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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清华大学十大新闻

清华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
级 奖 项。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清 华
１７ 项优秀科技成果获得 ２０１２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三大奖，居全国高校
首位。自动化系戴琼海教授等完成
的“立体视频重建与显示技术及装
置”项目和土木系聂建国教授等完
成的“大跨建筑钢—混凝土组合结
构新技术及其应用”项目同时获得
２０１２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清 华 大
学宣布，生命学院罗永章教授研
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热休克蛋
白 ９０α（Ｈｓｐ９０α） 为 一 个 全
新 的 肿 瘤 标 志 物， 自 主 研 发 的
Ｈｓｐ９０α 定量检测试剂盒已通过
临床试验验证，获得国家第三类

（最高类别） 医疗器械证书，并
通过欧盟认证，获准进入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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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清华师生在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
学术论文。王晓锋、薛其坤、
王亚愚、施一公、祁海、柴继杰、
颜宁等带领的研究组先后在《自
然》、《科学》发表了 ９ 篇研
究论文。

由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领
衔，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所
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
组成的团队，从实验上首次观
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该成
果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科学》
杂志在线发表，并已入选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
进展”。

２０１３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于
１２ 月 １９ 日揭晓，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邱勇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尤政、聂建国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至此，
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达 ４１ 名，中国工程院院
士达 ３４ 名。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信息学院讲
席教授迈克·沃特曼，斯坦福大学教授、“千人计划”入
选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张首晟获选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此外，还有 ９ 位清华校友分别获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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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由清华
大学师生创作并排演的，以“两
弹”元勋、清华校友邓稼先为
主题的原创校园话剧《马兰花
开》在新清华学堂隆重首演。
该剧已在校内进行了三轮公演，
并于 ９ 月份赴青海、新疆等地
采风巡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清华大学
召开全校教师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
央决定，陈旭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
书记。５ 月 ２３ 日，中共教育部党组、
教育部经研究决定，任命程建平担
任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谢维和、
袁驷、邱勇、姜胜耀继续担任清华
大学副校长，薛其坤担任清华大学
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吉俊民
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由清华大学为第一承担
单位，联合国内多家高校共同
实 施 的“ 中 国 教 育 和 科 研 计
算 机 网 ＣＥＲＮＥＴ 主 干 网 和 重 点
学科信息服务体系升级扩容工
程”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 清 华
大学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第
一 个 １００Ｇ 主 干 网 诞 生， 也 使
ＣＥＲＮＥＴ 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１００Ｇ 学术网络。

清华大学大力推进大规模开
放 在 线 课 程 教 育（ＭＯＯ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清 华 正 式 加
盟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创办的 ＭＯＯＣ 平台 ｅｄＸ。１０ 月
１０ 日，清华推出“学堂在线”ＭＯＯＣ
平 台。１０ 月 １７ 日， 清 华 第 一 门
ＭＯＯＣ 课程《电路原理》在 ｅｄＸ
和“学堂在线”开课。

2013 年清华大学十大新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清华
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仪
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
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分
别致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出席仪式并致辞。１０ 月 ２４ 日，
苏世民书院在清华大学校园内
正式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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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FOCUS
清华大学 15 项成果获 2013 年度国家科技奖

康克军教授率领的“清华大学辐射成像创新团队”部分成员在颁奖现场合影

１ 月 １０ 日，２０１３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北京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会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 ２０１３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代表。
清华大学 １５ 项优秀科技成果获得 ２０１３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５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５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５ 项。
清华作为第一单位或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获奖
８ 项。
水利系张建民教授等完成的“大型结构与土
体接触面力学试验系统研制及应用”项目获得
２０１３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这是清华连续
第四年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桂冠。工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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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军教授率领的“清华大学辐射成像创新团队”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
此外，物理系龙桂鲁教授等完成的“量子通
信和量子算法的物理基础研究”项目和土木系龙
驭球教授等完成的“广义协调与新型自然坐标法
主导的高性能有限元及结构分析系列研究”项目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汽车系李克强教授等
完成的“基于行驶环境感知与控制协同的汽车智
能安全新技术及应用”项目，计算机系吴建平教
授等完成的“下一代互联网 ４ｏｖｅｒ６ 过渡技术及其
应用”项目，建筑学院付林教授等完成的“基于
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项目，以及精密仪
器系高钟毓教授等完成的“航海陀螺仪及其制造
技术”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14.（3）
SHUIMU TSINGHUA NO.42

NEWS 动态·清华园
《自然 • 物理学》聚焦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新增 7 位项目首席科学家

交叉信息院量子信息研究最新成果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量子信息研究小组一
项关于海森堡极限下的量子复制的研究成果引
发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１月 ５日，《自然·物
理学》（Ｎａｔｕｒ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 ）刊发题为《量子信息：
小概率超级复制》（Ｑｕａｎｔｕ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 ｃｌｏｃｋ－ｃｌｏｎｅｒ ）的学术评论文章
对此项研究成果进行深入讨论。
此项研究成果是由清华交叉信息院副教
授朱力欧·克贝拉和在读 ２０１３级博士研究生
杨宇翔与姚期智教授合作完成，论文《海森
堡极限中的量子复制》（Ｑｕａｎｔｕｍ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ｌｉｍｉｔ ）于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５日
发表在《自然》子刊《自然通讯》（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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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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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科技部发布了《关于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 ２０１４年项目立项的通知》（国
科发基 ［２０１３］６２７号），清华大学有 ８个项目获
准资助，其中 ９７３计划项目 ５个（含青年科学
家专题项目 １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３个，
这批项目将于 ２０１４年 １月正式启动。清华共有
７位教授被聘为项目首席科学家，他们分别为：
电机系何金良、计算机系孙茂松、地学中心王
斌、医学院祁海、生命学院柴继杰、微电子所
刘玉玺、深圳研究生院康飞宇。另外，计算机
系李丹副教授被聘为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负责
人。
至此，清华大学项目首席科学家已增加到
７９人次，其中：９７３计划项目 ５０人次；重大科
学研究计划项目 ２９人次。清华大学继续保持
成为全国项目首席科学家人次数最多的单位。
本年度清华大学通过协调组织，申报 ４３
个项目，全国共申请项目 １０５２项。经过科技
部组织专家进行的初评、复评、终评，最后在
９７３计划中立项 ９１项，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中立
项 ４０项，青年科学家专题 ３２项。本年度清华
大学主持的立项项目 ８项，约占全国的 ５％。

学术 ACADEMIC
周集中研究组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

生物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的微生物群落
演替过程

２月 １８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千人计划”教授周集中研究组
在《美国科学院院刊》（ＰＮＡＳ ）在线发表题为《流体生态系统的
随机性、演替和环境扰动》的研究论文，首次提出了一个关于生态
系统演替规律的新型理论框架，并通过实验验证了随机性在生态系
统演替过程中的重要性。周集中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周集中研究组通过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的生物修复过程
的连续 ２６９天检测，发现随机性在微生物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这个生态系统演替的理论框架的建立，对于预测生
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规律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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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来强等在 PNAS 发表肿瘤研究新成果获《科学》子刊推介
２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黄来强教授团队
近期在《美国科学院院刊》（ＰＮＡＳ ）发表关于肿
瘤细胞转移调控和他汀类药物抗癌作用新机制的
研究论文——《甲羟戊酸途径和 Ｈｉｐｐｏ通路交互
作用通过 ＹＡＰ蛋白调控 ＲＨＡＭＭ基因转录而控制
乳腺癌细胞转移》 ［２０１４ ＰＮＡＳ １１１（１）：Ｅ８９－９８］，受
到《科学》杂志的关注，入选《科学》杂志子刊
《科学·信号传导》的编辑部选择。编辑以“他
汀类药物抑制转录激活因子 ＹＡＰ”为题撰文予以
报道推荐，《科学》网站刊载了该文，同时转载

了 ＰＮＡＳ论文原文的摘要和全文。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甲羟戊酸（ｍｅｖａｌｏｎａｔｅ）代
谢途径与 Ｈｉｐｐｏ信号通路相互作用，调节转录共
激活因子 ＹＡＰ的活性，ＹＡＰ控制癌基因 ＲＨＡＭＭ
的转录，进而调控乳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同
时该研究发现，通常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辛
伐他汀可通过这一通路靶向 ＹＡＰ介导的 ＲＨＡＭＭ
转录来抑制乳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揭示了他汀
类药物抗肿瘤作用的新机制，为他汀类药物在癌
症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综合 GENERAL
清华 7 门学科进入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20
２月，在最新发布的 ＱＳ世
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清华大学
７门学科进入前 ２０名，分别为：
材料科学（第 １０名）、化学工
程（第 １２名）、电子工程（第
１２名）、机械工程（第 １５名）、
环境科学（第 １７名）、土木工
程（第 ２０名）、统计学（第
２０名）。其中，材料科学学科
的排名超越了哈佛、加州理工
和普林斯顿。
ＱＳ世界大学排名，为 ＱＳ
（Ｑｕａｃｑｕａｒｅｌｌｉ Ｓｙｍｏｎｄｓ）组织
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
排名包括主要的世界大学综合
排名及学科排名。ＱＳ世界大学
排名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学排名及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共
同被公认为是世界三大最具影
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
10

清华大学低维量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举行
2013 年学术委员会会议

低维量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与会专家与实验室成员合影

１月 ８日，清华大学物理系低维量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会议在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实
验室主任薛其坤出席会议。与会的各位专家对实验室的科研成果
等方面的突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实验室在学科发展、人
才引进、评估等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２０１３年物理系低维量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发表 ２篇《科
学》、７篇《自然》子刊等 １５５篇 ＳＣＩ论文，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等多项国家和国际奖项，
薛其坤院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研究中取得重
大突破，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室多项
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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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启用

陈吉宁和蒙德扬等共同为“蒙民伟科技大楼”揭牌

１月 ６日，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启用
仪式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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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和地学中心、燃
烧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等科技团队的师生
代表出席仪式。
仪式上，陈吉宁、姜胜耀、杨家庆和蒙
德扬、张敏仪、信兴集团财务总监谭泮华、
北京控股前主席、清华校友胡昭广等共同为
“蒙民伟科技大楼”揭牌。陈吉宁将蒙民伟
科技大楼模型的纪念品赠送给蒙德扬。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是清华校友、
香港信兴集团创始人、慈善家蒙民伟先生挂
念母校新百年的发展，在生病期间郑重决定
由信兴教育及慈善基金捐资建设的。大楼坐
落在清华大学校园东区的新科研楼群内，用
地面积 ８７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 ４５４５０平方米。
该大楼地上十层，建筑面积 ３００７０平方米，
地下三层，建筑面积 １５３８０平方米，建筑高
度 ４５米，主体建筑结构采用空间分割灵活的
框架结构体系。蒙民伟科技大楼于 ２０１３年 ６
月竣工，作为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和地学
中心、燃烧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等科技团
队的教学科研场所。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指导委员
会暨学术委员会 2013 年会举行
１月 ５日，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指导委员
会暨学术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会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
究院（以下简称农研院）举行。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农研院院长陈锡文主持会
议。会议决定，因工作调动，清华大学党委原书
记胡和平不再担任农研院指导委员会主任，由陈
旭接任农研院指导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农研院副院长
韩俊介绍了农研院 ２０１３年工作和 ２０１４年工作计
划。会议讨论通过了《农研院 ２０１４年工作计划》，
并听取了委员们对农研院建设和 ２０１４年工作开展
方面的建议。
会议进行了农研院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农
研院学术委员会每两年换届一次，首届学术委员
会于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届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在上
届基础上微调，增补 ４位新委员，分别是：国际
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粮食和
营养安全议程理事会主席樊胜根，美国斯坦福大
学国际所亚太研究中心教授、高级研究员罗斯高
（Ｓｃｏｔｔ Ｒｏｚｅｌｌｅ），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万广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
长叶兴庆。

农研院指导委员会暨学术委员会 2013 年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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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2014 年第一次研究生
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

“清华学子进央企”及新闻实践
教学研讨会举办

１月 ２１日，清华大学 ２０１４年第一次研究
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综合体育馆举
行。１２９１名毕业研究生参加了毕业典礼暨学
位授予仪式。校领导陈吉宁、陈旭、谢维和、
韩景阳、史宗恺、邓卫、邱勇、姜胜耀、吉
俊民参加典礼。常务副校长程建平主持典礼
仪式。
副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谢维
和通报了清华大学 ２０１４年第一次研究生毕业
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情况。本次共毕业研
究生 ５４８人，其中博士 ２６３人，硕士 ２８５人（含
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数据）。
２０１４年第一次授予研究生学位 １２９１人，其中
博士 ３２０人，硕士 ９７１人。

１月 ３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国务院国资委、新华社国内部、中国青年报
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清华学子进央企”
及实践教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宏盟楼召开。
由新闻与传播学院、国资委新闻局和主
流媒体三方合作组织的“清华学子进央企”
活动，旨在将享有盛誉的清华大学“大篷车”
实践教学活动延伸到企业第一线；通过专业
课指导教师与主流媒体记者“双导师”现场
指导的合作方式，深入企业第一线进行实地
调研，并用学子视角和话语方式探索经济报
道的创新途径，以此综合提高学生的选题策
划和采写编评、摄影制作和稿件评析等业务
能力，深化国情教育。

深圳研究生院举办 2013 年“Internet + X”创新创意创业竞赛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３１日，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举办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Ｘ”创新创意创业竞赛总决
赛。２０１３级金融硕士翁文娟团队“Ｍａｇｉｃ Ｍｉｒｒｏｒ
项目”获一等奖，２０１３级法律硕士李运哲团队

Magic Mirror 系统项目团队荣获创意创业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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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宋服饰文化创意项目”获二等奖，２０１３级
材料工程硕士王海帆团队“建立废旧电池回收
网络并实现石墨烯量产化”和电气工程硕士李
婉璐团队“家庭智能微电网系统”并列三等奖。
活动还邀请了多名校外知名风险
投资人担任大赛评委。
本次大赛的主题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Ｘ”，即将互联网和另一种传
统的或新兴的产业相结合进行创
新创意创业。大赛旨在围绕深圳
研究生院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特
色，促进学生深入理解创新创意
创业精神，提高创业能力，加强
校企合作，推进产学研结合。清
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非常重视创
新创业型人才培养，除了创新创
意创业竞赛，该院还建立了学生
创业孵化器、创业代表队和创业
英才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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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财经期刊《清华金融评论》创刊
１月 １５日，《清华金融评论》杂志创刊会在清
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潘功胜、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陈晗、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
院院长吴晓灵、常务副院长廖理等共同为杂志的
启动揭幕。来自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
监会、外汇局、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清华大
学及其他高校、出版界专家及热心读者等 １００余
名嘉宾出席创刊会。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承办，杂志以分析研究经济金融形势、解读
评论经济金融政策、建言献策经济金融实践为办
刊内容，在筹备伊始即受到了相关部门及专家学
者的高度关注。据了解，《清华金融评论》２０１４
年首刊专题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金融政策进行独
家解读。此外，２０１４年还会对互联网金融、上海

《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会

自贸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金融改革、银行去
国有化、民营银行、货币政策、金融创新、财税
体制改革、影子银行、资产证券化、地方政府债
务研究、金融监管、金融危机的探讨、国企体制
改革等 １５大方面进行深度评论与分析。

交流 EXCHANGE
清华学生艺术团赴美演出 开启清华文化外交新模式

艺术团演出后嘉宾与演员合影

１月 ２３￣２７日，清华艺术团赴美，开启访美文
化交流系列活动。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
宗恺，国际处、校友总会、艺教中心、团委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４０名学生艺术团学生骨干参加活
动。代表团通过系列活动，在中美高校之间架起
友谊和沟通的桥梁，向长期关心支持清华发展的
各界人士致以诚挚感谢，并向在美广大清华校友

和侨胞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２７日和 ２９
日上午，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南加州大学和加州理
工学院，与两校师生进行了交流。３０日，代表团
参观了 ＮＡＳＡ喷气推进实验室。
除进一步加深与校友的联络外，本访美演出
系列活动也开启了清华大学文化外交的新模式，
得到了美国各界尤其是所访高校的欢迎和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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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与宁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陈吉宁（左）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刘慧（右）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３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主席刘慧，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出席签约仪式，签
约仪式由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主持。
签约仪式前，陈吉宁会见了刘慧一行。
仪式上，陈吉宁和刘慧分别代表双
方签署《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清
华大学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
方将在战略决策咨询、产学研、人才交流、
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高校人
才培养与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

清华大学与合肥市签署共建协议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３０日，清华大学与合肥市人民
政府联合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
协议签约仪式在合肥市举行。安徽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詹夏来，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
书记吴存荣，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庆军，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常务副校长程建平出席
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双方致力于将清华大学合肥公
共安全研究院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公共安全创
新产业基地。据悉，研究院选址位于合肥市经
开区。该院建设过程中，双方将在建立科技创
新平台、设立公共安全检验测试中心、打造公
共安全产业园三个层面合作，将其打造成有国
际影响、在国内领先的公共安全学科发展与产
业转化基地。

共同签署联合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协议

清华与腾讯公司建立校级联合实验室
１月 １７日，清华大学与腾讯公司联合建立的
“清华大学—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互联网
创新技术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实验
室”）在清华大学信息楼正式成立。副校长邱勇
和腾讯公司技术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巨宏共同为
联合实验室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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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与腾讯公司于 ２０１１年成立了系级
联合实验室，在过去三年中承担了一批国家重
大科研项目、培养和吸收一批高素质人才、若
干科研成果在腾讯公司得到应用。在此基础上，
清华与腾讯公司决定加深合作，此次将系级联
合实验室升格为校级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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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日立框架合作暨环境和谐信息技术联合实验室签字仪式举行
１月 １４日，清华大学—日立框架合作暨环境和
谐信息技术联合实验室签字仪式在工字厅举行。清
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日立公司副社长小豆畑茂、
日立中央研究所所长长我部信行等一行十余人参加
仪式。薛其坤、小豆畑茂、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龙剑、日立（中国）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边史朗分别代表四方在框架合作协议上签字。此
外，薛其坤、小豆畑茂和田边史朗还代表三方在环
境和谐信息技术联合实验室协议上签字。
根据协议，各方除在研发方面合作外，还将积
极组织技术讲座、支持学生科技活动、互派研究人
员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支持学校的科研与人才
培养工作。
清华与日立公司在 ２００１年设立了清华日立未
来先驱 ＩＴ联合实验室，并于 ２０１０年更名为“清华
大学—日立环境和谐信息技术联合实验室”，主

清华大学与日立签署框架协议后合影

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和谐信息技术”的研究，
在绿色通信与网络的全新研究领域、研究网络
融合中的绿色节能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与云
计算平台的高效利用技术等多方面取得了多项
研究成果。

人物 PEOPLE
石振宇参与设计中国极地科考专用表
１月 ８日，中国第 ３０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暨“雪
龙号”船圆满完成了国际救援并顺利突围。由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石振宇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
院十二工作室研究生宋晓薇共同设计研发的“雪
龙·中国南（北）极科考专用手表”不辱使命，经
受了极地恶劣气候与磁场偏移等诸多挑战，以分
秒不差的完美表现为“雪龙号”护航。
目前，脱困后的“雪龙”号船正在
南极海域继续航行，极地雪龙表也将继
续伴随国家极地科考队征战南极，协助
科考队员和雪龙号最终完成本次科考任
务。同时，也将带回该款手表最真实的
环境测试数据，为后续的持续性开发提
供最准确的一手信息，履行对国家极地
科考和雪龙号护航的职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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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平受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黄洁夫（左）向汪建平教授（右）
颁发聘书

２月 ２４日，清华大学医院管理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聘任仪式暨清
华—罗氏医院管理合作项目启动仪
式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举行。
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汪建平教授出
任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
副主任、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院长黄洁夫向他颁发了聘书。
汪建平，１９５４年生，江西人，
博士研究生，结直肠肛门外科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结直
肠肛门外科学组组长，美国外科学
会成员（ＦＡＣＳ），日本消化外科
学会会员，亚洲肠造口协会中国
区主席。

张伯明获 2013 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１月，在北京召
开的中国电机工程
学会第九届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上，清华
大学电机系教授张
伯明获 ２０１３年度中
国电力科学技术杰
出贡献奖，中国电机
工程学会代理理事
长、国家电网公司总
经理舒印彪等为张
伯明等获奖人颁奖。
张伯明，清华大
学电机系教授。长期
从事电力系统调度自
动化领域的教学、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及
工程应用工作。作为
首席科学家，他正主
持智能电网 ＥＭＳ国家
16

９７３计划项目，研究适合智能电网需要的“分布自治—集中协调”的新型
ＥＭＳ。张伯明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各 １项、
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２项。他还曾获光华科技基金奖一等奖和何梁何利科学
与技术进步奖。他是 ＩＥＥＥ Ｆｅｌｌｏｗ（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

中国电力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右四为张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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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宁获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研究奖

王佳明获评 2013 年度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

１ 月 ， 美 国 特
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ＣＦＡ）宣布，授予
清华大学教师贾宁研
究奖，表彰其对企业
海外上市进行的研
究。贾宁的研究表明，
企业进行海外上市可
以运用一些资源和策
略，以减少跨境信息
缺失及其连带成本。
贾宁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
教授，兼任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副主任。
ＣＦＡ协会研究奖旨在表彰亚太区内有助
于提升投资界从业水平的研究项目。专家评
委组依据研究的从业价值、论文的内容、可
读性以及现场展示选定获奖论文。此次研究
奖最近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澳亚金融与
银行界峰会”上授予贾宁。

１月，２０１３年度寻访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活动获奖名单揭晓，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佳明获得“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标兵”称号。清
华大学自动化系本科生刘
尧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
之星提名奖”。
“自强之星”活动
已连续成功举办 ７届，
评选出了 ７０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近
７００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清华大学航天航空
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帆、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陈朝松（现已毕业）曾先后被评为 ２００９年度、
２０１１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新闻
学院硕士研究生贾娜（现已毕业）、美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石富曾先后分别被评为 ２０１０年度、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获奖 AWARDS
清华图书和期刊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１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持评定的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清华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１年出版、法学院教授崔建远著的《物权：
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
（上、下册）》，清华大学与中国化学会主办的
期刊《纳米研究（英文版）》分获“图书奖”和
“期刊奖”。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出版、清
华建筑学院陈志华和李秋香所著《中国乡土建筑
初探》，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分获“图
书奖”提名奖和“期刊奖”提名奖。
此外，在获奖项目中，还有清华大学教师参

与了两部获得“图书奖”的图书的撰写：清华大
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圣凯参与合作撰写了获
奖的《中国佛教通史》（１５卷）（赖永海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清华大学科学技术
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刘蔷参与合作撰写了获奖的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
志》（沈津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中国出版政府奖”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
表彰和奖励国内新闻出版业优秀出版物、出版单
位和个人。荣膺中国出版政府奖是作者和出版人
的至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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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暑期教师培训项目获得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评选一等奖

清华大学暑期教师培训项目部分参训教师与队员合影

１ 月 ， “ 清 华 大 学 学 生 科 技 教 育 交 流 协 会 （简称
ＴＥＣＣ）暑期教师培训项目联合支队”在经过历时几个月、
近 ４０００支团队的激烈角逐后，在“青年人·中国梦”２０１３
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评选活动获得一等奖。本次活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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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报名团队（个人）覆盖 ３０多个省市
直辖市 ５００多所高校。
清华大学 ＴＥＣＣ暑期教师培训项目
（ＴＥＣＣ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下简称 ＴＳＩ
项目）是 由 大 学 生 运 营 并 参 与 的 ， 主
要面对中国中西部教育资源相对缺乏
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开展的计算机及英
语培训活动。２０１３年暑假，清华大学
ＴＥＣＣ暑期支教 ＴＳＩ项目联合支队与甘肃
泾川县教育局取得联系，在实践前 ３个
月赴泾川进行了实地考察，以问卷形
式调研了当地 １００多名教师的英语、计
算机水平。在前期问卷调研的基础上，
支队进行多次集体培训，针对老师们
的水平和需求设计课件，保证了支教

赵喆夺冠首届全国中青年骨科医师
手术标准化大赛

滑雪队勇创高山滑雪大赛五连冠
佳绩

１月，“首届（文武双全，谈骨论术）全国中
青年骨科医师手术标准化大赛”（以下简称“大
赛”）决赛在厦门举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赵喆
医师夺得创伤组冠军。
大赛由《中华骨科杂志》、《中国骨与关节
外科杂志》主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骨科
杂志》总编辑、《中国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主编
邱贵兴教授，《中
华骨科杂志》副总
编辑胡永成教授等
近 ３０位骨科知名
专家担任大赛评
委。经北京赛区初
赛、京津冀赛区复
赛，赵喆以两连冠
的优异成绩挺进决
赛，最终获得了大
赛评委会的一致好
评，夺得桂冠。
赵喆（右一）赛后合影留念

１月 ２１￣２２
日，“雪中飞”
北京大学生第
八届高山滑雪
比赛暨全国大
学生滑雪邀请
赛在北京渔阳
清华滑雪队获高山滑雪大赛五连冠
国际滑雪场举
办。共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
学等 ２１所高等院校参加，参赛运动员、教练
员共计 １８０余人。
经过激烈竞争，清华大学滑雪队夺得团
体冠军，完成了在该项赛事中的五连冠。其
中，水利硕 １３班张凯伦获得女子双板比赛冠
军，心理系郑岸青及航院 １３班祖岩分获女子
双板第四名和第六名的优异成绩，男子单板
比赛项目中材料博 １２班刘西河获得季军的好
成绩。二队的建筑系留学生许成荣也在男子
单板比赛中荣获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