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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协第235次青年科学家论坛在北京交通大学成功举办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力学学会和北京交通大学承办的中国科协第235次青年科学家论坛于2011年5月27-29日在北京

交通大学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极端复杂测试环境下实验力学的挑战与应对”。这是“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

坛”自1995年设立以来第二次举办与实验力学有关的论坛。本次论坛的执行主席为北京交通大学王正道教授、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龚兴龙教授、国家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丁克勤研究员和清华大学冯雪副教授。 
        本次论坛正式邀请代表为33位，均是来自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目前活跃于实验力学科学研究或工程应用前

沿的知名青年专家，其中包括多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实验力学》主编亢一澜教

授、清华大学谢惠民教授、国际汽车工程学会(SAE)材料建模和测试委员会(MM&T)主席、美国奥克兰大学杨连祥教

授等6位国内外实验力学界知名学者列席参加了最后半天的专题研讨，新一届实验力学专委会主任于起峰院士到会祝

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孟庆国副主任、数理学部力学处詹世革处长也出席了本次论坛。 
        论坛召开期间，与会代表及嘉宾针对目前实验力学面临的多尺度、多场耦合和极端加载条件等，开展深入讨论，

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最后达成如下共识：1）实验力学目前发展趋势是基础性、交叉性和技术性更为突出。微纳尺度

实验力学技术与装置、多场与多系统实验测量技术、特殊环境与极端条件下力学量检测技术、超声与无损检测技术、

力学场可视化技术与实验数据识别等已成为实验力学学科发展的前沿基础问题。建议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

部门就相关领域的研究予以重视和优先资助。2）大飞机、高速列车等国家重大设施研发和运营中, 提出许多与力学测

量相关的技术科学问题, 迫切需要发展有针对性的检测技术、表征方法以及专门检测仪器，但目前支持这些研究的实

验仪器与设备匮乏。建议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在制定上述大工程战略规划时，能设立专门科学仪器与检测方法研究基

金，从制度上确保我国专用科学仪器研制的制度性和系统性。3）应进一步加大对具有我国自主产权的原创通用性科

学仪器和实验力学软件研制与开发的投入力度，充分认识到科学仪器和实验软件研制的长周期、系统性和复杂性，建

立相应考核和激励机制；同时，要高度重视我国实验科学研究队伍的成长，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我国实验科学研究队伍

的发展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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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始申报

（摘自教育部网站）  

    根据国家创新体系（大学）建设目标和有关高等学校科技发展规划要求，为加快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有计划有

步骤地继续推进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发展方向，教育部科技司决定开展2011年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新建工作。有关事项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  
    1．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为指导，紧密围绕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突出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紧密结合，突出与“985工

程”、“211工程”和重点学科建设计划的有机衔接。  
    2．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科布局和区域分布，加快高校优势领域的基地建设。对同一高校同一重

点学科内已建有国家和教育部基地（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中心）的不再列入建设范围。  
    3．突出特色建设，加强在新兴和交叉学科领域的布局。  
    4．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和环境建设，创造实验室优秀的文化和氛围。  
二、申报方向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在高校择优推荐并充分听取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认真研究，教育部科技司拟

定了今年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申报方向指南（见附件）。申报实验室必须符合指南方向的总体研究目标和涵盖所有研究

方向，突出优势和特色。  
三、申报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学科基础。所申报实验室的主体学科须为国家重点学科。  
    2．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研究基础。所申报的实验室应处于本领域国内领先水平，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承担了

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或工程研究项目，有较充足的国家纵向科研经费；具备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条

件，能开展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3．具有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团结协作、管理能力强的领导班子；

有一支学术水平高、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有良好的科研传统和学术氛围。  
    4．具有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实验室科研用房集中，实验室面积应在3000平方米左右；具有比较先进的仪器设

备，仪器设备原值原则上不低于2000万元；有稳定的管理、技术人员队伍，管理制度比较健全。  
    5．具有良好的建设与运行条件支撑。依托高校要保证建设期间匹配投入仪器设备购置经费不低于1000万元；保证

实验室建设期间和建成后，每年提供不低于50万元的运行经费，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后勤保障和国内外合作与交

流的条件。 
 
附件：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申报方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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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开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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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以高水

平科研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教育部将继续实施“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择优支持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2011年度申报工作相关事项如下：  
一、申报领域  
    按以下27个领域归口申报：  
    1.数学；2.物理；3.化学；4.化工；5.农业；6.林业；7.电子科学技术；8.计算机与通讯；9.生物与基础医学；10.医疗卫

生与临床；11.药学；12.中医药；13.能源；14.资源；15.环境；16.传统材料；17.新材料；18.先进制造；19.管理科学与

工程(含工商管理)。20.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21.经济学；22.法学；23.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24.
教育学、心理学；25.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26.历史学；27.艺术学、体育学。  
二、申报条件  
    1．申请者须符合《“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第七条所列各项基本条件。  
    2．国内申请者应具有中国国籍，且必须通过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申请，不接受跨单位申报。  
    3．引进海外青年优秀人才纳入本计划一并申报。  
    4．坚持公开遴选，择优推荐的原则。加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申报。注重与部门、地方和学校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

的衔接。  
    5．已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科院“百人计划”资助者，不得再申请本计划。  
三、申报名额  
    实行限额申报制度。  
四、申报方式  
    地方所属高等学校以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为单位，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以主管部门的职能司局为单

位，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和实施985工程的高等学校以学校为单位，以公函的形式统一申报。不受理其他组织和个人的

申报。  
五、其它事项  
    1．申请者须填写《“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申请书》，一式8份，加盖所在学校和主管部门公章。申请材料（包括

附件）必须突出重点，简明扼要，双面打印，不超过40个页码。  
    2．各单位须填写《“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申请人清单》1份，加盖所在学校和主管部门公章报送，并以电子邮件

的形式提交电子文件（EXCEL兼容格式）。  
    3．申报截止日期：2011年9月12日（以收到时间为准），逾期、超额和不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恕不受理。  
    4．资助人选确定后，教育部将择优选派部分入选者赴国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研究。  
    5．本通知同时在教育部科技司网站http://www.dost.moe.edu.cn/上公布。有关附件和电子表格请在网站“下载中心”栏

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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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开始申报

（摘自中国博士后网） 

　

    按照《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实施办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于6月25日至7月31日组织开展第五十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报工作。本次面上资助将全部采取网上申报，有关事宜如下：  
一、博士后准备申报材料  
    6月25日至7月15日，请博士后网下准备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简称“申请书”）及“专家推荐意见

表”。“申请书”样式及“专家推荐意见表”请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点击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申报/评审”下载。  
二、博士后网上提交“申请书”  
    7月15日至7月31日，请博士后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点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申报/评审”（7月15日开通），以博

士后网上办公系统中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下载申报软件并在网上提交“申请书”。  
三、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书”  
    7月15日至7月31日，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点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申报/评审”，以博

士后网上办公系统中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对“申请书”进行审核并予提交。 
四、设站单位邮寄纸质申请材料  
    请申请人将以下纸质材料交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统一于7月31日前邮寄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以投递日戳为

准），请勿使用包裹邮寄，以免延误。  
    1、纸质“申请书”1份。博士后人员网上提交“申请书”后，请在线打印一份（纸质“申请书”中的校验码与网上一致为

有效），并由所在设站单位审核盖章。  
    2、“专家推荐意见表”1份。分别由申请人合作导师和1名同行专家签署意见并签名。  
五、其它相关事宜  
    本次基金面上资助不再接受网下申报材料。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7月31日，逾期网上申报系统将关闭。请设站单位

在7月31日前完成对博士后申报材料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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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徐芝纶院士百年诞辰全国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教学研讨会

(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姜弘道教授供稿)  

  
    今年是我国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河海大学徐芝纶教授百年诞辰。徐芝纶院士曾长期从事弹性力学与有限

元法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他编著的相关教材曾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并多次再版或重印，被许多院校长期使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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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在发展力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一直为水利、土木工程等诸多领域的生产实践所应用，成为力学服务于工

程实际的典范。为了纪念徐芝纶院士为我国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的教学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交流各院校在弹性力

学与有限元法教学与教改中的经验体会，教育部工科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河海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力

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共同发起并决定举办“纪念徐芝纶院士百年诞辰全国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教学研讨会”，会议由

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江苏省力学学会共同承办。现将研讨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时间与地点 
    2011年10下旬（利用星期六前后，不会与力学论坛冲突），南京市或其附近城市。更具体信息在9月中旬发出的第

二号通知中发布。 
2、会议内容 
（1） 邀请著名专家作大会报告 
（2） 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教学与教改论文交流与研讨 
（3） 介绍徐芝纶院士在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教学上的成果与经验 
（4） 工科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介绍当前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的教学情况与要求 
（5） 高等教育出版社介绍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教材出版情况与要求 
（6） 徐芝纶院士编著的弹性力学教材修订座谈会 
3、论文征集及发表 
（1） 论文征集范围：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的教材建设与教材分析、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

师队伍建设、教学目标与要求、教学实践与教学改革等。 
（2） 凡按时间要求交论文全文电子稿的，全部刻成光盘在会上交流；凡按发表的格式要求按时交论文电子稿的，并

在研讨会上发言交流的论文，经评审推荐，由河海大学学报（社科版）增刊出版。 
4、重要时间 
    7月10日前第一轮报名（在研讨会上交流或仅参会的均可报名） 
    9月10日前第二轮报名，并提交论文题目及摘要 
    9月30日前交论文全文电子稿 
    报名方式为填写报名表后用电子邮件发给联系人 
5、联系人 
    王 磊：E-mail：wangl@hhu.edu.cn，Tel: 15161468636 

    赵 引：E-mail：zhaoyin01@hhu.edu.cn , Tel：13951697118 

    邬 萱：E-mail：lxxh@yahoo.com.cn, Tel：025－83786951（可传真）,13601580850 
 
附件：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教学研讨会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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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举办“第七届全国非线性有限元高级讲习班”的通知

（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庄茁教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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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举办“第七届全国非线性有限元讲习班”。该班创办于2004年，七年来已经分别在北京、承德、大连、青岛、成都等

地成功举办过六届，参与人数已经超过350余人，受到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已成为非线

性有限元领域每年一届值得期待的品牌活动。在成功举办六届讲习班的基础上，决定于今年暑期（2011年8月5—7日）

继续举办“第七届全国非线性有限元高级讲习班”，欢迎广大有限元爱好者踊跃报名，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中国力学学会促进工程应用与产业结合工作委员会，清华大学航

天航空学院 
    会务服务：北京诺维特机械科学技术发展中心（IMTDC） 
二、培训内容 
    主要教学内容：三场变分原理（弱形式）；一种格式：拉格朗日格式，简称L格式，包括完全的L格式(TL)和更新的L
格式（UL），以及任意的拉格朗日-欧拉格式（ALE）；两种解法：隐式和显式求解器，隐式－Newton-Raphson迭代，

显式－中心差分；三种非线性：材料、几何和接触，例如材料非线性包括弹塑性、超弹性和粘弹性；几何非线性包括大

应变、大位移、结合Jaumann率处理大转动问题和弧长法解决屈曲问题；接触非线性包括拉格朗日乘子法和罚函数方

法。 
三、参加对象 
    1、主要针对工业企业中的仿真分析工程师、科研院所的力学科研人员和高等院校中的工科计算力学教师和博士研究

生，以及有限元的广大爱好者。 
    2、对学员知识要求：要有一定的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有限元、线性代数和简单张量计算的基础知识，其知识水平

应相当于工科硕士研究生和力学专业本科生以上。 
四、主讲专家 
    庄茁，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五、培训形式 
    采用主讲、讨论和答疑的灵活方式，目的是讲授非线性有限元的理论、方法和软件的发展动态，全面介绍非线性有限

元的前沿内容，使参加者能够了解材料非线性、几何大变形和接触碰撞这些非线性力学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法，以及在

有限元程序中的实现过程。  
六、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1年8月4日 培训时间：8月5-7日（共三天） 
    2、培训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具体地点提前一周发通知） 
    3、报名截止日期：2011年7月25日，以便提前预定宾馆和准备培训资料。 
七、联系及报名 
    咨询电话：（010）88145672/88145675-819 传真：（010）51717078 
    联 系 人：王秀玲、鲍燕燕  
    网站：www.cmenet.org/FXX2011/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42号中裕商务花园7B－206室 
    邮政编码：100142 
　

　

 [返回本期目录栏]

　

　
 

－－－－－－－－－－－－－－－－－－－－－－－－－－－－－－－－－－－－－－－－－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110625/14-6.htm（第 7／16 页）2011-06-25 15:19:33

http://www.cmenet.org/FXX2011/


“力学动态”文摘2011年第14卷第6期

　

力学史培训研讨会第二号通知

（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赵引教授供稿）   

 
    经中国力学学会批准，由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和力学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第二期力学史培训

研讨会第一号通知自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高校广大教师的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会。现将有关事项进一步通知如

下： 
一、目标 
    通过在力学教师与相关科技人员中关于力学史与力学方法论的传授、交流和研讨，进一步提高与会人员的力学素

养，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二、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1年7月17日至20日，7月16日报到。 
    会议地点：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1．从事高等学校本、专科与研究生力学各门课程教学的中、青年教师； 
    2．从事与力学相关工作的中、青年科技人员； 
    3．从事力学史研究、教学的人员。 
四、主要内容  
    培训内容： 
    1．力学史，由北京大学武际可教授主讲； 
    2．力学方法论，由北京工业大学隋允康教授主讲； 
    3．当今力学几个新方向的发展动态，特邀专家报告。 
    研讨内容： 
    1．力学史与方法论对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经验、体会； 
    2．如何在教学与科技活动中传授和应用力学史与方法论知识； 
    3．力学史与方法论研究的新成果。 
五、报名、费用

   1．欢迎广大力学教师与相关科技人员报名参会。请填写本通知所附报名表，于2011年6月25日前邮回，以便会务安

排。（届时正值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会务相关工作需及早安排）。 
    2．旅费、住宿费自理，会务费500元/人，培训及资料费400元/人，共计900元/人。（资料包括拷入4GU盘的珍贵文

献及PPT讲稿等）。

    3. 报到地点：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正禾宾馆。 
六、会务联系人 
    屈天骄，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13772008593，jiao1231561@126.com 

    范献银，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15929561615，fanxianyin@163.com 

    赵引，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13951697118，zhaoyin01@hhu.edu.cn
 
附件：力学史培训研讨会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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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交通大学招聘博士后 

　

华东交通大学现有16个学院， 52个本科专业，一级学科硕士点5个，二级学科硕士点46个，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的MBA培养单位。在校学生20000余人，教职工1600余人，正副教授450余人。学校拥有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省部级科技拔尖人才"、"全国优秀教师"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60余人，享有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37人。铁路

环境振动与噪声工程中心"为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载运工具与装备实验

室"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图书馆收藏各类文献255.45万册，是中国学术期刊文献检索一级咨询站。学校先后建立了

遍及全国10个省、市、区的120个校外实习基地。我校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这也是全省高校中唯一获此

殊荣的。 
一、招聘条件 
    博士学位获得者 
二、招聘专业 
    1、 铁道工程 
    2、 轨道力学 
    3、 桥隧工程 
    4、 车辆动力学 
    5、 结构工程 
三、 招聘方式 
    1、进入华东交通大学博士后工作站，出站时留校工作。博士后待遇详见华东交通大学人才招聘网-资料下载：《华

东交通大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2、按华东交通大学教师招聘程序低职高聘为副教授，并享受科研启动费10万元、住房补贴15万元的待遇。 
四、应聘、联系方式和相关待遇 
     请登陆:华东交通大学人才招聘网：http://aaa.ecjtu.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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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 position available in Compuational Materials Modeling    

  

 The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UNT) 

seeks highly qualified applicants for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modeling.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work on multiscale modeling of defects and microstructures (e.g., dislocations, grain boundaries, etc), and 

damage and failure of materials to design and evaluate advanced superalloys for aerospace applications, as part of the 

federally-funded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imulation (ISES). 

Qualifications: 

        1. A PhD in solid mechanics, materials science, 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in a related area is required. 

        2. Working knowledge in one or more areas of finite deformation continuum mechanics, crystal plasticity, and damage 

modeling is required.  

        3. Experience in several of these areas is highly preferred. 

        4. Working experience in computational modeling with atomistic, dislocation dynamics, or finite element methods is 

required. 

        5. Working experience in FORTRAN programming and parallel computing is highly desired.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The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will work in the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modeling 

group mainly with Professors Zhiqiang Wang and Alan Needleman along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other 

faculty members in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cientific Computing and Modeling (CASCaM) including researchers from 

materials science, chemistry,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end a CV with a cover 

letter, the names of at least three references and a one page description documenting their experience in the desired areas. 

Applications must be submitted at： 

https://facultyjobs.unt.edu/applicants/jsp/shared/position/JobDetails_css.jsp?postingId=14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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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solid mechanics at Harvard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area of mechanics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The ideal candidate will have expertis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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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of materials, will be creative and willing to explore new idea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Katia Bertoldi at：  
        bertoldi@seas.harvard.edu
To apply, please send a current CV, publication list,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at least 3 references to Katia Bertoldi at 
bertoldi@seas.harvard.edu .  

        Harvard University is an Affirmative Action/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and applications from women and minority 
candidate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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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Mechanica Sinica 

Vol.27 No.2 2011 
　
On the generalized Cauchy function and new Conjecture on its exterior singularities
Th.Y. Wu
　
Aerodynamics of indirect thrust measurement by the impulse method
C.K. Wu H.X. Wang X. Meng X. Chen W.X. Pan
　
On the unsteady motion and stability of a heaving airfoil in ground effect
J. Molina X. Zhang
　
Computation of the stability derivatives via CFD and the sensitivity eq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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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a Mechanics Solid 

(Volume 23, Issue 5,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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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人物

－－－－－－－－－－－－－－－－－－－－－－－－－－－－－－－－－－－－－－－－－－－ 

　徐芝纶

（徐芝纶百年诞辰纪念网站http://xzl.hhu.edu.cn/）

        徐芝纶（1911—1999），江苏省江都县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河海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

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并留校任教；1935年赴美国留学，

193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37年获哈佛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中央

大学和交通大学任教，并曾担任交通大学水利系主任。1952年起，在华东水利学院任教，是华东水利学院的主要开创

者之一，先后任教务长、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

学部学部委员。先后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

事，江苏省力学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三届理事长以及第四届名誉理事长。 
        徐芝纶院士毕生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为促进我国力学与水利水电工程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他以“学无止境，教亦无止境”为座右铭，严谨治学，严格教学。他教授过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

力学、高等结构、结构设计、桥梁设计、土壤力学、基础工程、水力学、水力发电工程、水工设计、坝工设计等10余

门课程。他的“怎样提高课堂讲授质量”一文成为许许多多青年教师教好课的必读材料。他直接授过课的学生达数千

人，精心指导和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骨干教师。他编著出版了《工程力学教程》、《弹性理论》、

《弹性力学》、《弹性力学简明教程》等教材11种15册，翻译出版教材4种7册，其中《弹性力学》获1977年—1981年

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和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英文版教材《Applied Elasticity》是我国向国外推荐的第一本

英文版工科教材。他的科研工作一贯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为目的，在拱结构、钢架结构和基础梁、板的计算方法方面

的多项早期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工程界广泛采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研究撰写了《双曲扁壳闸

门计算》一书，将双曲扁壳结构应用到闸门中。他还致力于有限元法的研究与推广、普及工作，完成了凤滩空腹重力

拱坝的温度场与温度应力的有限元计算，是我国最早的有限元应用成果之一，1974年编著出版的《弹性力学问题的有

限单元法》，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有限单元法的著作，为我国发展与应用有限单元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 
        徐芝纶院士长期负责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实在和新颖的教育观念，大力推进教学改革，

促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徐芝纶院士以自身的言行风范，为人师表，对河海大学的优良校风、学风、教风的形成，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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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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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徐老同在党旗下宣誓

（钱自立） 

 
        1980年“七一”前的一天，时年69岁，担任华东水利学院副院长，在力学界和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徐芝纶教授和

其他81位同志在华东水利学院党员大会上一道进行入党宣誓，恰巧会议组织者安排我和徐老站在一起，摄影师在拍摄

照片取景时又把我纳入其中，于是就有了这一张我和徐老同在党旗下宣誓的照片。 
        徐老是我敬仰、崇拜的偶像，他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获得硕

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解放前，他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

能。解放后，他看到人民当家作主，祖国欣欣向荣，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一贯忠诚党

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卓著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专

门人才。 
        1978年3月18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具有非凡意义。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徐老作

为全国科学大会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全面阐述了科技人员的政治地位、人才培养等重大问

题，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著名论

断，打破了长期束缚科学发展的思想禁锢，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开辟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的

一个新天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给徐老带来了“春风”，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

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徐老振奋精神，不顾年老体弱，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一边给研究生上

课，一边继续编写出版了《弹性力学》、《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修订版）等学术专著，做出了新的成绩。

徐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看到了国家美好的未来，看到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更加

热爱党，信赖党，萌发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于1980 年4月再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所在的工程力学教研室党

支部负责人，并递交了《入党报告》。  
        徐老的这份《入党报告》，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字里行间充分表明了一位老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认识

过程，充分表明了一位高校教授在党领导下培养高级合格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表明了一位老科学家决心加入

党组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迫切心情。工程力学教研室党支部十分重视徐老的入党问题，经研究认为应该发展徐老

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很快把情况向学校党委组织部作了汇报，并及时得到学校的答复。1980年6月16日，工程

力学教研室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徐芝纶的入党申请，根据徐芝纶同志的一贯表现，一致通过吸收他加入中国共

产党。 
 忆徐老，最感动的是他的人格。 
        徐老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力学专家，华东水利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他在教书育人、严谨治学、从严执教方面

自不待言。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由衷地怀念和敬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人格魅力。 
        徐老对同志、对朋友、对学生从来都是光明磊落、坦诚相见。他心口如一，至真至诚，这并非溢美之辞，太多的

事例可以证明这些评价。 
长期和徐老一起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河海大学名誉校长严恺同志是这样

评价徐老的：“徐芝纶同志的为人做事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一是顾全大局，工作认真，只要学校集体研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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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工作计划安排，他都能坚决照办，并且深入基层抓好落实；二是书教得好，写得也好，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

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好评；三是人品好，人缘也好，说得少，做得多，从来不随意议论他人，不搬弄是非制造矛盾；四

是政治上一直要求进步，60年代写过入党申请书，80年代又一次提出要求，我能够有机会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帮

助他实现了期盼很久的愿望，感到非常高兴。”  
        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徐老1954年起任华东水利学院教务长，1956年起兼任副院长（任至1983
年）。从三尺讲台走上教务长、副院长岗位的他非常强调要严格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在教学管理上是十分认真负责

的。根据国家高等教育教学大纲的要求，他主持或参与制定的教学计划，要求各个系和教研组必须遵照执行，不得走

样。他经常到系里检查教学安排情况，到教室听教师上课并听取学生的意见，然后在教学工作会议上予以指出，督促

大家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晚上，徐老喜欢在校园里散散步，实际上，他是利用散步时间了解学生在教室里晚自修的情

况。再则就是看看教学楼的管理情况，如果发现办公室的窗户没有关好，他会通知工友把这些事情做好。  
        有一天早晨，徐老走进教室给学生上课，班长“起立！”的声音喊得不响亮，学生站起来的时候稀稀拉拉、有站有

坐、有先有后、很不一致。徐老生气地说：“重来一次！”然后，徐老用两分钟解释这件事，他说，他并不是一定要学

生对他个人恭恭敬敬，重要的是作为学生，要在学校里通过一件件小事，养成良好的规矩和习惯，惟有如此，才能在

将来做成大事情。 
        在徐老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人才始终是他的重心，无论是科研、教学还是行政工作，他都一贯坚持“育人”这一核

心。他献身教育，不计个人名利，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年轻人，他常教导年轻人要严谨踏实地做学问。徐

老的课堂讲授质量之高，早在40年代就已在师生中享有盛誉。他的讲课，内容精炼、语言准确、条理清晰、分析透

彻、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在讲课中善于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阐明基本概念，讲清基本理论，把思路、方法教给学

生，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举一反三。他善于根据学生的实际以及生产的实际，恰到好处地将理论放在实际背景中去讲

授，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他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也从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他的讲稿每次讲授都要修改

更新，因而他的助教愿意一次次听他的课，以获得新启示。他在《怎样提高课堂讲授的质量》一文中，总结了“掌握

课程内容，了解学生情况，适当安排教材，认真准备讲稿，做好默讲试讲，注意表达方式，及时检查改进，不断努力

提高”等八方面的经验体会。该文已成为许多青年教师掌握课堂讲授艺术的入门教材。 
        徐老与所在教研室的教师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对普通教师，除了工作上关心外，生活上的困难也给予帮助。在国

家三年困难时期，工资收入比较高的徐老和他的爱人伍玉贤，经常把一些熟悉的单身青年教师叫到家中，给他们煮肉

吃。力学教研室的卓家寿老师结婚的时候，徐老放下工作，出席了卓家寿的婚礼。李咏偕老师结婚的时候，徐老也是

持礼前往祝贺，婚礼上，他让李咏偕夫妇唱“敖包相会”，当唱到歌词“只要哥哥（妹妹）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

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喂”时，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徐老高兴地说：“来了！来了！”激起大家会意的欢笑。 
        “精益求精是成功之母”，这是徐老自我总结的重要体会，也是他从事教学工作的自我写照。他认为：“无论做什

么工作都应当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什么事业都没有顶峰，要不断改进，永远不要自满。学无止境，教无止境，教书

育人无止境。”徐老编写教材的实践就是“精益求精”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当《弹性力学》（上、下册）第一版于１９

７８年出版并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时，根据新的教学实践的体会，他已着手修订该书，并于１９８２年出了该书的

第二版。１９８７年，第二版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此时，该书第三版已送出版社并于１９９０年出版。应出版社

之约，他于１９８９年写出了英文版《应用弹性力学》，并于１９９１年由印度威利东方出版公司在国外出版。 
        “为力学而生”，这是徐老留给所有接近他的人最强烈的印象，而徐老则戏说自己成为力学专家是歪打正着。原来

徐老一直是搞水利工程专业教学和研究的，由于建校时从各校调配来的师资大多是专业教师，基础课程的教师很是缺

乏，所以原来的专业课师资就有一部分改为基础课的师资，徐老带头承担了工程力学、弹性力学等多门专业基础课的

教学任务，这一改竟然就是一辈子为业，并且成为我国力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编写的《理论力学》、《工程力学》、

《弹性理论》等一整套教材，国家出版机关曾一版再版。他先后翻译过理论力学、弹性力学、弹塑性力学的外文书

籍，译文准确通顺、文笔流畅，受到读者的称赞。 
        纵览这位教学巨擘的一辈子，你会发现他始终在用爱求解着教育、科研与生活的这道多元方程。徐老是一位卓越

的力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的研究成果扬名世界，他的“桃李”构成共和国力学事业的脊梁。一生成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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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桃李满天下。工程力学教研室的老师说徐老就是一个为了“桃李”的成长可以把自己身上的盛装脱给你而且为你的华

丽出场把巴掌拍成几瓣的人。 
        徐老远去他乡已12年，我没有做过只字缅怀，只是在飒飒的秋风里，不时静静地翻阅、默诵徐老关于《怎样提高

课堂讲授的质量》的讲话稿，唯从他那内容精炼、语言准确、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引人入胜的讲话稿中捕捉他的音

容与身影。 
        我们为河海有徐老这样的好领导、好党员、好人而骄傲，也愿意学习他，像他那样做人做事。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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