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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最重要

的任务就是能够发

现自己的兴趣和自

己的能力所在。” 

——姚期智 

2014，马到成功！ 

清华大学 

交叉信息研究院 

♪FIT 楼 

♪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 

♪蒙民伟科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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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代表团访问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      

2013 年 1 月 28 日，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率代表团应邀访问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副校长姜胜耀会

见来宾，并就深化双边校际合作交换意见。国际处副处长夏广志陪同会见。 

 

 

 

 

 

 

 

 

 

 

【清华计算机科学实验班首席教授姚期智带队参加计算机学科研

讨会并作示范课演示】 

姚期智院士介绍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情况 

        2013 年 4 月 13 日，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简称

“姚班”）首席教授姚期智院士与 4 位清华“姚班”学生代表

出席了由上海交大承办的 2013 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

验计划”——计算机科学研讨会。   

         姚期智从培养目标和理念、招生和培养模式、特色

课程设置、国际化师资团队和培养成果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清华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情况，充分展示了实验班自创办

以来在培养领跑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各项举措、培养成效和影

响力。同时，姚期智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将

对国内计算机科学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和改变给予了极高的肯定

和期待。 

        在高校示范课程环节，姚期智全英文讲授了 An Expedition 

into Modern Cryptography 示范课程，让在场师生切身感清华计

算机科学试验班的授课模式和课堂氛围。 

清华“姚班”学生代表在会上畅谈学习感受和收获 参会人员合影 

        来访期间，沈祖尧教授一行与交叉信息院院长姚期智院

士等座谈交流，探讨双方在大数据（Big Data）、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等领域开拓新的合作机会，并参观了量

子信息中心实验室。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徐扬生教授、程伯

中教授，以及蒙美玲教授、吕自成教授等陪同来访。 

自 2010 年成立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

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以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作为

联合中心的清华方承担单位，一直致力于与香港中文大学各

院系、研究院建立并拓展良好的科研合作关系，推进师资交

流及学生交换活动，取得了积极进展。 

焦点新闻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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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期智院士出席“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2013 年工作会议并做报告】 

4 月 17 日上午，清华学堂人次培养计划 2013 年工作会议在清华学堂 201 会议室召开。副校长袁驷，数

学班首席教授肖杰、物理班首席教授朱邦芬、化学班首席教授张希、生命科学班首席教授施一公、计算机科

学实验班首席教授姚期智、钱学森力学班首席教授郑泉水以及各班项目主任张友金、李士群、刘东升、刘

栋、徐佳、朱克勤等参加会议。教务处副处长张文雪主持会议。 

袁驷副校长、姚期智院士、教研院博士生陆一、各学科首席和项目主任及张文雪老师分别进行了发言。

姚期智院士作了《清华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创新型学术人才培养之改革与实践》的报告，介绍计算机科学实

验班的三个创新点：创建了强化基础、探索前沿的知识体系；创新了深耕精耕、启迪思维的育人模式；开拓

了大师引领、自我超越的成才途径。姚期智还介绍了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从五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的情况：推

陈出新，重建知识体系；汇聚名师，推进大师教学；精耕细作，创新教学方式；学贯中西，融入国际前沿；

知行合一，感悟行业潮流。 

【交叉信息院举办 2013 年姚班新生导引项目启动仪式】 

2013 年 10 月 24 日下午，交叉信息院举办 2013 年姚班

新生导引项目启动仪式。交叉信息院院长、姚班首席教师姚

期智院士，姚班项目主任黄隆波助理教授，新生班班主任、

辅导员、2013 年新生导引项目指导教师以及计科 30 班全体

同学共同参加了此次启动仪式。 

姚期智院士在启动仪式上亲自为我院 9 位指导教师颁发

聘书，并饶有兴致地与同学们分享他当年的大一生活，时下

计算机科学的热门方向等。此次交叉信息院新生导引项目依

托清华大学新生引导项目，联合清华大学新百年领军计划，

与姚班 1+1 导师制相对接，选聘常秀英、Gerard de Melo、

Mile Gu、Alioscia Hamma、宋祎璞、孙麓岩、翁文康、张

静宁、徐葳等 9 名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教师组成项目指导教

师团队，并选拔新生班辅导员担任项目助理，旨在帮助新生

更快、更好地适应大学学习生活。 

 

 

 

 

 

 

 

 

 

 

 

 

 

 

 

 

 

 

 

 

 

 

 

 

 

姚期智院士出席启动仪式并与同学们亲切交流 

徐
葳
老
师
与
李
辰
星
同
学
分
别
进
行
交
流
发
言 姚班计科 30 新生导引项目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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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路明教授介绍交叉信息院现状及规划             孙麓岩副教授（右）介绍超导实验室运行情况 

【我院姚班吴佳俊全票荣获 2013 年清华本科生特等奖学金】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下午，2013 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答辩会在主楼后厅举行。经过院系推荐、校

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初评等环节，共有 15 位候选人入围当天的答辩展示环节。交叉信息院姚班

计科 00 班吴佳俊同学全票通过、荣获 2013 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校长陈吉宁，校党委副书记、奖

助学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史宗恺出席答辩会。 

当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吴佳俊和他的介绍人——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院士共同走上

讲台的时候，现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介绍中，姚期智表示，虽然中国在教育方面的一些缺陷常被批

评，但我们仍要有自信，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的竞争中是毫不逊色的。姚期智称赞吴佳俊在科研方面取得的

成绩媲美博士生，而吴佳俊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他认为，良好的课业成绩是科研工作的基础，完成

课程要求所需要的踏实、认真的品质也是科研工作的根本。 

经过长达 3个多小时的答辩展示和 16 位评委的投票，确定了答辩成绩前 10 名的同学。 

【交叉信息院正式进驻蒙民伟科技大楼】 

2014 年 1 月 6 日上午，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启用仪式在蒙民伟科技大楼二层会议厅举行。清华大学

校长陈吉宁，副校长兼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姜胜耀，原常务副校长杨家庆，信兴集团副主席、信兴教育及慈善

基金主席蒙德扬，信兴教育及慈善基金副主席张敏仪，以及交叉信息院等入驻单位的师生代表出席仪式。姜

胜耀主持启用仪式。 

揭牌仪式结束后，蒙德扬先生一行参观了入驻蒙民伟科技大楼的部分高科技团队的实验室。交叉信息院

姚期智讲座教授、量子信息中心副主任段路明教授介绍了我院在蒙民伟科技大楼的实验室建设规划，包括网

络系统实验室、百级/千级超净间实验室、超导实验室等。在改造建成的交叉信息院超导实验室，陈吉宁校

长、蒙德扬先生与孙麓岩副教授等师生深入交流，询问实验室运行情况。 

 

 

 

 

 

 

 

 

 

 

 

 

 

 

 

姚期智院士介绍吴佳俊的情况                                                       吴佳俊同学正在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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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蒙德扬先生还与交叉信息院姚班计科 00 班的吴佳俊同学亲切交谈，对于他本科阶段取得的科研成

果以及所获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的荣誉深表赞赏。 

交叉信息院于 2013 年 10 月正式进驻蒙民伟科技大楼，规划中的实验室涵盖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学科的

多个前沿领域，极大改善了我院现有的教学科研条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与技术创新，为我院推进学科建

设、学术科研与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持。 

【Nature Physics 聚焦交叉信息院量子信息研究最新成果】 

交叉信息院 Giulio Chiribella 副教授与在读 2013 级博士研究生杨宇翔及姚期智教授近期在海森堡极限中

的量子复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论文 Quantum replication at the Heisenberg limit 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发表在

《自然》子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量子非克隆定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一，该项研究在非克隆定理的框架下考虑了概率性量子克隆问题。

此研究论文提出了一类最优的概率性克隆方法，它们的效率和精度都远高于传统的确定性量子克隆方法。文

章同时证明，若想取得这种效率和精度上的飞跃，概率性克隆方法的成功率必须保持很低的水平。另一方

面，该研究还给出了一系列有关量子克隆效率和概率性量子测量的边界，并由此将量子克隆和量子测量联系

在一起，对于量子理论的基础研究有重要创新意义。 

此项研究成果引发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1 月 5日，《自然·物理学》(Nature Physics)发表题为 Quantum 

information: The occasional super clock-cloner 的学术评论文章对此进行讨论。文章认为，此研究成果中的“超

复制”让我们重新审视非克隆定律，超级复制是通过获取某个事物的若干副本，制造出大量成倍的近乎完美

的复制品，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很低的成功率。文章作者 John Calsamiglia 教授进一步指出，Giulio 

Chiribella 及其同事提出一套惊人的机制，很有可能会推进量子信息理论方面的基础研究，引发学术界对于量

子信息学中“不可能”与“小概率”之关系的深入思考。 

此项研究成果得到国家 973 重大科学问题导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交叉信息院联合加盟在线教育 edX 将建我国在线教育平台】 

北京时间 5 月 21 日晚 7时，清华大学与美国在线教育平台 edX 同时宣布，清华大学正式加盟 edX，成为

edX 的首批亚洲高校成员之一。未来，清华大学将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在线教育平台，进一步拓展在线教育模

式，大力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和共享，为社会提供更为广泛的教育服务。 

清华大学针对在线教育开展了

多方面的工作。清华交叉信息研究

院、计算机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研

究院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大规模

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深入研究教

与学的规律，促进先进计算和网络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提升学生的学

习质量和学习效率。交叉信息研究

院前期也引进了 edX 平台上伯克利

加州大学的“云计算与软件工程”

的网络开放课程，并依据清华教学特色、针对学生特点进行了再次开发。借助加入 edX 在线教育平台这一契

机，清华大学将全面推动课程教学改革，作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试点，清华将开发 30 门新一代在线课程。自

2013 年秋季学期开始，姚班课程《云计算与软件工程》结合在线教育模式与课堂教育模式，率先引入新型的 

“翻转课堂”（SPOC）教学模式。 

据悉，此次新加入 edX 的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韩国首

尔国立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等 15 所著名高等学府。至此，共有 27 所大学加入 e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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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Talents 

【2013 年交叉信息院招生和毕业情况】 

        2013 年，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共招收 30 名学生，其中 4 人选拔自奥数冬令营，2 人选拔自物理

总决赛，1 人通过高考高分选拔，23 人选拔自清华大学二次招生。同年，交叉信息研究院共招收 34 名博士

研究生和 9名硕士研究生。 

        2013 届姚班学生共毕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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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

出国/出境 10 人，其他 4 人选择就业。同年共有 4 名研究生毕业，梁宏宇、唐邦晟、王晨谷和吴辰晔 4 名毕

业生获得博士学位。 

【2013 年交叉信息院论文发表和获奖情况】 

        从 2004级到 2011级，139 名姚班学生在本科期间发表的论文有 85篇记录在册。本年度，姚班 2010 级

汪一宁以第一作者身份参加机器学习领域的顶级会议 COLT2013 作论文宣讲，发表论文总数达 6 篇；姚班

2010 级吴佳俊受邀担任计算机视觉国际顶级会议 IEEE 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CVPR2014）的学

生审稿人，发表论文 4 篇，另有在投论文 4 篇。 

绝大部分姚班学生从本科入学前开始，就一直是国内外计算机领域的一流竞赛的活跃分子，在各类竞

赛中斩获奖项无数，且都是以金奖、一等奖居多。如 ACM 国际程序设计大赛等，姚班每年都会有学生参

赛，获奖率 100%，成绩非常突出。 

姚班学生 2013 年度竞赛获奖统计 

序号 姓名 获奖时间 获奖奖项 授予单位 

1 吴    翼（计科 00） 2013.7 
ACM/ICPC World Finals (Rank 12th, 

Bronze Medal) 

ACM-ICPC 大学生程

序设计竞赛组织委员

会 

2 蒋    宁（计科 00） 2013.7 RoboCup 机器人足球赛人型组第三名 RoboCup 

3 巢    睿（计科 10） 2013.2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MCM/ICM 

4 郝天一（计科 00） 2013.4 

Gomocup 2013 – The gomoku AI 

programming tournament，Freestyle 

game 组第 10 名，Fastgame 组第 9

名，Standard game 组第 6 名 

Gomocup 2013 

5 谭子涵（计科 10） 2013.5 
中国青年桥牌锦标赛 20 岁以下组

别，代表北京参赛，银牌 
中国桥牌协会 

6 邝仲弘（计科 10） 2013.2 
MCM&ICM：Forecasting the earth’s 

health，二等奖 
MCM/ICM 

7 王钦石（计科 20） 2013.7 ACM/IPCM，成都站冠军 ACM-IPCM 

8 夏    雨（计科 20） 2013.3-7 第二届校园优化创意时间赛，三等奖 清华大学 

9 鞠    安（计科 20） 2013.2 全美数学建模比赛，二等奖 MCM/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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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信息院 2013 年度其他荣誉获奖统计 

序号 姓名 获奖时间 获奖奖项 授予单位 

1 赵锦煦（计科 20） 2013.4 清华大学马杯男子乙组三级跳远第 2 名 清华大学 

2 交叉信息院 2013.4 
清华大学马杯男子 4*100 米接力 

乙组第 6 名 
清华大学 

3 贾志豪（计科 00） 2013.7 2013 年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 北京市教委 

4 吴辰晔（交叉研） 2013.7 2013 年北京地区优秀毕业生 北京市教委 

5 贾志豪（计科 00） 2013.7 2013 年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 清华大学 

6 

戴元熙（计科 00） 

毛杰明（计科 00） 

车正平（计科 00） 

2013.7 2013 年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 清华大学 

7 黄维然（交叉研 2） 2013.11 2012-2013 学年度优秀学生干部 清华大学 

8 吴佳俊（计科 10） 2013.11 2013 年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 清华大学 

9 顾钊铨（交叉研） 2013.12 
2012-2013 学年度清华大学一二•九辅

导员奖 
清华大学 

10 顾钊铨（交叉研） 2013.12 2013 年博士生必修社会实践一等奖 清华大学 

11 交叉信息院 2013.12 2013 年博士生必修实践优秀组织奖 清华大学 

 

【交叉信息院开展 2013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宣讲会】 

2013 年 4 月 12 日和 17 日，交叉信息院分别举办 2013 年计算机科学和物

理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招生宣讲会。宣讲会由交叉信息院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

两大学科的核心教师组织，以报告和 Q&A 的形式进行，旨在增进同学们对交

叉信息研究院及相关学科前沿研究动态的了解，提前预热外院系同学与教师之

间的互动交流。活动吸引数十名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参加。 

徐葳、黄隆波、唐平中、杨升浩、曾坚阳等 5 位海归教师组成计算机学科

博士生导师团，结合具体的科研实例分别向同学们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方向。朱

力欧·克贝拉（Giulio Chiribella）、金奇奂（Kihwan Kim）、马雄峰、吴浩铮

及尹璋琦等 5 位教师参加了宣讲会，并分别与参会同学分享自己的研究兴趣、

科研经历及感悟。 

交叉信息院“2013 年计算机学科和物理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将分别于 2013 年 5 月 11-12 日及

18-19 日举办。今年的夏令营将通过院系介绍、导师见面、参观和交流等形式促进中国高校计算机学科和物理

学科优秀大学生的互动交流，增强科研兴趣，拓展学术视野，明确研究方向。夏令营期间还将重点开展 2014

年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的选拔工作。 

【交叉信息院举办 2013 年计算机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2013 年 5 月 11-12 日，交叉信息院在清华学堂举办了为期两天的 2013 年计算机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

动。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 68 名同学参加了夏

令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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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徐葳、黄隆波、Periklis Papakonstantinou、

唐平中、Iddo Tzameret、华强胜、徐佳、杨升浩、曾

坚阳等十位海归教师组成计算机学科博士生导师团，

全英文介绍各自的研究方向，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研

究兴趣与科研经历。 

此次夏令营在清华学堂举办，入营同学们深切感

受了百年清华的学术传统。营期内开展了院内展示、

博士生导师宣讲、学术交流等一系列活动，增进了各

大高校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加深同学们对前沿科学

的了解，增强科研兴趣，明确研究方向。 

【交叉信息院举办 2013 年物理学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2013 年 5 月 18 日，交叉信息院 2013 年物理学

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在清华学堂举行。为期两天的

夏令营活动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

46 名学生参加。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院长姚期智院

士致开营辞，密西根大学费米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姚

期智讲座教授段路明主持开营仪式并作首场报告。 

今年的夏令营选址清华学堂，使入营的学生

更加深切感受到百年清华的学术传统，深入浅出

的专题报告、积极热烈的互动交流以及实验室参

观等一系列活动形式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夏令营活动增进了各大高校同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加

深了同学们对学科前沿的了解，拓展学术视野，明确研究方向。 

【清华开放日 姚班咨询忙】 

4 月 20 日上午，2013 年“清华大学校园开放日暨招

生信息交流会”在大礼堂和清华学堂周边拉开帷幕。来

自交叉信息院招生工作组的老师和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姚班）大四年级的优秀学生共同组成招生咨询小组，

与众多考生和家长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一如既往吸引了

广泛关注。 

今年的姚班招生咨询吸引了众多热爱计算机科学的

优秀学生，以兴趣为导向的势头喜人。考生和家长普遍

关心的焦点仍然是姚班的生源选拔标准和方式，以及姚

班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国际化培养平台、毕业去向

等。 

作为清华大学“清华学堂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下规模最大的学堂班，姚班以其成熟的办学经验、高端的

培养模式和国际化的培养环境，广受社会关注，姚班招生工作更一直是广大考生关注的焦点。期待越来越多

的优秀青年学子加入姚班，筑梦计算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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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友返校 感受发展 献礼校庆】 

2013 年 4 月 28 日清晨，整个清华园洋溢着校庆的喜悦，交叉信息院师生在 FIT 楼一层大厅设迎宾台，

热情欢迎院友返校，与在校学子共庆母校生日。 

校庆日下午，以“清华梦·科技路”为主题的返校院友-在校生交流会在清华学堂 112 教室举行，数名学

界和业界的校友与到场同学齐聚一堂，以座谈会的形式开展交流活动。返院校友为学弟学妹们讲述了求学、

工作、成长的心路历程。作为交叉信息院校庆日校友返校系列活动之一，此次交流会不仅向毕业校友展示了

交叉信息院的快速发展，也为在校学子与毕业院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反

响热烈。 

本年度校庆日校友返校系列活动还设计了校园参观、校友访

谈、联谊聚餐等环节，由交叉信息院姚班团总支和院研究生分会

联合承办，得到十数位志愿者的热情支持。 

 

【交叉信息院举行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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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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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上还表彰了 2013 届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优秀毕业生、2012-2013 年度“姚奖学金”（Yao 

Award）获奖者及优秀学生干部。交流环节上，本科毕业生代表贾志豪、研究生毕业生代表唐邦晟分别

做主题发言。年度“姚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吴佳俊、本科生代表贾永政和研究生代表吴辰晔分别

进行了风采展示。 

【交叉信息院 2013 年研究生学术新秀评选结果揭晓】 

经交叉信息院“学术新秀”奖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定以及院内评

选公示后，我院第一届“学术新秀”名单于近日揭晓。交叉研 1 班

的祖充、宋浩 、顾钊铨 三位同学获得了 2013 年交叉信息研究院

“学术新秀”荣誉称号。其中，祖充同学还作为我院推荐的候选

人，成功入围 2013 年清华大学“学术新秀”提名奖。本次“学术新

秀”评选，旨在鼓励学生们科研与学习的积极性，推动院里的学术

水平。 

 

【交叉信息院学习科创沙龙圆满举行 新老师生共秀学习科创梦想】 

9 月 8 日晚，交叉信息研究院姚班团总支学习科创组主办的学习科创沙龙活动在四教 4101 举行。 

姚班项目主任、助理教授黄隆波老师致精彩开场白，对新生提出了三点希望：希望大家在四年的大学学

习中打下坚实的基础，能够创新，能够珍惜身边的同学和师兄师姐。黄老师特别强调，四年大学生活，最重

要的是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这也是他对新生最大的期望。院姚班教务张燕老

师为计科 30 新生就选课、学籍管理等一些问题作了相关指导。之后，四位来自姚班不同年级的演讲嘉宾，包

括计科 00 吴佳俊、计科 10 闫宇、计科 10 李茳淼以及计科 20 夏雨，分别为计科 30 全体新生及现场其他姚班

同学分享了他们在学习科创方面的相关经验心得。 

这次活动，是交叉信息研究院姚班团总支为新生准备的一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为新生提供学习和科研方

面的经验，帮助他们做出学术道路的选择。 

 

 

 

 

 

 

 

 

【“姚班”迎来 2013 级新主人】 

8 月 21 日，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2013 年迎新暨二次招生工作顺利启动，“姚班”迎来又

一级新主人。 

今年姚班二次招生工作一如既往吸引了近 200 名新生的踊跃报名。交叉信息院院长、姚班首席教授、图

灵奖得主姚期智院士全程参与宣讲及二招面试。在 21 日晚上的于清华学堂举办的姚班二次招生宣讲会上，姚

期智院士介绍了姚班的办学理念和培养模式，提到了姚班人的历史使命与学术情怀，鼓励新生开拓视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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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尝试，最重要的是在大学四年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为自己

学习，为国家奉献。宣讲之后，姚先生亲自与新生和家长展

开互动问答，帮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姚班。交叉信息院姚期

智讲座教授段路明教授、副教授 Giulio Chiribella、助理教授

Iddo Tzameret 也结合各自的研究兴趣及所开设课程做了宣讲

报告，姚班计科 20 班班主任、助理教授华强胜还特别做了

新生导引宣讲。 

经过 22 日的笔试和 23 日的面试，30 名优秀新生共同组

建了“姚班”开班以来第 10 个班集体“计科 30”班。 

【交叉信息院 2013 年开学典礼圆满举行】 

2013 年 9 月 14 日下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 2013 年开学典礼在信息技术大楼多功能厅举行。交叉

信息院院长姚期智院士、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郑力教授出席典礼并致辞。院讲席教授储枫、教务处副处长张

文雪、院教师代表、老生代表等近百人参加典礼。本年度交叉信息院共迎来 2013 级 30 名本科生新生和 43 名

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由 2013 级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班主任尹璋琦老师主持。 

交叉信息院院长姚期智院士在典礼上致辞并寄语新生。教务处处长郑力教授在典礼上做总结致辞。交叉

信息院姚班项目主任、助理教授黄隆波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向新生提出了期许。交叉信息院外籍教师代表 Prof. 

Chiribella Giulio 也在典礼上发言。本科生新生代表纪越和研究生新生代表何昊青分别代表本科生新生和研究

生新生发言。在新生的发言之后，本科生老生代表计科 10 班汤达同学和研究生老生代表祖充同学发言，代表

老生们向交叉信息院这个大家庭的新成员们表达了自己的祝福和嘱托。 

交叉信息院 2013 年开学典礼，代表着交叉信息院走向了又一个新的起点，向着新学年的新目标进发。 

 

 

 

 

 

 

 

 

 

 

【交叉信息院举办 2013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 

2013 年 9 月 13 日晚，清华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张小平老师应

邀在学堂 102 为交叉信息院 2013 级全体新生进行党课教育。计科 30

班 30 位新生本科生和交叉研 3班 43 位新生研究生共同参加了此次党

课教育活动。 

今年我院 43名研究生在 8 月 27 日入学报到后，参与了多项院里

的新生入学教育活动，如院姚班项目主任黄隆波助理教授的学术道

德规范讲座、校就业指导中心金蕾莅老师的职业生涯讲座、导师见

面会、安全教育和团队训练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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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信息院师资队伍由全职教师、博士后、讲席教授、兼职教授和访问教授等近百名教师组成。 

全职教师按照教师分系列管理模式分为教研系列（Tenure-track）和研究系列。2013 年教研系列师资 21

人，研究系列师资 6 人。 

2013 年我院聘任的兼职客座教授达 21 人，其中荣誉教授 1 人（姚期智讲座教授），讲席教授 11 人，兼

职教授 9 人。此外，出站博士后 4 人，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和选拔国际一流大学的优秀博士毕业生 2 人进站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13 年度新入职教师】 

                                                                         

                                                                         

                                  

                                 

队伍建设 

Team 
【2013 年交叉信息院队伍建设概况】 

顾麦然（Nov.） 

助理教授 

Quantum Information Theory, 

Complexity and Emergence, 
Quantum Foundations 

 

Gerard de Melo（Sep.） 

助理教授 

Web 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

习 

 

徐葳（Mar.） 

助理教授 

分布式计算，云计算，系统监控与调

试，大数据，数据中心网络 

宋祎璞（Mar.） 

副研究员 

自旋比特量子操作，高灵敏量子信息

读取技术，纳米自旋电子器件 

 

常秀英（Jul.） 

助理研究员 

 

张静宁（Jul.） 

助理研究员 

 

孙麓岩（Sep.） 

副教授 

基于超导的量子计算 

翁文康（Sep.） 

助理教授 

量子信息论，凝聚态物理，机子动力

学，物理学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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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信息研究院承担了计算机科学和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项目 2 项，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项目 16 项，在安全计算学、全量子网络等课题上取得

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在计算理论与算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13 年交叉信息院量子信息中心的科研实验成果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尤其在海森堡极限中的量子复

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发表在《自然》子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此项研究成果由 Giulio Chiribella 副

教授与在读 2013 级博士研究生杨宇翔及姚期智教授共同完成，引发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自然•物理学》

(Nature Physics)发表专题学术评论文章对此进行讨论。文章认为，此研究成果中的“超复制”让我们重新审

视非克隆定律，Giulio Chiribella 及其同事提出一套惊人的机制，很有可能会推进量子信息理论方面的基础研

究，引发学术界对于量子信息学中“不可能”与“小概率”之关系的深入思考。此外，本年度量子信息研究

组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顶级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近 40 篇。 

截至 2013 年 12 月，交叉信息院计算机科学研究组已在领域前四名的顶级国际会议（STOC, FOCS, 

CCC, SODA）上发表 27 篇论文，在密码学领域三大会议（Crypto, Eurocrypt, Asiacrypt）上发表论文 14

篇，成果与世界排名前十的一流高校相匹敌。 

 

 

 

 

科研攻关 
Academy 

【2013 年科研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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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以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已成功举办十几届有分量的国际学

术会议，吸引了信息科学领域众多一流专家学者，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赢得海内外与会者和国际计算机科

学领域的高度评价。 

2013 年 1 月 21-25 日，交叉信息院成功举办顶级国际会议第十六届量子信息处理国际会议

（QIP2013），来自中国、美国、瑞士等多国的 300 余位学者参加为期五天的研讨，既展示了中国在国际量子

信息领域的发展地位，更为国内青年学子零距离触碰前沿创造了绝佳机会。12 月 9-13 日，交叉信息院举办

“量子计量学、交互理论和因果结构研讨会”，特邀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 18 位学者做主题报

告，主题涵盖概率量子计量学、海森堡极限中的量子复制、费雪信息量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交叉信息院建立了两大国际学术会议品牌并成功将之推向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国际

学术影响力，包括理论计算机科学明日之星交流会（CTW）和计算机科学创新研讨会（ICS）。理论计算机

科学明日之星交流会旨在为领域内的博士生提供一个讨论与交流各自科研见解的平台。论坛的演讲涉及理论

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最前沿、最富挑战性的方向和问题，演讲人在理论上所作的探索已成为引领世界理论计算

机科学发展的重要风向标。2007 年至 2010 年，交叉信息院成功举办了四届 CTW 论坛，在国际知名高校博士

生中享誉口碑，从第五届（CTW2011）开始，此会已成功走出国门，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延续其学术影响力。

计算机科学创新研讨会不仅是交叉信息院创办的首届国际学术会议，还是中国创办并主办的首届计算机科学

领域的高级别会议，在此之前，还没有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高级别会议在中国乃至亚洲召开过，ICS 会议开创

了先河。2012 年起，ICS 研讨会更名理论计算机科学创新研讨会（ITCS），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ITCS2012）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ITCS2013）延续其领域国际影响力。 

1.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13（QIP2013） 

会议名称： 第十六届量子信息处理国际会议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13 - QIP 2013) 

会议时间： 2013 年 01月 21 日—25 日  

会议地点：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会议简介： 

量子信息科学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巨大发展，它联系多个科学领域，其中包括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

和信息技术。量子信息处理国际会议是量子信息领域内的顶级国际会议，于 1998 年首次由丹麦奥胡斯大学的

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院（Basic Research in Computer Science）举办，每年召开一次，至今共召开了 15 届。

2013 年是该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大会的成功召开既展示了中国在国际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地位，更为国内

青年学子零距离触碰领域前沿创造了绝佳机会。大会议题涵盖量子计算的理论问题、量子密码相关领域的热

点议题以及其他延伸涉及的物理相关领域的研究问题，邀请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美国物理协会会士 John 

Preskill 教授在内的多位领域著名学者带来一系列精彩报告。 

特邀演讲人：（8人） 

 Fernando Brandão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Ronald de Wolf (荷兰国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阿姆斯特丹) 

 David DiVincenzo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Liang Jiang (耶鲁大学) 

 Stephen Jordan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Ben Reichardt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交流动态 

Exchange 【国际会议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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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esh Vazirani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omas Vidick (麻省理工学院) 

2. 量子计量学、交互理论和因果结构研讨会   

会议名称：量子计量学、交互理论和因果结构研讨会  

(The Workshop on Quantum Metrology, Interaction and Causal Structure) 

会议时间： 2013 年 12月 9 日—13 日  

会议地点：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大楼 

会议简介： 

量子信息理论是当代物理学中最令人着迷的一个研究领域，它不仅为量子力学基础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研

究视角，也为新信息技术带来了前景。此次研讨会旨在促进量子信息不同领域间的合作和交流，提高物理学

（涵盖理论和实验）和计算机科学领域学者的参与度和交叉面。 

此次会议特邀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 18 位学者做主题报告，吸引众多校内外量子信息领域

青年学子参加为期 5 天的研讨。会议由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主办，交叉信息院院长姚期智院士出席会议并致

开幕辞。 

特邀演讲人：（22 人） 

 Pablo Arrighi (Université Joseph Fourier, Grenoble)  

 Emili Bagan (Universitat Autònoma Barcelona) 

 Marco Bellini (National Institute of Optics, Florence) 

 Daniel Burgarth(Abeystith University) 

 Francesco Buscemi (University of Nagoya) 

 Giulio Chiribella (IIIS, Tsinghua University) 

 Bob Coecke (University of Oxford) 

 Luming Du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Runyao Duan (UTS Sydney) 

 Heng Fan (Institute of Physics, CAS) 

 Yuan Feng (UTS Sydney) 

 Marco Genoves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logical Research, Turin) 

 Masahito Hayashi (University of Nagoya) 

 Alioscia Hamma (IIIS, Tsinghua University) 

 Kihwan Kim (IIIS, Tsinghua University) 

 Ramon Muñoz-Tapia (Universitát Autonoma Barcelona) 

 Mio Murao (University of Tokyo) 

 Ho Tsang Ng (IIIS, Tsinghua University) 

 Shunlong Luo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 Sciences, CAS) 

 Ognyan Oreshkov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Carlo Ottaviani (University of York) 

 Masaki Owari (NTT,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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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交流】 

交叉信息研究院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访，营造国际化学术氛围，构建国际交流合作纽带。2004 年至 2013

年，交叉信息院共接待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知名学者 430 多人次，建立了高端学术讲座品牌“图灵讲座”。来

访学者在清华期间多方参与课程体系建设，并亲自授课、零距离指导学生科研，通过潜移默化、言传身教将

学生带向学术前沿。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和方法，来访学者积极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为交叉信息院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效率提供优化方

向。2013 年，共有 65位学者来访我院。 

交叉信息院建立了多层次、立体化的高端国际联合培养基地，制度化支持专项国际交流项目，定期选派

优秀学生出访交流参会，包括本科姚班学生大三集体赴港冬令营、大四全年科研实践、预研计划交流选拔、

顶级国际会议参会资助等。依托预研计划，交叉信息院选拔具有特殊潜力的优秀学生，施行个性化培养、因

材施教，预研生 100% 选派至欧美、澳洲、日本等一流高校交流访问；依托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与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密西根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建立的联合中心平

台，交叉信息院建立国际联合培养基地，接收方给予免学费并提供住宿的待遇，为学生国际化培养、接触科

研领域前沿、参与科研实践创造良好条件，鼓励学生在本科期间就收获学术论文成果。此外，交叉信息院也

资助学生参与 FOCS、IEEE INFOCOM 等高水准的国际会议。多元化的高端国际交流机会为学生拓展国际视

野、接触科研最前沿提供了便利条件。2013年，共有 27 名学生赴名校访问和 42 名学生出访不同国际会议。 

【紫荆花开 群星璀璨——记姚班计科 00 香港冬令营】 

2013 年 1 月 13 日，姚班计科 00 班的 34 名同学们集体抵达香港，开始为期 4 天的“ITCSC-INC 2013 

Winter School”冬令营交流访问。此次冬令营活动吸引了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地名校的优秀学生，可谓群星荟

萃。 

14 日上午，“ITCSC-INC 

2013 Winter School”开营仪

式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港中

大网络编码研究所主任、交叉

信息院兼职教授杨伟豪教授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杨教授对参

加冬令营的同学们表示欢迎，

简单介绍了 Winter School 的

历史和基本情况，并重点阐述了 Winter School 2013 的主题“computing with noisy data”，期待同学们

通过彼此的文化交流建立友谊。 

接下来的 3 天，冬令营营员们参加了“光谱图论”、“信息理论和信道编码定理”、“通过噪声进行数

据加密”等前沿领域的 3 场学术报告和 1 场教授座谈会。老师们独特的思维以及精彩的演讲，启发同学们全

新的视角，激发他们创新的

灵感；专家们迥异的学术经

历和感受，触动同学们勇攀

学术高峰的雄心壮志。静思

中，谈笑间，智慧之花在这

里雍容绽放。 

营期最后一天，举办方

安排了香港一日游活动。美

丽的香港，美丽的传说。随

着大巴车的一路奔驰，同学

们游遍了香港的著名景点。从青马大桥到紫荆广场，从太平山顶到浅水湾，从维多利亚港到星光大道，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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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耀眼的明珠，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夜幕降临时，夜空下的香港有如无数繁星陨落，覆盖在一片富丽的土

地上，灿烂辉煌。 

作为第七批赴港参加冬令营学术交流的大三本科生，谈论起此次香港之行，计科 00 同学们普遍表示这是

一次难忘的交流，不仅收获了知识、友谊，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勇气和决心。这决

心似紫荆花般灿烂，如星光般璀璨。自姚班开班以来，全体大三学生赴港参加冬令营交流活动已成为其培养

模式中的重要环节，至今已派出 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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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17 日上午 8 点，清华

大学交叉信息院姚班图灵杯首战暨表演

赛在北操展开争夺，交叉信息院足球队

以 7：6 险胜计科 20 足球队。姚期智院

长(Andrew Chi-Chih Yao)亲临现场观战

并为本场比赛开球，华强胜、徐佳等老

师也来到赛场助阵。赛后，姚先生亲自

为获胜的院队颁奖，并与双方队员和拉

拉队合影留念，比赛也在一片和谐中落

下了帷幕。 

 

【研究生春游十渡记】 

2013 年 3 月 23 日早晨，交叉信息研究院的部分研究生和老师前往十渡进行春游。经过了两个小时的

“长途跋涉”，大家抵达目的地并前往七渡孤山寨景区游览。孤山寨位于十渡风景名胜区七渡村南，因三座

孤立的山峰而得名。这次去孤山寨不仅爬了大、小孤山见识了

“一线天”，还体验了京郊最长的铁索晃桥。 

之后，大家前往大峡谷。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早年《西游

记》的拍摄场所——盘丝洞和五指山。峡谷中有很多怪石，有

雄鹰展翅，仙女拜佛，杏穿石，蘑菇石，蝎虎石，鹰嘴峰等

等。途中，在鸵鸟园和鹿园还看到了鸵鸟和鹿。 

本次活动是由我院研究生分会第一次自主组织的春游活

动，整个春游活动让同学们领略了大自然的魅力，锻炼了身

体，更增进了彼此的友谊。 

【风乎舞雩，咏而归——2013 姚班春游小记】 

2013 年 3 月，部分姚班本科生和老师一行 75

人，前往北京怀柔青龙峡和雁栖湖，览帝都之春

景，慨造化之神奇。 

        此次春游，同学们欣赏了青龙峡岩土的青山绿

水、石壁墨宝和雁栖湖的碧波荡漾、柔情静谧。同

时，在游览期间，还穿插了游戏和美味的农家饭。 

此次春游之行，沉浸在春景中，为同学们舒缓

了学习压力，也换了一个环境进行交流。 

走过三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将赏着动人的春

景，继续前行在计算机科学的道路上。 

 

 

师生风采 

Events 【图灵杯揭幕 交叉信息院院队险胜计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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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讲座活动实录】 

2013 年 4 月 19 日，交叉信息院开展党支部活动。应院研究生第二党支部邀请，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博

士、清华大学博士生实践服务团寒假宁德出行讲师毛佩瑾同学为大家做了“社会企业：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的报告。此次报告的主题是社会企业，内容涵盖社会管理的新模式、社会企业的概念、以福建 YBC 为例的社

会企业在中国的实践，以及政府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方式等。 

本次党支部活动也是一次班级活动，受到了广大同学的好评。与学院学术讲座不同的是，此次讲座主题

为公共管理，这让同学们在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包括民间人士和公益组织

等。此次讲座主要涉及的社会企业更是让同学们意识到为社会公平和关怀做出努力的重要性。总的来说，本

次活动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使同学们了解了社会企业，同时也激发了同学们对于公益活动的热情。有同学

表示，希望利用之后的五一假期参与“多背一公斤”等公益活动。 

【2013 年马约翰杯运动会我院健儿风采展示】 

2013 年 4 月 28 日，在清华大学迎来第 102 个生日之

时，马约翰杯体育运动会在春日的清晨中绽放开幕今年

是交叉信息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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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运动会在我院学

生工作教师、本科辅导员、研究生助管及学生干部的组

织和鼓励下，参赛报名踊跃，赛事成绩骄人，充分展示

了交叉信息院的风采。 

在 2012 年 4 月 27和 28日举行的马约翰杯运动会各

项比赛中，我院获得男子乙组三级跳远亚军、男子乙组

铁饼冠军等多项好成绩。 

2013 年马杯运动会交叉信息院运动员名次及成绩积分 

序号 运动员 比赛项目 名次 分数 

1 王子贺 男子乙组铁饼 第 1 名 24.15 

2 吴哲伦 男子乙组 400 米 第 5 名 56.1 

3 交叉信息 男子乙组 4*100 米接力 第 6 名 50.19 

4 赵锦煦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第 2 名 11.5 

5 石武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第 8 名 10.84 

总分 117.13 

【交叉信息院举办姚班团总支干部换届大会】 

2013 年 5 月 23日下午 4点，交叉信息院首届姚班团总支干部换届选举大会在清华学堂 112举行。本次会

议旨在回顾总结首届姚班团总支工作，选举确定第二届姚班团总支干部人选，同时加强交流，改进团总支工

作，力争开创学生工作新局面。 



 
21 

根据姚班团总支工作需要，新一届姚班团总支设立书记 1 名和分管不同部门的副书记 7 名。来自计科

00、10 和 20 的 8 位候选人参与了此次团总支干部的竞选。经我院教师、姚班辅导员及姚班团员代表的不记

名投票及公开唱票，计科 00 班的马瑞同学和计科 10 班的范顺豪同学分别当选新一届姚班团总支书记和常务

副书记。 

此次姚班团总支干部换届大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我院姚班团总支开展学生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调

动了姚班同学参与学生工作中的热情。新一届团总支学生干部纷纷表示将在学院老师的领导下，用自己的活

力、创造力和执行力为交叉信息院姚班团总支锦上添花。姚班各年级团员代表共近 40 人参与投票，姚班班主

任、学生工作相关老师、辅导员及计算机系团委书记参加换届选举大会并致辞。 

【交叉信息院举行本科生辅导员述职会】 

6 月 18 日下午，交叉信息院本科生辅导员述职会在 FIT 楼 1-222 举行。计科 10、00 班辅导员顾钊铨和计

科 90、20 班辅导员曹锐创参加了此次述职会，总结了 2012-2013 学年度的工作，着眼学生党组织建设、学生

骨干培养、团总支与班集体建设、思想工作和事务性工作等几个方面，结合姚班的特点，进行了述职。 

述职会上，院学生工作相关老师就两位辅导员的述职内容进行提问，交流了学生工作的经验和方法。此

次是交叉信息院第一次本科生辅导员述职考评会，旨在以评促建，进一步提高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使

我院辅导员工作更加细致、成熟。 

【2013 年研究生秋游之张裕爱斐堡一日游】 

2013 年 10 月 19 日，交叉信息研究院教师及研究

生共计 70 人，坐上大巴车，开启了秋游的旅程。上午

10 时许，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典雅恢宏的欧式城堡—

—张裕爱斐堡，大家身处其中，不但受到国际文化，

还充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平日里学习生活紧绷的身

心也得到放松。 

此次秋游，形式涵盖烧烤、KTV 和游戏等等。在

这些活动中，大家相互帮忙，协同合作，其乐融融，

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