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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华 大 学 博 士 后 

工作简报 
2015 年第 2 期总第 32 期 

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第 28 届常务理事会宣传外联部主办 

 

 【编者按】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第 28 届常务理事会在校博士后管理办公

室的关心指导下，在各院系主管老师的鼎力支持与博士后同仁的积极配合下，

继续发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求真务实，不辱使命，做好各项

工作。本届理事会将以用心服务为宗旨，以组织活动为主线，以学术交流为

中心，以丰富业余生活为催化剂，为我校博士后的全面发展搭建一系列平台，

为博士后工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期栏目 

 要闻回顾 

 联谊会活动 

 院系动态 

 工作计划 

 

 

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清华大学人事处、博士后管

理办公室、各院系负责博士后管理工作的相关办公室、院系博士后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 

送：北京市博士后联谊会、兄弟院校博士后联谊会、清华大学研究生会 

发：清华大学全体博士后（电子版），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理事成员 

本期责任理事和编辑：邓勇兵 薛帅杰 贾连翔，共印 23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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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简介： 

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是由清华大学在站博士后自愿组成的群众性团体，在

清华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下开展具体工作。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成立于

1988 年，目前已经发展到第二十八届。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常务理事会

是联谊会的常设机构，主持开展本会日常工作，常务理事会设立科技开发部、宣

传外联部、学术部、文体部、综合部。 

十多年来，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秉承加强校内外博士后之间的联系、加强

学校有关部门与博士后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了解、加强博士后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科

研协作、丰富博士后的业余文化体育生活、展现清华大学博士后的时代风貌、促

进博士后的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社会服务的宗旨，努力为博士后在站期间能更全

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更多地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创造条件。当前，清华大学博

士后联谊会努力促进博士后的学术交流；积极推进管理规范化、组织制度化的进

程；巩固和拓展博士后科技实践基地，开展博士后同政府、企业、高校间科技交

流活动；健全项目申请、成果转化和科技咨询一体化的科技服务系统；完善文化

信息传播、体育场所提供和文体技能培训多层次的文化服务系统，为博士后的自

身建设和全面发展服务。 

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常务理事会设理事长一名，负责联谊会的全面工作。

常务副理事长一名，主管日常工作，并分管学术、文体、科技开发等部门工作，

设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一名，主管联系协调各部门事务，分管综合、外联宣传等部

门工作，常务理事会下设学术部、科技开发部、综合部、宣传外联部和文体部等

五个职能部门。并设秘书处。各部门的基本职责如下： 

秘书处——秘书处是联谊会的一个必设部门，是各部门间的枢纽。联谊会秘

书处主要在各部门活动中做好人员调配，加强与各部门的密切联系，做到最新信

息的及时传达，衔接好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联谊会工作顺利进行。负责组织、

考察、管理联谊会各负责人，拟定、修改联谊会的规章、制度，按分工联系各部

门间的工作、监督各分管部门的工作进度。 

学术部——学术部负责组织清华大学博士后间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和

学术会议；不定期地邀请有关知名科学家为在校博士后作学术讲座或专题报告；

负责向各有关院系发布学术活动信息；组织博士后报告团到地方进行专题讲座。

联系科技开发部、外联部等。 

科技开发部——科技开发部负责博士后联谊会宏观发展规划，深化博士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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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科技开发及成果转化，建立与已出站博士后的联系。负责联谊会的对外科技

合作与交流；收集博士后的科研成果；负责向社会各界发布与科技开发活动有关

的信息；负责联谊会与地方政府或企业间的联系，促进博士后科研成果的推广与

应用；开展科技咨询与科技服务活动。联系学术部、宣传外联部等。   

宣传外联部——宣传外联部负责联谊会的各种对外宣传报道；采访并报道博

士后中的优秀人员及典型事例；负责为博士后联谊会的各项活动筹集资金，联系

高校、企业、政府，服务地方挂职等活动，并向全国各地推荐、引荐有关人才等。

联系学术部、综合部、文体部等。 

文体部——文体部负责组织联谊会的各种文艺活动和体育比赛及举办有关

丰富博士后业余文化生活的其它联谊活动。包括协调指导各体育俱乐部，并协助

组织年度北京地区博士后趣味运动会、年度迎春晚会等有关活动。联系综合部、

外联部等。 

综合部——综合部负责在站博士后的生活及服务、组织博士后拓展训练、负

责博士后的就业信息咨询、举办博士后就业引荐会。联系文体部、学术部等。 

第 28 届博士后联谊会常务理事分工及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E-mail 所在院系 职务 

贾连翔 13581768964@163.com 人文学院 理事长 

刘 月 31736424@qq.com 热能系 常务副理事长 

王小茉 wangxiaomo@mail.tsinghua.edu.cn 美术学院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任安波 anbo722@163.com 社科学院 副理事长（学术） 

唐 强 tangqiang10@tsinghua.org.cn 化工系 副理事长（科技开发） 

邓勇兵 bravedeng@126.com 社科学院 副理事长（宣传外联） 

白 静 baijing0214@gmail.com 环境学院 副理事长（文体） 

汪 漪 wy@ieee.org 计算机系 副理事长（综合） 

郑 敏 zhengmin@mail.tsinghua.edu.cn 环境学院 部长（学术） 

程金星 chengjx@tsinghua.edu.cn 核能院 部长（科技开发） 

薛帅杰 xshj7704@126.com 美术学院 部长（宣传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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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回顾 

清华大学博士后三十年纪念大会暨第六届清华大学博士后创新讲坛召开 

2015 年 4 月 25 日上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清华大学博士后三十年纪念大

会暨第六届博士后创新讲坛在主楼报告厅拉开序幕。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全国博管会主任汤涛，国家教育部副部

长刘利民，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张勤，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校长助理尤政等出席

会议。会议由副校长、清华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姜胜耀主持。 

 

邱勇校长讲话 

邱勇表示，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对于突破学科间隙，发展交叉学科具有积极

的作用。三十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清华高度重视博士后工作和管理

制度创新。在清华，博士后不仅为教学科研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能够将我

校优秀的科研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发展。今后，清华将加大对国际化

交流平台的建设，吸引全世界更多的优秀人才来我校作博士后。 

邱勇强调，清华目前正处于综合改革阶段，在全面推动人事制度改革的同时，

今年的改革重点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并将启动科研体制改革。期待各位博士后

能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在今后的教学科研前沿、交叉学科方面能有更突

出的成就，为谱写清华大学第二个百年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汤涛代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博士后基金会、科学

基金会向大会表示祝贺。他指出，中国博士后制度是在李政道教授的提倡下、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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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的批示下得以建立。博士后的制度对在青年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清华作为第一批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单位之一，在培养博士

后人才方面有很多创新举措，其中博士后创新讲坛就是很好的一种表现方式。30

年是一个节点，应当对博士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作有力探索。汤涛希望清华大学

博士后工作能在全国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把培养和使用更好的结合

起来，在培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提升质量；并一步加强博士

后的国际交流工作。他期待清华大学继续为全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更

大的贡献。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全国博管会主任汤涛讲话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致辞 

刘利民代表教育部对大会表示祝贺，同时向清华大学建校 104 周年表示祝愿。

他指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推进，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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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博士后人员已经成为高校科研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士后制度也已成为高

校人才培养和筛选的一个有效渠道，成为推进科技创新和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平台。

刘利民肯定了清华博士后工作在人才培养和促进制度完善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并

希望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工作能在全国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在综合改革的过程中

进一步完善博士后制度和工作体系，推动我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率先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道路。 

 

汤涛、刘利民、张勤为 2015 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获得者颁奖 

会上播放了“清华大学博士后三十年纪念短片”。科技部科技交流中心副主

任赵新力宣读李政道先生贺信。尤政宣布了 2015 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名单，

张磊等 10 名博士后获奖。清华大学博士后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经管学院副

书记朱岩宣布获得 2015 年杰出博士后校友的名单，王田苗、欧阳明高、胡事民

获此殊荣。汤涛、刘利民、张勤共同为获奖者颁奖。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代表姜长青、清华大学博士后校友代表王田苗、清华大

学博士后合作导师代表刘云浩分别发言，畅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对博士后工作

的感受和建议。 

在随后举行的第六届博士后创新讲坛上，汽车工程系教授欧阳明高作了“一

个工科教授探索与思考的几点体会”、计算机系教授胡事民作了主题为“网络可

视媒体的智能处理：理解、检索和应用”的主题报告。 

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全国博管办主任孙建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家与留学服务中心主

任夏文峰出席了会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美院、中关村海

淀园博士后工作站、中国工程院咨询服务中心工作站等负责人和清华校友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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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基金会等学校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校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管理老师和

300 余名在站博士后、近百名出站博士后校友参加了此次会议。 

作为我国首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清华从最初的 7 个流动站点发展到

目前的 48 个，涉及的学科从最初单一的工程学科，如今发展到不仅覆盖理工科

的全部一级学科，而且拓展到了文、史、哲、经济、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进站

博士后从第一年的 8 人发展到 2014 年的 680 余人、在站博士后 1400 余名；累计

招收博士后已超过 8000 多名，博士后规模居全国高校首位，其中有 16%留校，

成为清华师资力量的重要来源。清华出站博士后中，有两院院士 4 人、海外院士

2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2 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54 人。30 年来，清华博士

后工作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副校长、清华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姜胜耀主持会议 

 

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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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谊会活动 

清华大学博士后举办 2015 年春季乒乓球友谊赛 

为促进博士后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增强博士后身体素质和提高乒乓球运动水

平。4 月 12 日，校博管办和博士后联谊会在教工活动中心圆满举办了“2015 年

清华大学博士后乒乓球友谊赛”。 

为增加比赛的观赏性和竞技性，本次赛事分为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部分。经

过近三个小时的激烈对抗，比赛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其中，刘榛、卓龙超、

赵世佳分获冠、亚、季军，毕经国、王安、阮华斌、杨薛明、林海峰则进入 8

强。 

通过此次比赛的举办，不仅加强了博士后的体育锻炼、丰富了博士后的业余

生活，而且促进了不同院系间博士后的相互交流，达到了比赛活动的“沟通、和

谐、健身、娱乐”的宗旨和目的。 

 

参赛博士后合影 

2015 年春季博士后学术沙龙成功举行 

5 月 19 日晚，由清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主办，北京博士后联谊会协办，

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联谊会、清华大学环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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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支部承办的“博士后学术沙龙”在清华大学主楼 327 会议室隆重举行，沙龙

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任安波主持，60 余位博士后到会参加。 

沙龙特邀 1898 咖啡馆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韩树杰为

大家做了题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落地？——“中国式众筹”的思考

与实践》的学术报告。韩博士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从众创时代的激情与困

境、中国式众筹的实践逻辑、众筹破解创新创业难题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式众筹

的机遇与挑战。最后，与会听众就相关问题与韩博士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沙龙现场 

2105 北京博士后趣味运动会举行 

5 月 23 日上午“2015 年北京博士后趣味运动会” 在北京体育大学英东田径

场隆重举行，我校 20 多位在站博士后及其家属参加了此次运动会，活动得到校

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由我校博士后联谊会组织参加。博士后们分别

参加了三项团体项目及多项个人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通过活动大家增进了

互相间的了解，增强了团队协作的意识与能力，锻炼了体魄。 

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等北京地区 32 家设站单位的 1100 多名博士后及其家属。运动会分

团体、个人和游艺三个大类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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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博士后代表队 

博士后校友袁守龙为在站博士后做健康运动讲座 

 7 月 9 日晚，校博管办邀请到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博士后校友袁守龙

博士回校，为在站博士后做了“体能训练是全民运动健康的新趋势”的健康运动

讲座，讲座在主楼 327 进行，我校多个学院的博士后参加了这次讲座。这是清华

大学博管办推出的旨在服务于博士后群体的系列讲座之一。  

袁守龙博士是我校控制科学与工程学博士后校友，目前任职于国家体育总局

竞技体育司，兼任中国医师学会养生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

练分会委、《运动》杂志副主编，以及 CCTV-5《运动大不同》栏目主讲嘉宾等。  

讲座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袁博士以其幽默风趣的演讲风格，赢得了博士后

们的阵阵掌声，现场互动不断。众所周知，博士后们平时忙于科研，花在运动健

康方面的时间非常有限，由此导致了诸如颈椎、腰椎等方面的不良问题，损害了

身体健康，并影响科研效率。袁博士认为，其实每天只需花费一点时间，就可以

达到较好的运动效果，并且可以不受场地限制。  

在现场，袁守龙博士为到场的博士后们示范了平板支撑、滑轮等在室内就可

以轻易操作的运动项目。他建议，不论何时，都应该进行体能和力量的训练。此

外，袁博士还介绍了几种专业的体能恢复训练方法。袁博士提出，要运动，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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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运动，只有真正理解体育运动的规律性，才能真正进行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运动。 

 

袁守龙先生指导博士后科学运动 

2105 年第 58 批博士后基金申请讲座顺利召开 

2015 年 7 月 16 日晚，清华大学 2015 年第 58 批博士后基金申请讲座在信息

科技大楼二层多功能厅顺利召开，来自不同学院、系、所和中心的 200 多百名博

士后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由清华大学博管办和博士后联谊会主办，其主旨在于

配合第 58 批中国博士后基金申报工作，激发博士后基金申报的热情，提高博士

后基金资助率。 

讲座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周远祥教授和社会科学学院张小劲教授。两位

教授从评审专家的专业视角，指出了基金申请的注意事项，令前来聆听讲座的博

士后们受益匪浅。周远祥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张小劲教授

曾任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等评审专家。两位专家皆具有丰富

的基金申请经验，并多次担任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 

此外，微电子学研究所出站博士后王安博士，人文学院出站博士后马楠博士

分享了他们在各自领域申请博士后基金的成功经验，获得了博士后们的好评。王

安博士现为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教师。马楠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据悉，第 58 批中国博士后基金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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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将相关文件通过邮件及校博士后网站等多种渠道进行了发布和通告。 

 

基金讲座现场 

 

 院系动态 

环境学院召开博士后校友座谈会 

4 月 25 日下午，环境学院在中意环境节能楼 311 会议室召开博士后校友座

谈会，会议由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张旭老师主持。我院博士后校友、中国生

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韩文亚校友，出站后留校工作的陈超老师以及在站博士后代

表十余人参加了座谈。 

陈超老师回顾了自己在站期间科研历程，肯定了博士后经历对现在科研的积

极促进作用。韩文亚校友从自身工作岗位向大家介绍了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

的努力和工作，为各位博士后在未来职业选择指明了方向。张旭老师则高度评价

了博士后在科研工作中发挥的生力军作用。与会人员就博士后科研方向、出站就

业、如何开展多样化的交流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气氛活跃，大家普遍认为此次活动不仅为博士后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

促进了科研工作和职业规划的交流，更增进了校友间的相互了解和对清华大学的

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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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计划 

清华大学第 28 届博士后联谊会 2015 年工作计划 

时间 内容 负责部门 备注 

1 月 博士后基金申请经验交流讲座 学术 第 1 次 

 

3 月 

文体俱乐部报名 文体  

文体俱乐部负责人换届 文体  

编制工作简报 宣传外联 第 1 季度内容 

 

 

4 月 

举办乒乓球或羽毛球等一项比赛 文体  

组织参加博士后运动会 文体  

第六届博士后创新讲坛 

博士后联谊会 30 周年纪念大会 

全体 配合校友会实施 

组织阶段  

 

5 月 

博士后学术沙龙 学术  

科技行活动 科技开发  

博士后生活沙龙 综合 第 1 期 

组织参加博士后引荐会 综合  

博士后基金申请经验交流讲座 学术 第 2 次 

 

6 月 

外地博士后人才项目引荐会 科技开发  

博士后生活沙龙 综合 第 2 期 

优秀博士后经验交流 学术  

 

  7 月 

编制工作简报 宣传外联 第 2 季度内容 

科技行活动 科技开发  

高水平论文发表经验交流 学术  

博士后体育比赛一项 文体  

9 月 单身博士后联谊活动 综合 中秋节 

博士后就业经验交流 综合  

 

10 月 

科技行活动 科技开发  

博士后生活沙龙 综合 第 3 期 

编制工作简报 宣传外联 第 3 季度内容 

博士后校友人才数据库建立 秘书处 配合校友会 

11 月 组织博士后换届工作 秘书处  

 优秀博士后校友采访 宣传外联 配合校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