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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生活
研究生网上民主评议生活会

2014年6月，研工部在全校研究生中
开展党支部网上民主评议工作，我院交
叉研一党支部、交叉研12党支部、交叉
研13党支部充分动员在校研究生，积极
完成此次民主评议工作。评议工作结束
后，综合网上评议反映的问题，三个党
支书带领支部开展了民主生活会。 

交叉研13党支部民主生活会于6月24
日晚进行，党支书王玮彬同学对支部这
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肯定了
支部成员对院内各项活动的组织和协调
工作。同时，通过支部评议问卷结果显
示，交叉研13支部零差评，很好评价在
85%以上，但与其他大型院系支部相比，
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需要支部成员
共同努力，再接再厉。随后，支部成员
轮流对这一年的工作和学习进行了总结
与自我批评，并对支部建设提供了宝贵
意见。

交 叉 研 1 2 党 支 部 民 主 生 活 会 于
6 月 2 5 日 晚 进 行 ， 党 支 书 黄 棱 潇 同
学将本学期博士生服务团、出游参
观和观看影片等丰富活动进行了总
结。此次党支部评议问卷党员参与
率 较 高 ， 支 部 零 差 评 也 好 评 在 7 0 %

姚期智院士做客学术之道 畅谈科学家的道德与责任

6月5日下午，“清华学堂人才培养
计划”计算机科学实验班首席教授姚期
智院士在六教为现场近400名清华师生
带来题为“科学家的道德与责任”的演
讲。

姚期智首先从社会大众的基本道德谈
起，指出辨别是非、恪守诚信，不取巧

作弊是大众的基本道德，同时也是科学
家应持守的道德与责任的底线。接着，
姚期智解读了中国古代圣贤对于自身修
养的透彻思考，同时指出，作为清华学
子应该深入理解，道德不仅仅是关系个
人修为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
的大事。而宋代虞允文、文天祥等英雄

也说明党支部和班级集体建设结合的
还不够紧密。之后，支部成员就但支
部生活开展形式、提高党支部活动出
勤率和发挥以党支部带动班级作用三
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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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社稷的典范。谈及科学家的道德和责
任，姚期智以邓稼先为例，从真理、秩
序、平衡、和谐等科学的本质入手，指
出了仁、义是科学家的基本道德操守，
而求真、求善、求美是科学家的理想，
勤奋和对科学的享受则是科学家在探索
和发现真理之路上的必备素质。

讲座最后，姚期智希望同学们能够在
以后的学习和科研中忠于职守、见贤思
齐，并表达了对各位同学成为优秀科学
家的美好期待。

演讲结束后，姚期智还与在场师生
就科学家的科研课题选择、德国的高等
教育与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者如何看
待海外研究经历、美国“拿回家的考

试”（Take Home Examination）现象
以及交叉学科等话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讲座由“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计
算机科学实验班项目主任黄隆波助理教
授主持。

据悉，由“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
划”六位首席教授联袂开设的《学术之
道》课程，列入“学堂计划”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同时列入非“学堂
计划”本科生《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
程。首席教授通过讲授自身学术成长历
程、生活和科研工作感悟等，激发学生
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追求科学、追求真
理的志趣和理想。

姚班本科生荣获ACM计算经济学会议最佳论文奖

6月8日至12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
行的第15届ACM计算经济学国际学术大会
上（The Fifteenth ACM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Computation ，EC’14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计算机科学实

验班（姚班）计科00班本科生王君行与
指导教师合作完成的论文”Fair Enough: 
Guaranteeing Approximate Maximin 
Shares”（《公平性：保证近似极大极
小值的份额》）获得本年度最佳学生论
文奖。王君行同学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一
个在本科阶段取得该荣誉的学生，也是
该会议历史上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国
学生。

在6月9日下午的大会论文展示环
节，王君行同学做了2 0分钟的全会
报告，得到了全体与会学者的称赞。
公平分配问题一直是博弈论领域中
最为热门的话题，在经济学以及计算
机科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王君
行同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指导教师
Ariel Procaccia教授合作完成的论
文解决了长期未被学术界解决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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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节
“行健筑梦 厚德长行”2014年毕业典礼暨姚班主题交流会

6月19日下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
2013年毕业典礼暨姚班主题交流会在FIT
楼多功能厅举行。今年，交叉信息院共
有30位本科生和4位博士生顺利通过毕
业答辩，等待授予学位。清华大学副校
长袁驷教授、交叉信息院院长姚期智院
士出席典礼并致辞。教务处副处长张文
雪老师，交叉信息院教师代表、全体本
科生和部分研究生代表参加典礼和交流
会。

姚期智院长在毕业典礼上致欢迎
辞，并寄语交叉信息全体同学。姚期智
院长在肯定每一位毕业生四年里学有所
成的同时，也对同学们的未来寄予更高
期望——做最好的自己。姚院士指出，

同学们的道路选择可以是多元的，但希
望“绝大多数选择做一些对于整个人类
社会有所贡献的事情，能够使我们的中
国更加强大，在文化上更加沉着”。同
时他也强调，做最好的自己不仅是在
工作上做到最好，也应把公德心放在心
中，在品德道德上也做最好的自己。

郑力教授在致辞中称赞毕业收获季对
于姚班而言“是一个值得狂欢的季节”
，因为“同学们和姚先生一起共同创造
了姚班的品牌、创造了崭新的历史”。
郑教授代表教务处感谢姚先生对教育的
投入和付出。展望毕业之后的人生之
路，郑力教授期望大家铭记姚先生的教
诲“做最好的自己”，延续辉煌。

分配公平（Maximin Share Guarantee）
的不可能性。这一结论颠覆了长久以来
的学术猜想。另一方面，论文首次提出
了解决最大最小分配的近似公平方案，
该解决方案可以直接应用于许多现实应
用中，如遗产分配、离婚财产分配等。
 ACM计算经济学国际学术大会始创于1999
年，是计算机领域的权威顶级会议。本
年度该大会共邀请了来自全球各地计算
机领域和经济学领域的顶尖学者300余人

参加。包括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斯坦福及哈佛大学双聘教授Alvin 
Roth，拍卖理论创始人、美国科学院院
士、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Milgrom，美
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康奈
尔大学教授Jon Kleinberg在内的多位顶
尖学者做了大会报告及交流。值得一提
的是，在本届大会接收的80篇论文中，
共有3篇来自中国大陆，其中两篇均出自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

典礼上还表彰了2014届清华大学交叉
信息院优秀毕业生、2013-2014年度Yao 

Award获奖者以及交叉信息院优秀学生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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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震、尹璋琦老师为2014学年优秀学生干部颁奖
（左起：王栋、范顺豪、李艺；
右起：王国赛、李成涛、夏雨）

徐葳老师为2014届交叉信息院优秀毕业生颁奖
（左起：高伟豪、皮一凡、魏凌宇；

右起：王君行、李成涛、吴成钢、吴翼）

在主题交流环节中，姚班毕业生代表
李成涛、研究生毕业生代表吴成钢分别
做主题发言，分享了自己在交叉信息院
的成长和收获，并对未来之路作了“厚
德长行”的展望。之后，毕业生代表分
别向姚期智院长赠送纪念品。

年度优秀学生干部代表范顺豪同学，
以姚班团总支的创新工作为主要框架，
以照片展示的形式与大家分享了我院

2013-2014学年开展的丰富多彩的学生活
动。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2014年毕业典礼
暨姚班主题交流会在清华老校歌中圆满
结束。本年度交叉信息院即将送走39名
毕业生，含姚班毕业生34人、博士毕业
生3人、硕士毕业生2人。教务处副处长
张文雪老师和部分毕业生家长也应邀参
加典礼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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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毕业生去向

2014年交叉信息研究院共有5名研究
生毕业，戚啸、宋浩和吴成钢3名毕业生
获得博士学位，严马可和陈衫2名毕业生
获得硕士学位。

2014届姚班学生共毕业34人，绝大部
分继续深造，留清华大学（包括交叉信
息研究院）读研12人，出国/出境深造18
人，4人选择就业。

2014研究生春游——京东大溶洞之行

2014年5月10日-11日，交叉信息院
的研究生同学们进行了为期2天的春游活
动。此次春游活动与博士生论坛联合举
办，很多来访学生也参与其中。所以本
次春游活动不仅增加了同学们的感情，
也让大家了解了不同领域的知识。

第一天早上 9点，同学们在校门
口集合，经过了2个小时的车程，到
达了北京市平谷区。午餐后，大家
来到了著名的京东大溶洞。京东大
溶洞发育于中元古界长城系高于庄
组白云岩地层，距今大约十五亿年，

由此号称“天下第一古洞”。洞内
全长2500余米，其中有100米水路。

文体活动

20%

20%60%

出国深造（Georgia Tech）

国内深造（清华大学交叉信

息院）

就业（广西选调生，

Facebook，深圳证券交易

所）

53%
35%

12%

出国/境深造（MIT, 
Princeton, CMU, Harvard
等）

国内深造（清华大学交叉

信息院、计算机系）

就业（Google美国总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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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内景观晶莹剔透，绚丽多彩，而且洞
内空气湿润，让人心旷神怡。同学们一
边观赏奇景一边赞叹大自然的神奇。
走100米的水路是要坐船的，6个人一
船。船上大家兴致勃勃，甚至有的人唱
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参观大溶洞
后，大家还在附近爬了山，锻炼身体

晚上吃过晚饭后，在会议室里举办
了院里今年的博士生论坛。论坛过后，
就是大家的休闲时间了。院里给大家准

备了烤肉需要的食材，很多人在农家院
里进行烧烤，还有一些人去玩桌游和麻
将。会议室还有卡拉OK，麦霸们纷纷点
歌，跃跃欲试。

虽然第二天因为下雨，没有去上湿地
公园，但大家并不介意。两天的春游活
动顺利的结束了。同学们在这两天里利
用难得的机会进行了各方面的交流。本
次春游活动集学与玩于一体，受到了广
泛的好评。

2014姚班春游——十渡之行

一年一度的姚班春游在5月18日进
行，共有39名同学和6名老师参加了此
次活动。早上八点半左右，大家集合完
毕，乘大巴出发去北京郊区的中国国家
AAAA景区和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十渡风景
区。

由于路程较远，到了的时候已经接

近中午。在午饭之前，同学们进行了划
竹筏的活动。划竹筏需两人配合，同学
们也没有什么经验，不过大家玩的很开
心。在河边的山上，还可以看到零星几
只山羊，这对于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同学
可十分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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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科20第一届图灵杯乒乓球比赛

5月25日，继上学年第一届图灵杯足
球赛，计科20班第一届图灵杯乒乓球赛
在紫荆气膜馆拉开帷幕。计科20班20余
名同学分别以参赛队长、参赛球员以及
裁判等角色投入到比赛中。

本届图灵杯乒乓球比赛吸引了孙逸
凡、万钧、徐方舟等18名球员参与其
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球员竞拍”
模式在本届比赛中投入使用。每位球员
根据乒乓球实力的高低都有各自的“价
格标签”，李竺霖、胡威、张放、夏雨
和艾雨青五位队长根据手中钱数以及所
需队员的实力对球员进行“竞拍”后组
队。

截止目前，本届图灵杯乒乓球比赛已
于5月25日和6月1日进行2场，暑假的来

临，让这次比赛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下学期开学，图灵杯乒乓球赛将继续火
热的开展下去。期待计科20队长及球员
的精彩表现！

午饭过后，大家到了仙西山。天气
炎热，但同学们爬山速度很快，不久就
到了山顶。山顶的亭子里，有几名游客
带着宠物狗爬到了山顶，那只狗气喘吁
吁，不时地喝水，像同学们一样，简直
累成狗了。刘佳老师不甘示弱，随着同
学们一起到达了山顶。    

下山之后，大家乘车前往拒马河乐
园。短暂停留过后，踏上返程。大家在
学校附近的饭店吃了自助餐。大家表示
晚饭弥补了午饭的遗憾。之后同学们结
伴步行回到学校。

这次春游给了同学们一次学习之余的

放松机会，在此也感谢活动组织者的付
出。期望秋游活动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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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交叉
研3班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3级
比较、高教、成教、职教硕士班的20名
同学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展了春游联
谊活动。大家在领略公园春色的同时，
也就各自的专业、学习和爱好进行了交
流。

“旋转木马”、“007”、“一块和
五毛”和“两人三脚”等游戏让大家快
速的熟悉了彼此，“真心话”、“大冒
险”和才华展示等惩罚措施更是让交流

气氛热闹起来。大家一起游戏，互相监
督惩罚，度过了一个十分开心的下午。
晚上，大家乘车去北京师范大学就餐，
并在北师大同学的带领下，游览了北师
大校园。

本次活动，在两校班委的共同协调
下，进行的相当成功，给同学们提供了
一个课外交流、结交朋友、娱乐放松的
平台。在同学中也得到了不错的反映，
纷纷表示玩得很开心，会继续支持类似
活动。

交叉研2与北师奥体森林公园联谊会

学生风采
姚班成立团总支、学生代表联席会

6月26日下午2点，交叉信息院第一届
学生代表大会在清华学堂102举行。本次
会议旨在回顾总结2013至2014学年度姚
班团总支工作，成立交叉信息院姚班团
总支、学生代表联席会（简称姚班联席
会），并选举确定首届姚班联席会主席
团成员。会议由李竺霖同学主持。

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本次大会拉开
帷幕。首先，上一届姚班团总支常务副
书记范顺豪同学对去年姚班团总支开展
的工作内容做了简要地回顾与总结，他
分享了自己在姚班团总支的工作和成长
心得，并向首届姚班联席会提出了期望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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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姚班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在缓
缓响起的清华大学老校歌歌声中圆满结
束。

首届姚班联席会的成立，是姚班学生
参与院学生活动积极度和主动性提高的
重要体现，不仅增强了姚班内部同学之
间的交流与沟通，也提高了姚班同学参
与学生工作的热情和方法。新一届的主
席团成员纷纷表示将不负众望，为姚班
的学生工作尽心尽力。

本次会议共有姚班各年级学生代表近
30人参与投票，姚班班主任、院学生工
作办公室相关老师及辅导员出席会议并

致辞。

范顺豪同学就上一届姚班团总支工作进行总结

副主席候选人做竞选演讲



姚班辅导员、研究生助管述职答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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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代表投票及公开唱票

6月3日下午，交叉信息院姚班辅导员
和研究生助管述职会在FIT楼1-203-5举
行。计科00、10班辅导员顾钊铨、姚班
党建辅导员、计科20辅导员何昊青、姚
班预备辅导员王国赛、研究生德育助理
黄棱潇、研究生实践就业助理王栋和研

究生新生助理杨茜参加了此次述职，从
学生党组织建设、学生骨干培养、班级
建设和思想工作等几个方面总结了2013-
2014学年的工作。



交叉信息院姚班项目主任黄隆波老
师、计科30班主任尹璋琦老师、院学生
工作办公室相关老师共同出席了此次述
职会。述职会上，各位老师对几位辅导
员和助管的述职内容进行提问和打分；
述职环节结束后，还共同就姚班集体建
设、本研工作一体化等议题进行了讨

论。此次述职答辩会，不仅是对院学生
工作本学年的梳理和总结，也为此后的
学生工作交流搭建了经验交流和自省自
励的平台。

“A Swift and Brutal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要我说，全世界
不会有更难的课了，仅此一年，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它的中文名字叫“计算
机入门”。”
                          ——陈力坤

“园子里的四年，看到了独一无二
的风景，结交了出类拔萃的朋友，走过
了独一无二的旅程。当初由于种种阴差
阳错走入计科00，现在看来是我做过
最棒的决定。很难再有这样的四年，因
为这么出色的你们我恐怕是再也遇不到
了。”
                           ——杨鑫

“记得不会踢球的我来到球场上就成
为了守门员，第一场新生杯就屠杀对面
8:0。想说昨天德国就像大一的我们，但
他们没有大一的成哥，没人能单场进6个
球。”
                         ——何博硕

“众人皆醉我独醒，只可惜不过是被
迫醒着，满满的离愁。四年匆匆始终，
再见207A，再见计科00，再见清华，我
爱你们。”
                           ——吴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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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风采——计科00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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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来，我们紫荆2#205的每个人，都有着光明的前途。”
                                                              ——李昕泽

“听说散伙饭大家抱在一起哭，要知道，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也有个逗逼，朝
着西面，泪水打转。”
                                                                ——吴翼

“在我的生命里遇到你们每一个人，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谢谢你们，我爱你
们每一个人。”
                                                              ——何博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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