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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力学系喜获2011年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工作特等奖

     (来源: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网站)         

    在1月5日召开的“2011年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工作总结会”上，工程力学系蝉联校科技工作“特等奖”。

自2010年开始,全校每年评出一个科技工作特等奖。我系自设奖以来，连续两年获得“特等奖”的殊荣！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虽然我们的科研经费总量比2010年有所下降，但我们仍然在科研进款总

额及人均进款两个指标方面，都首次名列全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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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武教授入选大连市首批领军人才

   (来源: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网站)         

    日前，大连市首批领军人才名单公布，运载学部部长张洪武教授入选。运载学部王博、亓昌入选大连

市首批领军后备人才。 

　　大连市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从去年8月份开始启动，旨在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全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

的领军人才队伍。经过科学、专业的独立评审和会议评审，并严格履行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审

核、公示、市政府审批等程序后，最终确定了102名领军人才和200名领军后备人才人选。按照《大连市领

军人才培养工程实施办法》规定，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近日启动了领军人才项目资助工作，

对领军人才开展的创新研发、研修培训和学术交流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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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中国力学年”系列活动展开

   (摘自中国科学报)         

   由中国力学学会策划主办的“2012中国力学年”系列活动日前在中国科技馆展开。清华大学教授朱克勤

应邀作科普讲座，给200余名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公众讲述“我们身边的力学”。 

   飞机的升力从何而来？为什么风吹垮了一座大桥？如何才能吹出更大的肥皂泡？洗碗盆里蕴涵着哪些科

学原理？这些日常生活中都能接触到的事例蕴涵着丰富的力学原理，观察研究这些现象的成果竟然登上

了《自然》和《科学》等世界顶尖杂志的封面⋯⋯朱克勤科普报告的内容激起了听众的好奇心。 

   报告结束后，由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冯西桥主持的互动环节将此次科普讲座推向了高潮，不同年龄层次

和知识水平的观众都抢着提问：“用蜂蜜冲勺也能看见水钟吗？”“我把手中的瓶子横放过来就看见涡

了，您能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吗？”“F1赛道上高速行驶的赛车如果太靠近的话，后面车头掉的东西为什

么非常容易被前车给卷过去？”“在分子层面上的微观研究是不是能更好地揭示宏观的力学现象？”而

朱克勤的解答也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 

   据悉，“2012中国力学年”是中国力学学会结合8月19日～24日在北京举办的“第23届世界力学家大

会”而进行的系列主题活动，旨在向社会公众进行力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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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迈入“百亿时代” 面临四大挑战

（摘自科技日报）

  “2012年，中央财政对科学基金投入将超过150亿元。”在3月27日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六届

五次全委会上，基金委主任陈宜瑜表示，1986年科学基金成立之初经费只有8000万元，2011年科学基金迈

入“百亿时代”，现在不能用管理几千万的方式来管理一百多亿，基金委将勇于面对和化解科学基金工

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新局面。 

  陈宜瑜说，科学基金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经费投入快速增长带来的管好用好基金的压力。如何保

持创新制度的先进性，增强资助管理体制机制的生机和活力，是影响基金制科学发展的重要本质问题。

二是国家和社会给予更高期望带来的科学基金发挥更大作用的压力。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需求和社

会期待，更有利推进自主创新，是影响基金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三是申请量大幅增长带来的评审管

理工作量激增的压力。他透露，科学基金申请量连年攀升，去年创下15万份的新高，今年集中受理期已

接收了17万份。不断加大的申请量，加剧了管理人员长期不足的矛盾，且导致管理和评审趋于粗放。如

何切实提高评审质量，保障评审公正与创新，是影响基金制公信力的核心管理问题。四是不端行为影响

带来的道德风险不断提高的压力。在学术浮躁日趋蔓延、科研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如何营造风

清气正的文化氛围，引导正确的价值导向，是影响基金制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问题。 

  陈宜瑜强调，应对挑战是一项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科学基金将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遵循

基础研究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管理创新规律，促进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更上新台阶；突出更加侧

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充分发挥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导向功能，

不断提升资助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坚持卓越管理，系统破解发展瓶颈；坚持弘扬创新文

化，引导正确价值导向，努力使科学基金成为科技界的放心基金、阳光基金、创新基金。 

  他介绍，2012年，科学基金将重点推进几方面工作。首先，要统筹研究资助部署，大力培育原始创新，

将面上项目平均强度提高到每项每4年80万元，为科学家营造自由探索的宽松环境。其次，科学基金将遵

循人才成长规律，丰富和发展人才资助体系。设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计划每年资助400人；启动青年基

金到面上项目连续资助计划，今年计划资助约300项；完善对博士后的资助机制。此外，推进科研仪器创

制、加强国际合作、强化信息技术支撑、推动科研诚信建设及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均是科学基金今年的工

作要点。 

  据了解，2011年，中央财政对科学基金投入达140亿元，实际完成资助计划金额182.75亿元。基金委受理

全国2007个依托单位提出的各类申请15.38万份，择优资助了各类项目34836项。其中面上项目资助金额约

89.89亿元，资助重点项目497项，金额14.25亿元，使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环境得到优化；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13146项，资助创新研究群体30个，人才资助工作得到全方位推进；资助重大研究计划433项，金额6.22亿

元，新批准实施4个重大研究计划；资助首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9项，金额约5.7亿

元。另外，基金委去年积极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对24名涉及科研不端行为者进行了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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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开始申请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网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促进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快速

成长，鼓励承担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围绕一个重要科学问题开展较长期、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自

2012年起在面上项目中设立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以下简称“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

目”），在当年结题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择优遴选取得突出进展、具有创新潜力的项目负责人，予以

面上项目连续资助。为做好2012年度“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的申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申请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的科学技术人员，可以申请“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  

1．2009年获得资助、将于2012年12月结题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  

2．符合面上项目对申请人的基本条件要求。  

二、限项规定  

1．符合“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申请条件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青年-面

上连续资助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的限制范围。 

2．符合“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申请条件、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申请“青年-

面上连续资助项目”时，不受“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负责人正

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限为1项”的限制。  

3．申请人在同一年度内，申请面上项目和“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数合计限为1项。申请人如果在申

请集中接收期间已经申请了面上项目，将不能申请“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  

三、申请人注意事项  

1．申请人应认真阅读本通告和《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以下简称《项目指南》），不

符合通告和《项目指南》的申请项目不予受理。  

2．申请人应当按照“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资助类别选择“面上项

目”，亚类说明选择“青年-面上连续资助”，申请代码1与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保持一致，由信息系统

自动生成，不得更改；申请代码2可以由申请人自行选择。  

3．符合“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申请条件、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的申请

人，不再需要提供由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撰写的推荐信；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的

申请人，应当单独提供导师同意其申请项目并由导师签字的函件，说明申请项目与其学位论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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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项目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4．“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资助期限为4年，申请书中的起止年月填

写“2013年1月-2016年12月”。平均资助强度与面上项目相同，请参照《项目指南》中相关科学部的面上

项目资助强度说明，实事求是地提出经费申请。  

5．2012年度“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申请书采用在线撰写方式，申请人向依托单位索取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ISIS系统，按照相关要求与提示撰写申请书，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其电子附件材料，下载并打

印最终PDF版本申请书，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无需提交纸质附件材料（有关导师

同意函等除外）。  

申请人应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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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内地与香港青年力学论坛成功举行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由中国力学学会和香港力学学会共同组织的“首届内地与香港青年力学论坛-2012”（The First Mainland-
Hong Kong Youth Forum on Mechanics-2012）于2012年3月16－17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香港力学学会

第十六届年会”和“第八届沪港力学及其应用论坛”同期举办，有近50位青年力学学者从大陆各地赶来参

会，成为本次联合会议的主要力量。 
    香港力学学会会长、香港城市大学卢伟真教授主持了17日早上举行的开幕式，中国力学学会副秘书

长、北京交通大学王正道教授，上海市力学学会秘书长、同济大学徐鉴教授和香港力学学会副会长、香

港城市大学吕坚教授分别代表中国力学学会、上海市力学学会和主办单位作发言。其中王正道教授首先

向香港力学学会为举办本次会议所作的精心组织和安排表示感谢，介绍了中国力学学会将2012年作为中

国力学年的目的和举措，希望香港力学学会和每一位参会者予以大力支持并积极响应，最后殷切希望参

会的青年力学学者能够在论坛期间加深交流、促进合作，以实现本次论坛举办的宗旨。 
    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张统一教授作第一个大会报告（Distinguished lecture），介

绍其课题组在压电介质断裂力学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涉及自洽方法、能量一致方法及静电拽力方法等

的概念、分析过程和主要结果；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方略的思考”的大

会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香港科技大学李贻坤教授作第三个大会报告，介绍了微流控和生物微

机电系统方面的研究现状；以及其课题组在微混沌混合器、巨电流变液微流控、微电穿孔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王正道教授作第四个大会报告“Advances and Evaluation of Metal Magnetic Memory NDT 
Technology”，主要介绍金属磁记忆这一新近发展起来的无损检测方法，以及其课题组在采用该方法来确

定弹性、塑性和断裂等性能时所提出的新的准则和参数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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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报告时段外，本次会议安排的5个平行分会场从17日上午一直持续至17日下午。参会者以青年力学工

作者居多，他们勇于跟踪热点、善于创新求变、愿意交流思想，因此分会场报告同样精彩纷呈、讨论热

烈。香港科技大学孙庆平教授在参加完一个分会场后很是感概，对这样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十分赞赏，也

十分期待能参加下一次论坛。 
    参加会议之余，大陆和香港的力学学者进行了良好沟通和交流，应邀到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

港理工大学等学校参观实验室，并进行座谈，为今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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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工作会议及学术报告会纪要

     （摘自江苏省力学学会网站）  

 
    2012年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工作会议及学术报告会于3月23－26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冠洲宾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浙江、江苏、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河南、福建、云南、重庆、广东、广西、贵

州等十三个省（市）和北京（特邀）的近40位代表。此次会议到会的代表既有计算力学的前辈，更多的

是一批活跃在计算力学第一线的中青年博士、教授，充分显示了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欣欣向荣、蒸

蒸日上的发展趋势。 
    会议开幕式由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秘书长邬萱同志主持，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主任、河海大

学章青教授致开幕词，贵州省结构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贵州大学土木系系主任曹新明教授致欢迎

词。  
    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自1985年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七年的历史，每年的工作会议和每两年一次的学

术会议搞得有声有色，每届学术会议都吸引着大批的南方地区的计算力学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利用这

一平台，计算力学同仁们进行热烈的交流和讨论，推动计算力学学科的发展。二十七年来，联络委员会

组织活动正常有序，参加活动的人员积极踊跃，学术活动质量不断提高，在南方地区乃至全国计算力学

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次工作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商讨明年学术大会事宜，落实会议时间、地点、议题、组织机构、

论文集出版等一系列问题。会议通过充分讨论，商定“第九届南方计算力学学术交流会（SCCM－9）”将

于2013年在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召开，学术会议的征文工作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 
    2014年工作会议及2015年学术会议（SCCM－10）承办单位的争办出现了热烈的场面，许多单位表示

了承办会议的愿望，经过商议，2014年工作会议承办单位为昆明理工大学，会议地点在云南。2015年学

术会议（SCCM-10）承办单位为浙江大学，会议地点在浙江。两家承办单位将在2013年学术会议期间报

告会议的筹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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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遵循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今年将根据各省（市）的实际情况对联络委

员会委员进行调整和充实，希望各省（市）的负责人与所在地的力学学会进行协调，积极推荐新一轮委

员。在此过程中，注意吸纳积极参与活动并热心工作的各方人士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加入南方计算力学

联络委员会，以使联络委员会的活动更加富有活力。 
    本次会议承蒙贵州大学和江苏省力学学会的大力支持，贵州大学空间结构研究中心的领导和师生为会

议的顺利召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和到会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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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通知（第一轮） 

（2012年11月11-14日 广西桂林）

流体力学在航空、航天、航海、环境、能源、化工、生物、水利、灾害、海洋等诸多领域的作用均十分

突出。为了及时反映我国流体力学科技工作者在这些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促进和加强我国流体力学

界的学术交流，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流专会”）将于2012 年11 月11-14日，在广

西桂林主办第七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 
       此次会议参照中国力学大会的组织方式，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大会报告，由流专会具体负责组织。

二是分会场报告，由流专会下设的各专业组具体负责组织。三是围绕流体力学学科前沿或相关的国家重

大需求的专题研讨会，有兴趣者可提出组织申请，经流专会批准后，与分会场报告同步举行。 
       此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与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共同承办，相关内容如下。 
1. 征文须知 
       凡未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工程经验、应用范例、技术设想及建议等均可以论文形式投

稿。与国防研究有关的论文，其保密性由论文作者自行负责，如有必要，须经作者所在单位审核。论文

计量单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请于2012 年5 月31 日前， 通过流体力学

专业委员会网站（http://ltlx.cstam.org.cn ）的投稿系统，提交不超过一页A4 纸的论文摘要（摘要模板）。

论文摘要经审核后，将及时通知作者录用结果。被录用的论文摘要，应于 2012 年 8 月31 日前提交全文。 
2. 重要时间节点 
       专题研讨会申请截止：2012 年4 月20 日 
       专题研讨会申请接受：2012 年4 月30 日 
       论文摘要截止：2012 年5 月31 日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120410/18-1.htm（第 8／20 页）2012-04-09 22:11:53

http://ltlx.cstam.org.cn/


“力学动态”文摘2012年第18卷第1期

       摘要录用通知：2012 年6 月30 日 
       论文全文截止：2012 年8 月31 日 
       论文接收通知：2012 年9 月30 日 
3. 会议地点 
       会议将在广西桂林召开，具体地点将于第二轮通知发布。 
4. 会务联系 
       联系人：刘俊丽 
       联系地址：北京市北四环西路#15 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 
       Email：liujunli@cstam.org.cn  

       联系电话：010-62554107，82543907 
5. 学术联系 
       联系人：周济福 
       联系地址：北京市北四环西路#1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Email：zhoujf@imech.ac.cn  

       联系电话：010-8254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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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分析力学高级讲习班通知 
　

（2012年7月9-13日 辽宁大学）
一、主办与承办单位 
        2012年全国分析力学高级讲习班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

会共同主办，辽宁大学承办。现拟定于2012年7月9日至7月13日在辽宁大学举办。 
      二、教学目的 
        本次暑期学校将根据近年来分析力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趋势，特邀请国内在该领域学

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权威专家和知名学者参加授课与学术交流，并组织开展专题讨论，不仅注重

基础理论知识，更注重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成果的展示，引导学员发挥创新型思维，教学与研究相结

合，开展学术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意识和能力。 
        欢迎全国各高等学校及科研院所的力学、物理学、数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踊跃报名。 
      三、招生对象与规模 
        2012年全国分析力学高级讲习班将面向全国，选拔优秀的在校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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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量青年教师。本届暑期学校共招收学员100名左右，包括一定数量的旁听学员（原则上本单位和本地

学员均作为旁听学员）。 
        由于名额有限，请申请人认真填写报名申请表（见附件），经申请人导师和所在单位审核后，务必

于2012年5月20日前（以邮戳为准）寄到 
        辽宁省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邮编：110036 
        辽宁大学物理学院 刘世兴老师收 
        或将盖章后扫描的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邮箱ydylsx@163.com 

      五、录取 
        2012年动力学与控制研究生暑期学校教学领导小组将根据申请情况，综合考虑地区、学校、学科以

及申请材料提交早晚，择优录取。2012年6月10日左右通过电子邮件发出录取通知以及报到等相关事宜。 
      六、学员待遇 
        本届暑期学校将在辽宁大学校内举办，将为正式学员提供免费住宿、伙食补贴等。旁听学员宿、行

自理，学校仅免费提供午餐。学员往返交通费用由对方学校提供或自理。 
        暑期学校为正式学员提供良好的教学、生活与交流条件。 
        学员在学习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因个人行为导致的意外事故，由学员本人或其派出单位承担。 
        学员在暑期学校学习期间，必须遵守辽宁大学和暑期学校的规章制度。 
        注：有关课程安排以及其他事项请及时浏览暑期学校主页：如有任何其他问题，请邮件咨询 

（ydylsx@163.com ）。 

        联系人：刘世兴 
        咨询电话：15940062414 
        E-mail: ydylsx@163.com  

        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邮编：110036 
        辽宁大学物理学院 刘世兴老师收 
        邮 编：110036 
 
        点击下载：全国分析力学高级讲习班报名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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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院计算数学所分子模拟与计算课题组博士后招聘启事

（来源：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

一、课题组介绍 

  卢本卓，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国家数学与生物医学交叉中心、科学与

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本课题组致力于开发完整的离子通道模拟平台，最近实现了基于连续电扩散

模型离子通道模拟的并行有限元计算。作为这方面仅有的平台，现拟应用这一工具开展若干实际重要离

子通道体系的模拟研究。欢迎生物、化学、物理等专业对离子通道和分子模拟感兴趣的博士来进行博士

后研究。本课题组同时也支持模型与软件开发的博士后研究方向。（个人网页http://lsec.cc.ac.cn/~lubz/ ）  

  二、招聘条件 

   1、有博士学位； 

   2、对本领域有兴趣，并具备较强的任一相关学科方面的背景。 

   3、具备英文科技论文撰写能力。 

   另外需满足计算数学所的统一要求 

   （见http://lsec.cc.ac.cn/chinese/icmsec/postdocs1.html）： 

   在国内或国外新近获得博士学位；尚未安排固定工作或未到原工作单位报到；年龄在40周岁以下。 

  三、聘用待遇 

   工资、社保及住房按国家及本所和数学与生物医学交叉中心规定的标准执行； 

  四、应聘材料 

   1、一份简短的研究兴趣与计划（一页左右）；2、简历； 3、（若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请寄(送)下述地址。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卢本卓，电话 010-62626492 

   地址:：北京中关村东路55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 

   邮码：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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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s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posi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area of ultrason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and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strong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in ultrasonic experiment and modeling are required). The position 
is supported from research grants. The focus area is ultrasonic study of nonhomogenous materials like 
polycrystalline materials, composites and adhesive bonds. State of the art ultrasonic laboratorie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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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ation facilities are available. More details will be provided to interested individuals.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contact  
        Professor Stan I. Rokhlin ( rokhlin.2@osu.edu)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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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doctoral position on Crystal Plasticity Modelling of Deformation in Hexagonal 

Metals  
 
      A full-time post as a LATEST2 Research Associate is available for a 2 year fixed term subject to relevant 
skills and experience to work as part of the LATEST2 (Light Alloys Towards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Transport: 2nd Generation) team in the School of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The main role will be to conduct, promote, and assist in supervising research in crystal plasticity modelling of 
metal deformation. The focus is on modelling the large strain deformation of alloys with an hcp structure, 
especially titanium and magnesium. In particular, the post holder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methodologies for introducing twinning into crystal plasticity models capable of predicting texture 
and yield surfaces.  
      For more info see: http://www.jobs.ac.uk/job/AEE250/research-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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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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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刚度法求解平面曲梁面外自由振动问题

叶康生 赵雪健 

一种基于压力泊松方程的流体结构紧耦合算法

王文全 闫妍 张立翔 张承磊 

功能梯度矩形板的强非线性共振分析

胡宇达 张小广 张志强 

基于SAND列式的桁架结构优化问题序列线性规划算法

杜剑明 张维声 郭旭 

单轴对称截面圆弧拱平面外稳定性研究

杨永华 吴杰 

密集模态结构模态跃迁分析的简化摄动法

于岩磊 高维成 刘伟 王兆敏 孙毅 

一维分数导数粘弹性饱和多孔介质层的稳态响应

刘林超 闫启方 

水平弹性支承圆弧钢拱的平面内极限承载力研究

杨洋 童根树 

土木工程学科

基于模型缩聚的广州新电视塔传感器优化布置研究

伊廷华 李宏男 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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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层立杆的双排碗扣式脚手架稳定性分析

易桂香 辛克贵 黄勋 

有粘结和无粘结相结合的预应力FRP筋混凝土梁抗弯承载力研究

王作虎 杜修力 詹界东 

冷弯薄壁斜卷边槽钢轴压构件承载力计算的直接强度法研究

王春刚 张壮南 张耀春

圆弧拱平面外弹性弯扭屈曲临界荷载分析

窦超 郭彦林 

住宅楼面活荷载的统计分析及楼板可靠度的分析

吴小强 姚继涛 刘雅君 

基于势能原理的双轴对称工字梁弹性侧向屈曲研究

陈伟 叶继红 

碱矿渣高性能混凝土冻融耐久性与损伤模型研究

付亚伟 蔡良才 曹定国 吴永根 

整体结构中两跨钢梁火灾变形性能的试验研究

吕俊利 董毓利 杨志年 

聚氨酯-钢板夹层正交异性桥面板试验研究

单成林 汪晓天 许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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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拉索风雨激振的数值模拟研究

唐善然 陈文礼 李惠 

两边连接开缝钢板剪力墙的试验研究

郭兰慧 马欣伯 张素梅 

大跨空间结构连续倒塌分析若干问题探讨

蔡建国 王蜂岚 冯健 张晋 冯飞 

钢铅粘弹性阻尼器试验研究

吴从晓 周云 邓雪松 

基于性能的桥梁结构概率地震需求分析

曾志和 樊剑 余倩倩 

基于互补算法的结构性软基一维非线性固结解

邓岳保 谢康和 

大连市体育馆圆钢管相贯节点足尺实验研究

支旭东 聂桂波 范峰 

火灾后型钢混凝土柱加固试验研究

李俊华 唐跃峰 刘明哲 萧寒 赵银海 

　

其他工程学科

复杂山地风场幅值特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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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良 魏奇科 孙毅 

TMD 振动控制在登机廊桥上的应用研究

徐培蓁 尹学军 高星亮 叶列平 周健 

垫板对端板连接半刚性组合边节点力学性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黄兴 叶志明 石文龙 

漂浮基闭链空间机械臂抓持载荷基于神经网络的反演自适应控制

陈志煌 陈力 

索网主动反射面的形状精度调整研究

杜敬利 保宏 杨东武 崔传贞 

液体静压导轨转台轴向振动的动力学建模与分析 

叶红玲 郑小龙 沈静娴 刘赵淼 

基于非结构自适应网格技术的高超声速流动数值模拟

许和勇 叶正寅 张伟伟  

塑性强化材料颗粒的微观接触摩擦研究

吴永 何思明 李新坡 

高速列车荷载作用下无砟轨道地基竖向耦合动力响应研究

胡安峰 伍云利 孙波 吴文兵 何萌 

摆线钢球行星传动系统参数振动特性研究

安子军 张鹏 杨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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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车系统的摩擦自激振动和控制 

贾尚帅 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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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本期目录栏]

　

　

　

======================================================================== 

网络精华 
－－－－－－－－－－－－－－－－－－－－－－－－－－－－－－－－－－－－－－－－－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120410/18-1.htm（第 17／20 页）2012-04-09 22:11:53

http://gclx.tsinghua.edu.cn/qikan/Cpaper/zhaiyao.asp?bsid=17484
http://lxsj.cstam.org.cn/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lxxb.cstam.org.cn/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lxjz.cstam.org.cn/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acad.cnki.net/Kns55/oldnavi/n_Catalog.aspx?NaviID=120&YearID=1074699&BaseID=JSJG&Field=%e6%8b%bc%e9%9f%b3%e5%88%8a%e5%90%8d*%e5%b9%b4*%e6%9c%9f&Value=JSJG*2012*01&NaviLink=%e5%8a%9b%e5%ad%a6-%2fKns55%2foldnavi%2fn_list.aspx%3fNaviID%3d120%26Field%3d
http://acad.cnki.net/Kns55/oldnavi/n_Catalog.aspx?NaviID=120&YearID=1067942&BaseID=YYSX&Field=%e6%8b%bc%e9%9f%b3%e5%88%8a%e5%90%8d*%e5%b9%b4*%e6%9c%9f&Value=YYSX*2012*03&NaviLink=%e5%8a%9b%e5%ad%a6-%2fKns55%2foldnavi%2fn_list.aspx%3fNaviID%3d120%26Field%3d


“力学动态”文摘2012年第18卷第1期

匈牙利总统涉抄袭丢博士帽

 
    匈牙利总统施米特因为被指控抄袭论文，被剥夺以前获得的博士学位。  
    匈牙利泽梅尔魏斯大学校长蒂沃道尔29日对媒体说，该校最高权力机构以33比4的投票结果，决定撤销

总统施米特20年前获得的博士学位，原因是他的论文不符合专业和道德标准。  
    据匈通社报道，施米特28日在韩国访问时说自己一刻也没想过辞职。他29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

回国时没有评论大学的这一决定，只说想先了解这一决定的正式理由，然后再面对公众。施米特当晚抵

达布达佩斯的李斯特国际机场时，直接乘车离开，没有面对媒体。  
    匈牙利一家网站今年1月刊登文章，指出施米特的博士论文有抄袭嫌疑。施米特否认这一指控。  
    泽梅尔魏斯大学本月27日在网站上公布调查结果时指出，施米特博士论文第34页至50页与德国学者海

涅曼的一篇文章相同，另有180页的内容与保加利亚体育专家格奥尔基耶夫的论文部分一致。  
    不过调查报告同时认为，尽管施米特获取博士学位的程序存在缺陷，但形式上符合当时匈牙利体育大

学（现为泽梅尔魏斯大学体育学院）的做法。  
    施米特生于1942年，曾两度获得奥运会击剑冠军，1992年获匈牙利体育大学博士学位。2010年6月，他

作为执政党青民盟的总统候选人当选匈总统。自论文涉嫌抄袭消息公布以来，执政党一直站在施米特一

边，而反对党则一致要求施米特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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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22岁本科生成正教授级研究员

（摘自新华网）  

    3月20日中南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校长张尧学宣布，破格聘任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在校学生刘路
为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今年22岁的刘路成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正教授级研究员。 
    2010年8月，酷爱数理逻辑的中南大学学生刘路在自学反推数学时发现，海内外不少学者都在进行反推
数学中的拉姆齐二染色定理的证明论强度的研究。这是由英国数理逻辑学家西塔潘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
的一个猜想。10多年来，许多著名研究者一直努力都没有解决。  
    同年10月的一天，刘路突然想到用以前用过的一个方法稍作修改便可以证明这一结论，连夜将这一证
明写出来，投给了数理逻辑国际权威杂志《符号逻辑杂志》。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海内外科学家的权
威认可。  
    近日，中南大学出台政策，决定为杰出青年人才提供更好的平台，给予经费资助和生活保障，为优秀
青年人才的成长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帮助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人实现梦想。刘路成为学校这一改革思
路的第一个受惠者。  
    根据校方规定，刘路获得100万元的奖励，其中50万元用于改善科研条件，50万元用于改善生活条件。
同时，学校决定破格聘任他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并已由学校推荐其参加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评选。 
    此前的2011年10月，中南大学特批刘路硕博连读，并为其量身打造培养方案后，还将其作为青年教师
后备人才，进入数学家侯振挺教授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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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大学应各美其美

   陈寅恪先生每次讲课，总是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

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言人所未言，这是陈寅恪先生追求的特色。 
   对于一所大学而言，也应如此。 
   早年，季羡林先生曾被问及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的不同风格，他说，“肯定不一样，这并不奇怪，就好

比李白和杜甫是两个好朋友，但却风格迥异。” 
   有大学校长将大学之特色做了形象的比喻：“特色”就像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离开它，你就会窒息

而死。 
   我们从世界上一些知名大学的“校训”或箴言所传递出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当中，能够感受到世界著名大学

的个性之美。牛津大学强调“求是、辩证、以人为本”，耶鲁大学主张“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

活”，麻省理工大学要求自己的学生“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兼取，教学与实践并重”，清华大学

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行胜于言”，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与“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 
   这些优秀大学的特色文化令这些学校在世界高校之林中，显得卓尔不群，也使得他们的学生因母校的厚

重文化和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豪。 
   从历史来看，我国高校曾因客观的历史原因，出现了个性不分明、特色不明显的问题。不少高校盲目求

大、求全，定位不清晰、育人目标不明确，导致了很多高校采用一个办学模式，一条发展路径，一种培

养规格，千校一面。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特色发展的重要性。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

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更显得重要。 
   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0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强调，“普林斯

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变成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我们相信真正的活力在于多

样化，在于各种思想的相互补充，相互竞争。”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大学的特色？或许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但有这样几个例子很具代表性，也会

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斯坦福大学以前曾有过一个规模不大的建筑学院，在美国大学的建筑学院专业排名中，位于十名之外。

学校为此做了研究，将为使建筑学院进入前五名而需要的投资与将同样多的投资应用于其他学科所产生

的收益进行对比，如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等。最终，学校的决策是，取消建筑学院，集中精力和

资源办好其他学科，突出特色与长项。 
   190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在查理斯•范海斯校长的领导下提出了“威斯康星理念”，范海斯认为，威斯

康星大学要在一个农业大州“美国的奶牛场”中生存和发展，教授的皮靴上不能不带有牛粪，他们明确了

学校的定位，立足农业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诙谐地评价威斯康星大学，“如果你

到威斯康星大学去，别忘了吃那儿的冰淇淋，非常可口好吃。”艾略特说，威斯康星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州

立大学，它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是由于在为州服务的过程中，威斯康星大学在学科方面办出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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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畜牧科学、生物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都取得全美领先地位。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期待当我国有更多的高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时，能够形成一个各具特色、个

性分明的光彩夺目的中国高校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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