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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站在学术第一线
——记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莹莹

人物小传
姚期智，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

究院院长、“计算机界诺贝尔奖”图灵奖首位亚裔得主、

世界密码学的奠基人之一。

2004 年，姚期智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担任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他创立的清华大学本科计算

机实验班“姚班”，致力于培养计算机领域善于创新的优

秀人才。

2010 年，姚期智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

院并担任院长。今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姚期智放

弃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量子计算机基本已经呼之欲出，
假如能把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放在一
起，有可能产生远远出人意料的‘化学
反应’。”2017 年 11 月 5 日，在一年一
度的腾讯 WE 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介
绍了量子计算的美好前景。他动情地
说：“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感到兴
奋的话，那便是将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
这两个热门领域结合起来。”

作为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
的图灵奖首位亚裔得主、世界密码学奠
基人之一的“大咖”，姚期智多年来深
居简出，鲜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不过，
不久前他在一档科技挑战类节目《机智
过人》献出了自己的综艺首秀。节目中
姚期智从多只憨态可掬的金毛犬中选了
一只没有明显特征的狗狗，稳稳牵上舞
台参加人工智能步态识别环节。

“我希望帮助更多观众和年轻学子深
入地了解人工智能的科学内涵和可能机
遇。”姚期智阐述自己亮相节目的初衷，

“与其他节目大不相同，《机智过人》是一
个比较严肃的系列，它既有人脸识别等成
熟技术，也有刚刚开始研究的机器人写诗
等项目，把人工智能的技术与应用相结
合，是这个节目有趣的特点。”

在姚期智看来，节目中的竞赛只是
表象，呈现的项目也不是终点。以人工
智能读影像片为例，它的背后，意味着人
工 智 能 或 许 能 在 医 疗 领 域 作 出 更 大
贡献。

这位思维敏捷缜密、言辞恳切幽
默、待人亲切和蔼的老人，跨越大洋，
回到故土，翻过一座又一座学术高山，
坚定地行走在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机研
究前沿。

人工智能领域大有可为

“我 11 岁的时候，杨振宁和
李政道两位先生获得了诺贝尔物
理学奖，每个家长都会教育子
女向他们学习。”姚期智说。这
件事激发了他对物理的兴趣，
也坚定了大学时选择物理系的

决心。
后来，为了邀请姚期智回国任教，

清华大学专门请杨振宁与他会面。“我没
有想到有一天会跟杨振宁先生见面，而且
谈论的还是关于到清华任教的事情。我一
向非常仰慕杨先生，当时也非常兴奋。”
姚期智说，和杨振宁见面后，自己感觉如
沐春风。

2004 年，姚期智辞去普林斯顿大
学的终身教职，回到国内担任清华大学
高等研究中心教授，并开设了国内首门
计算机理论课程。他回国的理由很简
单：为缩短中国在计算机领域和世界领
先水平的差距作贡献。

在中国，计算机一直被视为工程学
科，也因此忽略了在计算机理论方向上的
研究。事实上，计算机科学中有很多科学
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计算机科技想要有全
面的发展，就必须兼顾工程和科学。

“直到现在，我们在计算机理论方面
还是和国外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和时代
背景也有关系，改革开放后，我们需要
先让国家富起来，所以对于实用特别重
视。”姚期智说，现在，人工智能的理论
研究正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巨大机遇。

一方面，人工智能基本上是一个实
验的科学，学习实用技术非常快的中国
年轻人，让中国在这方面迅速赶上了世
界水平；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现在最大
的缺陷就是没有理论，下一代人工智能
要突破，一定要在理论上下功夫。算法
理论和系统性应用是中国的薄弱环节，
我们既要在算法理论方面寻求突破，也
要力争出现系统性的应用。

姚期智分析说，人工智能是今后二
三十年对科学界和产业界产生极大影响
的一门科技。在这次的人工智能浪潮
中，中国很幸运地在比较应用方面追上
了世界的水平，也有非常出色的产业基
础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不能够认为我们已经
达到了世界的水平，这个工作就完成
了。我希望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
上取得一些原创性的、有知识产权的成
果和地位。”姚期智语重心长地说。

在姚期智看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
域大有可为。“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 要求到 2030 年，我们在人工智
能领域要做到世界领先。我觉得这是一
个令人兴奋的远景，而且也确实是有可
能达到的。”姚期智说。

给人才更具挑战性的环境

2004 年姚期智回国后，建立了一
支研究团队。但团队建立后，他发现团
队里新招来的研究生科研能力都不够，
以至于这些新人来的头一年仍在补课。

“国内本科生的聪明才智确实是世界
一流的，特别是国内一流大学，比麻省
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国外名校的
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创新能力却相
对不足。”姚期智说，他在国外大学经常
看到国内来的学生。但令人震惊并惋惜
的是，这些来自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很
多该学的没学，创新思维薄弱制约了他
们的成长。因此，姚期智下定决心：给
这些学生一个更富挑战性的环境。

2005 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
验班“姚班”正式成立，姚期智主张，
让学生发现自己最擅长做什么、最喜欢
做什么，将来不管就业还是深造，都沿
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在他的主导下，“姚班”的培养方
案、教学计划逐步确立完善，姚期智亲
自主讲国内首个计算机理论课程，传授
他最擅长的计算机算法设计和复杂性领
域。重新构建的本科课程体系全面覆盖
计算机科学前沿领域，并突出了与物理
学、数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多学科领
域的交叉互补性。

多年来，“姚班”培养了大批青年才
俊：他们当中有被誉为中国大学生计算机
编程第一人的“楼教主”楼天城，有被选
为福布斯全球30位30岁以下金融天才的
邹昊，创立了光流科技的胡伯涛，还有旷
视科技三位联合创始人印奇、唐文斌、
杨沐。

“‘姚班’最大的收获就是把创新

变成了习惯，上学时每周都会有老师介
绍前沿领域和方向，探讨尚未得到解决
的问题，这种思路被培养成了习惯，延
续至今。”“姚班”毕业生、旷视联合创
始人杨沐说。

姚期智说，他希望清华的环境能让
大家减轻压力，更多感受到学习、研究
过程中的挑战与突破，以及由此带来的
幸福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世
界最顶尖的创新者。

事实上，做出世界最顶尖科研成果
的梦想，就像一粒种子，已经被姚期智
播撒到每一位“姚班”学生和众多科研
工作者的心里。

不离开科研一线

2010 年年底，姚期智牵头成立了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物理学两大学科
方向交叉建院，在国内属于首创。

虽然身份与职责一再变化，但姚期
智一直对自己有一个要求：绝不能让自
己从科研第一线下来。“因为只有自己
在第一线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才能够给
其他年轻教授提供一个标准。况且，离
开研究岗位后感觉会不一样，对事情的
判断也会发生偏差。”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助理教授、博
士生导师吴辰晔曾感慨：“姚院长以科
研为一生的乐趣，至今仍奋斗在科研一
线，这几年持续发表了多篇重量级的论
文，这一份对梦想的执着和热爱，实在
让我更深地理解到这一份执着，便是匠
人精神。”

对于科学研究，姚期智曾打过这样
一个比喻：“这就像在原野上无拘无束
地奔驰。每一位能做好研究的人都曾体
会过这样的感觉。”

这种醉心于研究的感觉，让姚期智
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他喜欢的科研方
式是这样的：在一个领域做出两三篇重
量级论文后，就换到一个新的领域。

过去 4 年，姚期智一直在关注计算
经济学领域的博弈拍卖理论，这让他深
感快乐。现在，人工智能理论成为他又
一个新目标。“你们可以等等看，两三
年以后，我能不能对大家有所交代。”
姚期智笑着说，自信坚定一如既往。

上图 余海龙（最前者）带领连队开展突袭训练。

盛 超摄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空降
兵某旅“黄继光连”第37任政治指导员余海龙每天都在
组织官兵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3年前，同样是金秋季节，福建上杭古田，余海龙
作为空军唯一基层代表，有幸参加了古田全军政工会，
跟随习近平主席参观会址，近距离感受革命道路的筚路
蓝缕。同吃“红军饭”时，习近平主席第一筷子就把菜
夹给了余海龙，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带头学传
统、爱传统、讲传统，带动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
老红军本色。”古田政工会上习近平主席振聋发聩的讲
话和亲切嘱托，给余海龙以极大震撼和深刻洗礼。

回到连队第一晚，余海龙失眠了，“当时满脑子就
在想：如何才能不负主席重托”。余海龙告诉记者，对
于理论学习，走上指导员岗位之前他曾有点“想法”，
一是觉得，理论“高大上”，学了也不一定用得上；二
是认为“工作很繁忙”，没有时间学；此外还有一点小
私心，认为学理论不如考个证、评个奖更实在。

“指导员第一身份是党代表，第一责任是传播党的
声音，只有先武装好自己的头脑，对错误观念敢亮剑，
对敏感问题敢回应，对复杂问题敢解疑，才能在官兵心
中播撒信仰的种子。”不学不知道，余海龙一学才知道

“缺课”有多少：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
缺乏对党史军史的深入了解。通过了解，他发现这也是
基层官兵理论学习普遍存在的“两个缺乏”。

只有“懂理”才能“讲理”，只有“讲理”才能
“服人”。余海龙喜欢学习借鉴社会上好的教育模式。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 红遍全国，战士们
茶余饭后都在谈诗论词。受此启发，余海龙查资料、
找事例、制作多媒体，以 《从诗词大会感受文化自
信》 为题精心备了一课，尝试着为大家讲清传统文化
与文化自信的内在关系。习惯于听大课、记笔记的官
兵普遍感觉耳目一新，认为这种方式“有意思、愿意
听”，部分意犹未尽的战士课下还特意跑到余海龙房
间讨教。这堂课也让他从心底生出许多感慨：“理论
学习也需要接地气，先讲好故事，再辅以理论，这样
大家才能听得进去。”

余海龙认为，学习系列讲话不仅要深入持久，还应
常学常新。他用好空降兵部队精心打造的“理论星空”
网上学习平台，通过“习语春风”“每周两题”“学思践
悟”等栏目，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和执政理念转化为符合
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信息，让官兵轻轻松松学理论、快快
乐乐长知识。

上等兵向褀，是湖北宜昌夷陵区理科“状元”、华
中科技大学本硕博连读生，到连队后在《知兵卡片》上
写下“立功入党求体验”的目标，余海龙经常和向褀话
理想谈追求，引导他“立强军之功，思想上入党，脚踏
实地体验”，把个人目标融入强军梦想。慢慢地，向褀
放下自我、融入集体，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久就
在连队比武中夺得 3 项桂冠，昔日“文状元”当上了

“武状元”。
2015年7月份，“黄继光连”随团接受上级临机抽

检，部队需要空中远程机动 1000多公里，全装空降到
陌生地域参加演习任务。临出发前，余海龙把全连官兵
集合到一起，郑重地说：“如果有一个连队参战，希望
是‘黄继光连’；如果有一个架次跳伞，希望是我的架
次；如果有一个人作出牺牲，希望是我。”无须再动
员，战士们群情激昂，全员实弹实装实跳，长时间连续
作战，着陆后经过数小时地面鏖战，率先破袭预定目
标，完成夺控机场战斗，在近乎实战的考验中取得了优
异成绩。

余海龙说：“只有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头脑，才能真
正培养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
命军人。”

播撒信仰种子
——空降兵某旅“黄继光连”政

治指导员余海龙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身边的“土专家”

在今年 10 月农业部表彰的 100 名“最美农技员”

中，江苏海安县大公镇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洪芳榜

上有名。

30 年来，洪芳与土壤结下不解之缘，她扎根基层，

服务一线，潜心为农民开展农技服务。据不完全统计，

这些年来，她平均每年要开展各类讲座20多场次，培训

农民2500多人次，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兄弟传授各种农业

新技术，解决各种农业生产难题。农民都亲切地称她为

“咱身边的土壤专家”。

为帮助农民增产，洪芳积极应用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精确定量栽培、水稻旱育抛秧、万亩吨粮田高产

群体质量栽培等新技术。30 年来，她先后帮助农民培

育家庭农场 60 多个，千亩果园、药材园、设施蔬菜园

等现代农业产业园10多个，累计创收达8000多万元。向中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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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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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洪芳在查看稻种长势。

图② 洪芳（左二）在指导农民给麦田施肥。

图③ 洪芳在检验农产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