机的评论——“
我们一直在以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现
在看来并不怎么聪明”这句话感慨颇
多，纷纷表示我们有时确实需要学习国
外先进技术与理念，但必须具备独立思
考的能力，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决策。
这反映到个人上来也是如此，无所将来
我们选择在何处定居，都希望是自己思
考后的结论，对自己负责，这样才无愧
于心。

姚班纵向党支部组织观看群众路线教育影片《力量》

 4月13日晚，姚班纵向党支部组织
观看群众路线教育影片《力量》，姚班
党建辅导员何昊青、计科30带班辅导员
高阳、姚班各年级党员和积极分子共同
参加了此次活动。
 教学片《力量》大量运用历史文
献资料和亲历者采访讲述，全景展现沂
蒙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基地教学场景和内
容，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

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是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部生动教
材。观影后，支部成员从不同角度表达
了自己的感受，讨论热烈。最后，何导
对大家的感受和自己的观影感进行了总
结，此次组织生活在震撼、感动及反思
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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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姚期智院士讲述中国图灵之路

 4月9日，中学生英才计划计算机学
科主题报告会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举行。
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高奖“图灵奖”得
主、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姚期智院士做
了题为《中国图灵之路——计算机科学
的新契机》的演讲。
 姚期智与现场师生分享了自己成
长过程中有价值的经验，并结合计算机
科学的发展历程和中国计算机科学的现
状，与同学们一起探索计算机科学发展
的新契机。他用多个生动实例激发中学
生的科学梦想，并鼓励他们踏上创新之
路，寻找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此次演讲正值中学生英才计划计算
机学科工作委员会启动暨研讨会在北京

一零一中学召开。2013年起，中国科协
在全国15个城市的19所重点高校开展中学
生英才计划。这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
目旨在发现并培养具有科学潜质的中学
生，姚期智院士担任该计划计算机学科
工作委员会主任。

段路明教授专讲——从爱因斯坦-玻尔争论到量子信息前沿

 2014年2月27日晚6点半，清华大学
交叉信息研究院姚期智讲座教授段路明
在信息技术大楼多功能厅进行专讲，题
为“从爱因斯坦-玻尔争论到量子信息前
沿”。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十余所
高校的近百名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并
与段教授进行了学术探讨。
 在讲座结束后，段教授对在场多
位同学的提问做出了解答，尤其就无线
通信与量子通讯、光电信号与量子信号
的优劣、经典计算机与量子计算机相互
间的不可替代性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探
讨，同时欢迎大家加入量子信息中心的
研究生科研团队。量子中心助理教授、
青年千人引进人才Mile Gu教授也在讲座
后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与同学们
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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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就业
2014博士生必修实践动员会

2014姚班暑期实践动员会

 4月13日，由交叉信息院、计算机
系和电子工程系联合举办的“2014本科
生暑期实践动员会”在二教2102正式举
办。计科20班柏舸同学作为我院优秀实
践支队队长代表介绍了支队实践情况，
并参与现场交流环节。此次活动由三个
院系实践部共同承办，姚班团总支实践

副书记吴月忻在活动最后，向各位同学
讲解了今年学校针对本科生暑期实践做
出的调整，包括新增的实践基地、实践
梦想支持等，同时，也向各位同学展示
了申请加入社会实践的网络平台，为此
次暑期实践的主力——大一同学提供了
有力的帮助。

    4月28日下午2点，交叉信息院2014年
暑期社会实践培训会在FIT楼1-203-5会
议室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我院研工组
长吕厦敏老师主持召开，校暑期社会实
践主要负责人潘聪老师出席并指导，全
院15名即将参加今年暑期社会实践的同学
参与了本次培训会。
    培训会伊始，吕老师向同学们介绍
了整体实践课程概况、课程安排、免缓
修申请等，从实践的责任、实践的纪
律性、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
以及应急处理方法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讲
解。随后，去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实践
个人杨光和顾钊铨两位同学给大家分享
了实践过程中宝贵经验。培训会最后，
同学们热情提问，一起交流着各自的想
法以及前期准备情况。

暑期社会实践培训工作是加强同学对实
践活动认识、提高同学实践能力的重要
环节。会议涉及多项重要内容的布置与
培训，对后期暑期实践工作的成功开展
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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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姚班寒假实践交流会

 3月9日下午，交叉信息院2014寒
假实践交流活动在FIT楼1-222会议室如
期举行。来自姚班各个年级的八位实践
支队长做了精彩的展示和交流。此次参
评八支队伍的寒假实践项目内容涵盖同
城化、民众政治倾向、医疗情况、生育
观、地方民俗、学生自我发展规划、个
体工商户、电子产业发展及保送生发展
情况调查。各实践队伍成员通过走访、
调查问卷、访谈、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
搜集信息和数据并采取不同视角对信息
进行分析，展示内容丰富精彩。 
 根据各展示支队的表现及实践成
果，现场评委打分评选出四支优秀支

队，分别是“当代大学生生育观调查”
支队（计科20李竺霖等）、“姚班学生
的自我发展规划”支队（计科10殷和政
等）、“学科竞赛保送生本科阶段发展
情况调查与分析”支队（计科10李越等）
和“湖南省邵阳县的地方风俗”支队（
计科20张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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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正值清华大学103年华诞
和校友返校之际，交叉信息院第一届院
友交流论坛在清华学堂102顺利召开。交
叉信息院姚班本科生、研究生和部分教
师共计40多人参加了此次交流论坛。

 本年度，交叉信息院共迎来十位院
友返校，其中五人参加院友交流论坛，
包括计科50赵育达，计科70朱晶、王子
贺，计科80陶浩雄和计科90贾永政。五
位学长，来自科研、金融、教育等不同
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都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借“回家”的机会与院内师生分
享经历经验、共话交叉信息院和姚班的
成长与未来。

2014校庆日院友论坛成功举办

校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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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
交叉信息院2014年马约翰杯运动会再续精彩

 2014年4月27日，清华园迎来103周
年校庆之际，第57届马约翰杯运动会在
朝阳中拉开序幕。今年是交叉信息院第
三次独立组队参加马约翰杯运动会，秉
承上一届马杯运动会的成功经验，此次
运动会在我院姚班团总支体育部以及研
分会各位学生干部的组织和带动下，共
计吸引60余人次参赛，并在多个项目中
表现优异，包括男子铁饼、中国象棋、
轮滑三个单项乙组冠军！

2014年马杯运动会交叉信息院运动员名次及成绩

运动员

王子贺（交叉研）

郑波、李昕泽、黄秋实、 宋正阳、 

李志远

张喆 （交叉研）

张天翼（计科20）

吴哲伦（计科20）

许方舟、吴哲伦、沈添笑、王钦石、
  高阳

吴哲伦（计科20）

比赛项目

男子铁饼

中国象棋

轮滑

马杯散手

400米

足球踢准

200米

名次

乙组冠军

乙组冠军

乙组冠军

男子70公斤级亚军

乙组第6名

乙组第7名

乙组第8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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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信息院第一届卡拉OK比赛

 

 4月28日晚，由姚班团总支主办的
交叉信息院第一届卡拉OK比赛——“交
叉共鸣”决赛在蒙民伟楼多功能厅顺利
举行。来自我院共19名师生报名参加了此
次比赛，经过网络赛、现场初赛、复赛
多个环节，充分展示了我院学生的音乐
才能，为2014年的校庆活动增添了一抹
新的色彩。

 最终，根据网络赛的票选结果和
现场三位专业评委的认真打分，交叉信
息院第一届卡拉OK比赛——“交叉共
鸣”产生了如下排名：冠军——陈栢熙
（CUHK校际交换生），亚军——张喆（
交叉研2），季军——徐方舟（计科20）
，第四名——艾雨青（计科20），第五
名——吴翼（计科00）和第六名——李
轻飏（计科10）；最佳人气奖——吴翼（
计科00）。

“交叉共鸣”网络赛截图

赛后部分评委，选手，主持人及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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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陈栢熙 亚军——张喆

季军——徐方舟 第四名——艾雨青

第五名、最佳人气奖——吴翼 第六名——李轻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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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风采

 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人民日报社共同指导，人民网、大学生
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近日揭晓，交叉信息院
姚班计科00班的吴佳俊同学因在计算机
视觉顶级会议CVPR上发表两篇文章、被
邀请为论文审稿人等突出表现荣获本年
度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

 本次活动于今年1月下旬正式启动，
历时3个月，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份、716
所高校的1562名大学生报名参加评选。
活动采用网络、微博和手机三种方式投
票，得到了高校师生和广大网民的大力
支持和热情参与，共有14余万网民参加了
投票。评选结果共有10名大学生获中国大
学生年度人物称号，20名大学生获中国
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1名大学生获中
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特别奖。

姚班吴佳俊荣获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

2014年姚班同学校企交流－百度参观

 3月19日星期三下午3点，清华大学
交叉信息院的9位同学在百度公司校园部
陈蕾的带领下对位于海淀区上地信息产
业基地百度公司进行了参观访问。
 本次参观活动涵盖参观百度大厦
及员工办公环境、了解百度公司的历史
和发展情况、聚焦百度新产品等多个环
节。最后，现任百度公司产品经理、清
华电子系校友田博士与我院同学进行了
亲切的交流，鼓励大家在本科阶段多接
触一下社会，为此次参观活动画下一个
圆满的句号。

2014年3月学生活动风采展示
 2014年3月，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北
京气温的回暖，我院学生的活动也如火如
荼的开展着。在姚班团总支体育组全体成
员、计科00班赵铄曜和其他同学的共同组
织下，原第三届羽毛球比赛和第一届象棋
比赛顺利举行，吸引了我院数十名同学共
同刚参加，为我院学生生活增添了一抹暖
春的色彩。下面，让我们一起分享参赛选
手的风采！

交叉信息院第三届羽毛球比赛赛果：

男子单打冠军：巫立凡（计科10）      

男子单打亚军：李成涛（计科00）      

男子单打季军：王国赛（计科00）

女子单打亚军：李竺霖（计科20）

女子单打冠军：董雨茜（计科00）

团体赛  冠军：计科20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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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姚班团总支宣传部 李昕泽与宋正阳的对战，其他选手观战

我院第一届象棋比赛冠军——李昕泽（计科00) 我院第一届象棋比赛亚军——黄秋实（计科20)

我院第一届象棋比赛季军——孙逸凡（计科20) 参赛选手与裁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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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与裁判合影

编辑：孙帅
排版：Andrew Diaz
审核：吕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