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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期智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２０００ 年图灵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姚期智的清华十年：A ＋！
清华大学新闻中心记者 高 原 赵姝婧
学生记者 张瀚夫 程 玺 田姬熔 石 怡 郭雪岩

2004 年 9 月的一天，
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胜誉像往常一样与导师
姚期智碰面交流近期研究进展。姚期智突然对他说：
“我要回中国了，permanently（永
远地）。” 张胜誉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些讶异，但随即感到释然。单纯从研究角
度讲，的确没有一个地方比普林斯顿更舒服。他回国，应该是要去做一件大事。”

34

（3）.2015
SHUIMU TSINGHUA NO.52

姚期智

此后不久，姚期智辞去普林斯顿终身教职，

这门课一讲就是 ８ 年，直至逐渐找到合适的年轻

正式加盟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为清华全职

教师才把接力棒传下去。期间他还担任“计算机

教授。５７ 岁的他放弃美国的一切，在清华园，重

入门”、“理论计算机科学”、“量子信息”等

启人生全新的探索。

多门课的任课教师。

２００５ 年，由姚期智主导并与微软亚洲研究院

在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绝大多数同学都曾在

共同合作的“软件科学实验班”（后更名为“计

本科低年级聆听过姚期智的课，并在短短的一两

算机科学实验班”，也被称为“姚班”） 在 清 华

个学期内，受其影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成立，并先后招收大一、大二两班学生。次年 ３ 月，

王君行，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２０１０ 级本科生，

姚期智在致清华全校同学的一封信中掷地有声地

在姚期智及其夫人储枫教授的亲自指导下，本

写到：“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培养优秀的计算机软

科二年级就发表了第一篇全英文学术论文。而

件程序员，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一流

论文的灵感，正源自姚期智课上的一次“随意

计算机人才。”

发挥”。

十年间，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从计算机科学

当时，姚期智在课上向同学们介绍了拜占

实验班迈向世界学术舞台，他们思维活跃，勇于

庭将军问题，并将这一著名问题与计算机系统

挑战，怀揣坚定的科研梦想，勇攀计算机科学领

的可靠性保障问题相联系，希望同学们提出解

域学术高峰。

决方案。

十年间，由姚期智领导的清华交叉信息研

这些本科一年级同学们“毫不示弱”，像往

究院成立，信息科学与多个学科在这里交叉互

常一样自发组成小组展开讨论。一小节课后，姚

动，成果叠出，以开疆辟土的恢弘气势填补了

期智请几个认为已找到答案的小组进行演示。有

国内计算机科学在该领域的空白地带，为世界

趣的是，每当一组演示时，其他小组就会直接指

学术界瞩目。

出其中的不足和错误，台上台下讨论得十分热烈。

“在清华十年所取得的结果，让我感到很欣
慰。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我想应该是——Ａ ＋！”

当姚期智看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步步
向正确结果靠近时，他起身准备宣布标准的解决

总结清华十年，姚期智欣然微笑。

方法。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王君行站了起来，
打断他说：“我还有一个方案！”

没想到，他亲自指导我论文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校内二次招生。全英文授

王君行走上讲台，起笔写了四五行看起来非
常简单的算法。不像刚才大家七嘴八舌的“互挑

课，全英文交流。没有国界，没有教材，没有拘束，

毛病”，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姚期智后来回忆说，

甚至没有台上台下、课上课下的分明界限。需要

当王君行写出他的算法时，大家都觉得可能是错

上的课并不算多，但每门课都极具挑战。

的，因为太简单了。但几分钟后，他意识到眼前

姚期智此前半生走过了世界上许多赫赫有名
的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麻省理工

的这位一年级学生真的解决了一个困扰学术界 ３０
年的问题。

学院、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普林斯顿

课后，姚期智给王君行发了一封邮件，鼓

大学……当他决定在清华培养世界一流的本科生

励他把课上的算法进一步深入整理成论文。此后

时，心中那幅世界一流大学课堂的画面自然而然

数月，姚期智夫人储枫教授自愿协助他修改论

地浮现。

文，并就投稿期刊提出建议。２０１１ 年，王君行读

姚期智主讲的“计算机应用数学”是一门面
向本科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每年开课，他都会
极为认真地梳理教学思路，每一节都精心策划。

大二，他将这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上。
从此，王君行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科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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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他成为全球第一个在本科阶段获得 ＡＣＭ
计算经济学国际学术大会最佳学生论文奖的人。

投入本科生教学最好的馈赠。
首届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学生楼天城至今还记

如今，被姚期智亲切地称为“聪明的小鬼”的他，

得自己曾在课上向姚期智提问，姚期智认为他的

已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问题不够明确清晰，叮嘱他多想几天后再问。没

在姚期智眼中，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最优秀的

想到没过两天，姚期智就主动找到了他……

学生已超过他在国外见过的最好的本科生，他们

说起姚期智，楼天城、王君行就像在谈一位

有着极强的求知欲和可塑性，他们需要的不仅是

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老朋友。在他们眼里，姚期智

课本上的知识，还有对学术研究深层次的理解。

毫无“大师架子”，交往中甚至比普通师生间还

因此，姚期智的课堂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教材和教

要亲切，没有隔阂。

案，却真正凝结了他自己多年来丰富的研究成果
和心得。

在清华流传着许多有关姚期智给本科生上课
的故事，其中一个流传甚广。一次，姚期智在课

为了把握课程难度，让学生逐渐从高中式的

堂上“悬赏”出题，２５ 分钟内解出者请吃“必胜

学习思维过渡到研究思维，姚期智精心设计课堂

客”。令他惊喜的是，９０％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的每一个环节，提出兼具思考性和深度的问题，

做出了正确解答。姚期智信守承诺，鉴于人数众

学期还未过半，课程难度就几乎与普林斯顿、斯

多，叫来外卖奖励了每位答对的学生。而与大师

坦福本科四年级的课堂难度相当了。

零距离的相处，也成为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学生备

在姚期智的课堂上，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令人

感自豪的一件事情。

愉快的平等关系。他向同学们提出有挑战性的问
题，也欢迎同学们向他发起挑战。每当有学生给
出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时，他觉得这就是对自己

听课、讲课都是挑战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的课内容不多，但听起
来解渴。”施天麟大
一时选修了姚期智
的课，这让平时上其
他课觉得“吃不饱”
的他，毅然决定转到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在计算机科学
实 验 班， 同 学 们 需
要上的课程并不多，
但把总学分“解放”
出来的同时，也提高
了每门课的难度。有
时一次课堂作业就
需花费二三十个小
时完成，而且还有可
能找不到理想答案。
这给予了许多像施
天麟一样喜欢科研

姚期智作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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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期智

“挑战感”，也激励他们把有限时间投入到对知

上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本以为难度很高、

识深层的理解中，进而做出一些创新性的工作，

无懈可击，可没想到，刚刚落笔就有同学起立：
“老

而不是局限于只了解书本上的知识。

师，您写的这个程序少了一个‘点’！”

和施天麟一样，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２０１３ 级

刚从伯克利加州大学回国的徐葳对于计算机

本科生范浩强对课上“不断升级”的难度记忆犹

科学实验班自由而紧张的课堂氛围感受强烈。
“他

新。他们虽然只是本科低年级学生，却不像一般

们比国外大学的学生思维还要活跃，他们更勇于

计算机系学生从基础编码学起，而是被“假设”

质疑和挑战，我们经常在课上讨论教案外的内容，

已经掌握了这些基础内容，课程更加偏重深层次

这种互动比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课堂上的生师互动

的理论计算的分析和架构。这些被学生们戏称为

还要精彩。”徐葳说。

“虐心”的课程却也让他们欲罢不能，听起来十
分“过瘾”。

“姚班”梦、清华梦、中国梦

范浩强把在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听课比喻为

２００４ 年姚期智回国之初，原本计划尽快构建

“盖大楼”。“原本预想听完一门课，自己的思

一个培养博士生的良好机制，打造一支好的研究

维会从‘一层’升至‘五层’，这已经很刺激了，

团队。但随后在清华的亲身感受，让他逐渐萌生

但没有想到，老师直接从‘六层’讲起！”

了精英教育要从本科生抓起的想法。

这种高强度的授课方式，给课上、课下都带

到底什么才是精英教育？姚期智凭借多年的

来了不小的压力。一开始很多同学不适应，但渐

研究经验和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作生活经历，

渐地，他们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做得到！这种“重

认为国内传统教育比较重视计算机工程方面的学

新发现自我”的惊喜和肯定，极大地激发了同学

习，要想真正有所突破，清华还需要创建一个相

们的潜力，很多同学甚至不满足于课上所学，主

对独立的班级。这个班级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本

动联系老师找选题、做研究。

科生教育媲美，不仅国际化而且富有挑战性。姚

在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范浩强注意到，大家在

期智的想法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校领导对教育

意的不是纯粹的考试和高分，羡慕的不是满分“学

创新和改革的魄力也更加坚定了姚期智从根处解

霸”，而是心中怀揣的那个高远的科研梦想——

决问题、在本科生中开办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的决

立志要做出世界最顶尖的科研成果。

心和信心。

范浩强的观察也恰恰印证了姚期智创立计算
机科学实验班时的初衷。

此后，５７ 岁的姚期智在人生最为成熟丰美的
黄金时节，开始了新一轮的开垦与奋斗。

“清华有许多很好的学生。有一些是中国典

在姚期智的主导下，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的培

型的好学生，每科都力争第一，但也有一些学生

养方案、教学计划逐步确立并完善，姚期智亲自

希望在大学里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我希望清

主讲的“理论计算机科学（１）（２）”成为国内

华的环境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压力，而是能感受

首次开设的计算机理论课程，主要内容正是他最

到学习、研究过程中的挑战与突破，以及由此带

精通的计算机算法设计和复杂性领域。

来的幸福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世界最

十年来，姚期智带领着计算机科学实验班重

顶尖的年轻人，不管他们将来是做学问还是去创

构计算机本科课程新体系，以领先而敏锐的视角，

业。”姚期智说。

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重组，注重理论基础，全面

与这群听课听得过瘾的学生一样，对于计算

覆盖计算机科学前沿领域，又突出计算机科学与

机科学实验班的许多教师来说，讲课也成为一种

物理学、数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的

挑战，被学生的问题“挂”在黑板上更是家常便饭。

交叉。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２０１２ 级班主任徐葳有次在黑板

在姚期智的邀请下，图灵奖、奈望林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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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奖获得者等顶尖学者、大师相继走进清华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学生

的课堂，他们精辟的见解、严密的逻辑、深湛的

本科期间共发表论文 １１０ 篇，其中以学生为论文

哲理，以及演算和推导过程中像棋坛高手般走出

通讯作者或主要完成人的共 ８４ 篇。这样可喜的

的奇招、怪招，常常引得同学们屏息关注，热烈

成绩让姚期智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哪怕是国外世

讨论。

界一流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也很少能在国际学术

２０１３ 年，施天麟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交
流学习，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平时上课学习

但在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几乎三分之一以上的学

的方式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学“无缝衔接”。“国

生都发表过文章，其中一些成果甚至达到了博士

外的学生非常热衷于讨论问题、发表看法，很

毕业的水准。

多国内去的同学往往会比较羞涩，不过我们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清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算机科学实验班的同学却不存在这个问题。”

进行国际评估，以图灵奖得主、美国康奈尔大

施天麟性格偏内向，但他在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学 约 翰· 克 罗 夫 特（Ｊｏｈｎ Ｈｏｐｃｒｏｆｔ） 教 授 为 首

却非常享受和同学们思想交锋的过程。清华学

的评估专家组对清华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给予

堂的讨论间，成为施天麟和同学们相约看书、

了极大肯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里“拥有最

交流的好地方。

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２０１４ 年，

像施天麟这样赴世界一流大学交流的同学，
在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中为数不少。据悉，截至

清华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从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走出去参与

“除了潜心育人，便是科学研究。”清华

联合培养、出席国际会议和出访交流的学生已近

大学计算机系党委原书记杨士强教授这样评价姚

４５０ 人次，此外还有 ２０ 余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

期智在清华的工作，“十年来，姚先生将全部心

伯克利加州大学等学校的学生来访，和计算机科

血都奉献给了清华的本科生教育和交叉学科的研

学实验班的同学们一起学习提高。

究，一直把培养国家创新人才的使命放在心间，

这种国际化的、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在姚期

把攻克一个又一个世界领先学术制高点的责任记

智看来，是培养学生自信心的重要条件。“清华

挂心头。这是一种静水深流的爱国主义，值得我

的学生要有自信心，他们可以和全世界最好的学

们每个人学习和发扬。”

生一样，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姚期智说，“本

除了教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２０１１ 级本科生

科阶段只是一个人研究生涯的开始，要让学生们

闫宇说，他对一次班会记忆尤深，那就是姚期智

在本科期间就有充分的自信，他们才能把眼光放

和同学们分享他的“姚班梦”；２０１０ 级本科生、

得高远，才能在将来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使我

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吴佳俊说，姚

们的大学更加欣欣向荣，更好地为民族和国家作

期智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始终有一个 Ｂｉｇ

出贡献。”

Ｐｉｃｔｕｒｅ（宏伟的蓝图）”；２０１２ 级本科生李竺霖

姚期智鼓励学有余力的本科生参与科研。在

说，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坚定的理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从不缺乏本科生接触科研的

想——成为一名像姚期智那样的科学家时，她感

机会，“首次接触”可以从一门课开始，或是一

到既惊讶又骄傲！也许对于所有计算机科学实验

个已知的项目。姚期智把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形象

班的学生而言，一份真诚的赤子之心，超越小我

地比喻为“超级百货商场”，老师们的研究工作

的大我，实现梦想的勇气，直面人生挑战的信念

是“商品”，学生们可以根据兴趣“选购”。在

才是姚期智带给他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并将陪伴

姚期智看来，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对本科生来说至

和激励他们一生。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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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期智
在思想的原野上，

回到清华！

你需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虽然计算机科学当今非常热门，但姚期智
认为，我们不能自满，而要不断推陈出新。计

在姚期智寻觅世界优秀人才、发展信息科学
交叉研究的道路上，段路明的出现无疑为交叉信
息研究院的未来增添了新的可能。

算机学科未来的远景在哪里？回溯历史发展的

段路明 １９９４ 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

进程，姚期智认为计算机学科未来的新生恰恰

读研究生时，他对量子计算产生了兴趣，并在论

孕育在它“初生”时的自然属性——交叉之中。

文中看到了 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ｏ（姚期智英文名）的名

如何在中国开创一个计算机学科与其他学科交

字。这一中国人的名字和他的研究工作让段路明

叉的研究环境？

印象深刻。

十年间，在寻求计算机学科交叉发展的道路

２００５ 年，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段路明听闻姚

上，姚期智始终没有停下不断探索和尝试的脚步。

期智回国到清华工作，十分感慨：“姚期智真是

他先后在清华建立了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

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与此同时，年轻的段路

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理论计

明也在自己的领域马不停蹄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

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并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 于

的工作，而他不知道的是，那位只在文献中出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成立了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

的 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ｏ 也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的工作。

从此，姚期智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清华
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管理者。

２０１０ 年，两位彼此“熟知”却素未谋面的科
学家在电话中“相遇”了。

在研究院管理中，姚期智十分重视人才在学

那时，姚期智正计划在清华组建一支能在量

科发展、学院建设、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

子计算领域做出创新工作的团队。在过去的几十年

挖掘优秀人才，让其发挥自身最大潜能，是姚期

里，姚期智亲眼见证了中国在世界微电子领域竞争

智管理工作的一条主线。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徐

中的“错过”，他意识到未来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

葳、黄隆波等青年教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经过姚

将成为新的发展点，中国必须得跟上。而量子计算

期智亲自面试进入研究
院的。而他们放弃国外
多年的工作和生活，选
择来到清华，几乎都有
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
是——姚期智。
“我和姚先生的研
究领域不一样，但他总
是非常认真倾听我的工
作，在他身上展现的大
师风采、对后辈的礼遇
提携，让我深受感动，
对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
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经过与姚期智的单独面
谈后，徐葳便作出了这
样的决定：我要回国，

讲到会心之处，姚期智与同学们都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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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除了需要理论计算机专家外，同样也需要懂量子

盟清华量子信息中心的建设。凭借姚期智在学术

计算的物理学家。于是，姚期智想到了段路明。

界的威望，以及段路明在物理学界的影响，积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的一天上午，当时正是北京时

延揽人才，量子信息领域一批年轻学者开始将目

间的深夜，段路明在密歇根大学正准备给学生上

光投向清华。中心需要实验室，学校更是全力支

课，突然间身边的电话响了，显示号码是北京，

持，将网球馆西侧的保龄球馆划分为实验室用地。

他万万没想到，电话那头居然是姚期智本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经过不到两个月的筹划，清华大学

姚期智在电话里表示希望段路明发挥在实验
设计方面的优势，为清华成立量子网络研究平台

成立四年来，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在段路

作出开创性的工作。接到电话后，段路明感到既

明等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兴奋又忐忑，研究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一片大有可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段路明研究组首次在常温固态系

为的天地，但长时间的国外生活和研究经历也让

统中实现了抗噪的几何量子计算，该成果是量子

他心存顾虑。但后来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两个

计算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研究论文发表在

星期后，姚期智专程飞到密歇根大学与他会面。

国际著名期刊《自然》上。更为可喜的是，论文

经过这次为期几天的停留，姚期智与段路明初步

第一作者祖充是交叉信息研究院在读博士生，共

勾勒出清华量子信息中心的蓝图。

同完成文章的还有两名本科生。科研与教学园地

两个月后，也就是 ２０１０ 年岁末，段路明加

课堂上的姚期智神采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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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期智
“学院里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才，姚先生以

世界里，为了心无杂念地解决这一问题，今年春

他的威望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资源，这里的研究

天，姚期智在伯克利加州大学“闭关”了 ３ 个月，

环境比许多国外的研究机构更有弹性和空间。我

潜心攻克难题。“我觉得，做研究的人就好比一

们感受到姚先生的信任，同时更加敬佩他对科学

辆跑车，有好多‘档’，也许普通的车开到 ４ 档

研究前瞻的判断和独到眼光。”回忆起量子信息

已经足够了，但是真正好的研究者会加速到 ５ 档，

中心四年来从无到有、迅速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

而且一些重要的、特别的工作只有在 ５ 档状态下

力的量子信息研究基地，段路明深有感触。

才能完成。”保持 ５ 档高速驾驶的姚期智，又回

对于这些海外归来、满怀科研抱负的年轻人

归到了他熟悉的、难以割舍的、纯粹的研究状态

而言，“放手去做”显然比“什么都管”更具吸

中。３ 个月后，姚期智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并

引力。姚期智以自己年轻时做学问的经历为“镜”，

认为这是他“过去 １５ 年作出的最好的研究之一”。

深知做研究需要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心无旁骛，

“你曾经有过在原野上无拘无束飞驰的感觉

这就像是一个艺术家，在思想的原野里，需要进

吗？它就如同一只飞翔的鸟，因为自由自在，所

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能有太多的世俗与牵

以它声音嘹亮，它的每一片羽毛都会张开。每一

绊，才可能做出一流的成绩。当姚期智从一名研

位能做出好的研究的人都曾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究者成为学院的管理者时，他奉献出自己大半生

姚期智说。

的研究心得与感受，为这些年轻的学者提供了甚
至比国外还要舒适和自由的研究环境。

而姚期智对科学研究的热情与投入，同样感
染激励交叉信息研究院每一位教师和学生。助理
教授 Ａｌｉｏｓｃｉａ Ｈａｍｍａ 感慨地说：“不同学科的

做研究就像是开 5档，

交叉领域正是这样，在重重障碍下，不同领域最

飞驰在原野上，无拘无束！

核心的部分往往有交融的可能。探索这种可能性

姚期智是把艰苦工作视作无上乐趣的科学

并把不同学科的交融变为现实，需要杰出的判断

家，对于做学问和搞研究，他有两个观点颇为耐

力和不懈的努力，而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姚先

人寻味：首先是做学问要有“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生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美感）， 其 次 是“Ｈａｐｐｉｅｓｔ ｍｏｍｅｎｔ”（最快

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对于姚期智来说，是

乐的瞬间），作为科研工作者，最大的幸福莫过

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段时光。在他人生的头 ２０

于此。

年生活在中国，２０ 岁以后生活在美国，５７ 岁后

清华十年，姚期智的角色发生了许多变化，

又将人生归根在中国、在清华。命运就像是交叉

而科学研究的魅力始终让他难以忘怀。大概两三

信息研究院的名字一样，在他身上，体现了中西

年前，姚期智的夫人储枫教授给计算机科学实验

文化的“交叉”融合，体现了不同身份间的“交

班的学生开设了一门关于博弈论的课。有一次，

叉”换位，也体现了跨越学科的“交叉视野”。

储枫请姚期智代她上了一节课。在这节课中，他

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在即将步入花甲之年毅然重

给学生讲到经典的“拍卖利润”最优化问题。他

构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为培养中国自己的理论计

也注意到这领域尚有种种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算机科学人才“翻山越岭”，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在一个新鲜的研究领域里，年过六旬的姚期

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姚期智自己心中并没有那

智还像一个“顽童”，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么多复杂和纠结的想法，对人、对事、对科研、

在后来的研究中，他突然注意到一个简单却很巧

对祖国，他都是如此，简单、性情、纯粹、忘我。

妙的拍卖方法，而这正是近年来相关领域学者都

“请用四个关键词回顾自己的清华十年。”

想做出来的一个问题。

姚期智沉思半晌，答案是：只要三个字：“很

姚期智再一次陷入到陀螺般急速旋转的思维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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