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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名科技工作者获2012年何梁何利奖

(摘自科学网)

　

   10月29日，何梁何利基金2012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胡海岩等35人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张黔等

15人获“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空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等出席颁奖大会并为获奖者颁奖。刘延

东发表讲话。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朱丽兰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刘延东向获奖科学家表示祝贺，向何梁何利基金创立者和捐款人表示感谢。她说，何梁何利基金创立18年

来，先后遴选表彰了1000多名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科技产业领军人才，树立了社会力量创办科技奖励

的典范，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的奖励原始创新成果丰硕，产学研合

作特色鲜明，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得到体现，知识产权数量质量进一步提升，获奖人年龄和结构更趋合理。

她希望基金不断总结经验，顺应时代要求，完善评选机制，提高评选质量，办得更加成功、更具特色、更

有影响。 

   刘延东指出，科技奖励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有效途径，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建立健全公开

提名、科学评议、实践检验、公信度高的科技奖励机制，完善评审标准和办法，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的质量

和科技人员的实际贡献，切实发挥好科技奖励对创新人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要进一步规范评审程序，增

加评审过程透明度，健全评审结果公示制度，不断提高科技奖励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要坚持科技奖励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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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导向，重点奖励重大科技创新和杰出科技人才，特别要重视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要充分调动社

会各界参与和支持科技奖励的积极性，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奖，培育若干具有鲜明学科和行业特色的社

会奖励品牌，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大合力。 

   据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介绍，今年获奖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和创新业绩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中，

78%的获奖科学家成果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获奖科学家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0年的8.8项、2011年12.2

项，到今年17.8项。近3年，获奖人平均年龄均低于60岁，其中2010年为55.5岁，2011年为52.7岁，今年为54.9

岁，获奖人年龄和结构趋于合理。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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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

金属学会联合主办，中国力学学会断裂与疲劳专业组、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共同承办的“第十六届全国疲

劳与断裂学术会议”于11月2-5日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共50多个

单位的200余名代表参会。 

   大会开幕式于11月3日上午8时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举行。开幕式由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第十六届

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主席、同济大学仲政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颖教授致欢迎辞并介绍会议情

况。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冯西桥教授代表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致辞。 

  本届会议采用大会邀请报告、分会场报告等多种学术交流形式。清华大学黄克智院士、空军装备部张福泽

院士、浙江大学杨卫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张统一院士、中科院力学所洪友士研究员、中科院金属所韩恩厚

研究员、郑州大学赵明皞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刚教授等8位学者作了大会报告。分会围绕“疲劳与断裂

的力学基础理论和方法”、“材料疲劳与断裂的物理机制”、“复杂环境下的材料失效与破坏分

析”、“典型材料与结构的破坏理论研究”、“疲劳与断裂理论的典型工程应用”等五大主题进行了相关

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的深入探讨与交流。共收到理论研究、工程应用方面的学术论文196篇。 

  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已召开15届。本届会议旨在提供一个广泛的学术与技术交流平台，活跃学术氛

围，促进学科交流，推动我国疲劳与断裂研究领域学术与应用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进一步促进第13届国际

断裂大会（ICF13，2013.5.26-31，北京）的召开。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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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岩土本构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2012年10月15-16日，第二届国际岩土本构研讨会（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stitutive 
Modeling of Geomaterials: Advances and New Applications，IS-Model 2012）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本届会

议由清华大学、国际IACMAG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Methods and Advances in 
Geomechanics）和中国力学学会共同体主办，清华大学承办。会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水

安全与水科学协同创新中心（筹）、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分会、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会、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的支持。 

  本次会议为国内外从事岩土本构研究的学者提供交流新思想和新进展的平台，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

响应和大力支持，15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邀请国际上当前岩土本构的几个主要流派的代表性学者对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做大会报告，分别为：

C.S. Desai（Disturbed State Concept (DSC) for Constitutive Modeling of Geologic Materials and Beyond）、Y.
F. Dafalias（Revisiting the Paradigm of Critical State Soil Mechanics: Fabric Effects）、N.R. Barton（Strength 
Criteria for Rock, Rock Joints and Rock Masses: Problems and Recent Solutions）、W. Wu（Micropolar 
Hypoplasticity for Granular Materials）、P.V. Lade（Three-Dimensional Failure in Geomaterials: 
Experimentation and Modeling）、Q. Yang（Failure Mechanism and Control of Geotechnical Structures）。本

次会议还根据当前岩土本构的研究热点设置了4个Workshop，请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任Workshop主席，

邀请了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在Workshop中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作为“Geomechanics and 
Geoengineering”系列丛书的一册、由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共收入包括6篇大会报告论文在内

的论文105篇。 

  大会开幕式由大会主席杨强教授主持、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教授和国际IACMAG学会秘书

长M. Zaman教授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Zaman教授还宣读了因重要事务未能到会的国际IACMAG学会

主席J. Carter教授的书面致辞。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会副理事长陈祖煜院士和国际IACMAG学会前主席C.S. Desai教授也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言。在大会闭

幕式上，4个岩土本构热点Workshop主席殷建华教授、Y.F. Dafilias教授、W. Wu教授和郑宏教授分别总结

了各自Workshop的讨论，下届IACMAG大会承办单位日本京都大学F. Oka教授简要介绍了会议的筹备情

况，并发出了参会邀请。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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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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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苏港力学及其应用论坛 ”征文通知 
 
 

一 、论坛宗旨 
            为了促进苏港澳广大力学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研讨力学研究的最新近展及其在机械、 水利水

电、土木、 环境、 交通、 航空航天、生物、 新材料等领域中的应用, 分享研究成果, 加强力学同仁之间

的合作与交流，香港力学学会与江苏力学学会经过研究决定继续举办“苏港力学及其应用论坛”。热忱欢

迎苏港澳台力学工作者踊跃参加。 
        二 、论坛组织方案 
            1. 本届论坛为第九届，主办单位分别为江苏力学学会与香港力学学会。 
            2. 论坛采用大会报告与分组专题讨论相结合方式。 
            3. 论坛积极推荐以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 
                本届论坛计划于2013年3月15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开幕式和大会报告，16日在澳门大学举行专

题交流。并与The 9th Jiangsu – Hong Kong Forum on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The 3rd Symposi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s in Macau同时进行。 
            4. 在港澳期间，江苏方面将安排对香港和澳门多所大学相关系所的参观和学术访问。 
        三 、征文要求 
            1. 力学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文章均在本论坛征文范围之内, 欢迎力学界同仁及相关学科学者积极投

稿，踊跃参加。 
            2. 投稿要求：来稿请寄一页详细摘要（中英文皆可，约600-800字左右），格式要求见附件。并请

注明联系人的姓名及详细通信地址,电子信箱。 
            3. 投稿方式：（建议采用电子邮件投稿） 
                电子邮件：Email地址：lxxh@yahoo.com.cn 

                电子邮件主题：Jiangsu-Hong Kong Forum 2013 • XXX (XXX为论文第一作者姓名) 
                联系人：邬萱　　电话：025-83786951（可以传真），13601580850 
            4. 投稿截止日期：2013年1月20日 
        四、其它事项 
            1. 本次论坛为第九次江苏省力学学会与香港力学学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活动，希望江苏力学同仁特

别是年轻的力学工作者踊跃投稿，积极参与，真正代表江苏省力学水平，真实反映江苏力学研究实力。

经评审录用的论文摘要，我们将尽快通知论文第一作者。江苏省方面的作者请将论文摘要和报名回执发

到邬萱信箱，以便统一组织。 
            2．届时江苏省力学学会将视赴港人员人数情况，考虑组团前往香港参会（若满足组团条件，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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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拟定的行程安排见附件）。组团参会往返机票、住宿、参观访问的统一安排；赴港澳手续个人自行办

理，可根据各单位规定办理因公赴港澳或因私赴港澳手续（考虑到组团赴港，请不要办理旅游签注）。 
            3． 报名截止日期：2012年12月15日（填写报名回执） 
 
            本论坛有关信息，请关注江苏省力学学会网站：http://jslx.hhu.edu.cn 

　

江苏省力学学会 
2012年10月24日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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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南方计算力学学术会议（SCCM－9） 
征文通知（第一号） 

  
　

为促进计算力学学科的学术交流，推动计算力学学科的发展和在工程中的应用，经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

员会2012年3月贵阳工作会议讨论决定：第九届南方计算力学学术会议（SCCM-9）将于2013年4月19日—
4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由合肥工业大学承办。 
        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已有27年的历史，已成功主办了八届南方计算力学学术会议,为南方地区乃

至全国的计算力学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计算力学事业繁荣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 
            •计算力学的新模型、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软件开发研究（含固体与流体）； 
            •材料本构模型的宏观与细观研究与数值仿真； 
            •固体－流体相互耦合作用的机理、计算方法与工程应用； 
            •大规模复杂结构的数值仿真研究与求解技术； 
            •有缺陷材料的力学演化规律与数值计算； 
            •岩土结构和流体力学中的反问题研究； 
            •结构优化与CAE； 
            •工程随机力学计算方法及工程结构的可靠性安全评估； 
            •各类非线性问题（材料、几何、接触、变结构非线性和场耦合问题等）的研究与应用； 
            •多体系统复杂动力学问题与运动稳定性以及动力稳定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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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工程中的施工力学、工艺力学问题研究和应用； 
            •复合材料、智能材料及其结构体系的数值方法； 
            •地下空间开发的力学分析； 
            •路桥计算力学； 
            •环境计算力学； 
            •智能计算力学； 
            •纳微米计算力学与多尺度计算力学 
            •并行计算 
            •计算力学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其它的计算力学问题。 
        二、 注意事项 
            1． 应征论文应是未在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 
            2． 应征论文摘要500字左右，并于2013年2月20日前寄会议秘书处（详见6），应征论文摘要经评

审后，同意录用的摘要大会将在3月15日前通知作者本人，请作者于参加学术会议时提交论文全文，一式

三份（激光打印），要求同时提交电子版论文，篇幅不超过6000字（含图表）。论文摘要中请提供论文

作者的通讯地址、工作单位、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通讯信息。 
            3． 需发表论文的作者必须本人到会参加交流，经专家评审通过后，将在会后刊发在“固体力学学

报”（英文，SCI检索）、和“固体力学学报”计算力学专辑上。 
            注：（1）投稿格式请参考“固体力学学报”投稿格式（请从相应的学报网站上下载）； 
                    （2）希望在“固体力学学报”（英文）发表的论文请同时提供英文全文。 
            4． 会议最后一轮通知将委托承办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发出。 
            5． 会后拟安排考察参观活动（详细路线将在下一轮通知中给出），欢迎携带家眷参加。 
            6．应征论文摘要通过邮件发至下列信箱（请注明SCCM－9征文） 
                黄 丹 E－mail：danhuang@hhu.edu.cn 

                夏晓舟 E－mail：xiaxiaozhou@163.com 

            7．会议联系人 
                邬 萱 Tel：025－83786951（O），13601580850 
                            E－mail：lxxh@yahoo.com.cn 

                黄 丹 Tel：13675107917 
                            E－mail：danhuang@hhu.edu.cn 

            需了解会议有关信息，请及时浏览江苏省力学学会网站http://jslx.hhu.edu.cn
 

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 
江苏省力学学会（代章） 

2012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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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Mechanics (ICNM-VI)
(First Announcement And Call For Papers) 

     (12-15 August, 2013 Shanghai, P. R. China) 
  

The ICNM conference series was initiated in Shanghai in 1985 by Professor Wei-zang Chien, known as one of 
the four founders of the contemporary mechanics in China. The previous five ICNM meetings were successfully 
held in Shanghai or Beijing in 1985, 1993, 1998, 2002 and 2007, respectively. For quite a long time, nonlinear 
mechanics has served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has 
stimulated great research interests in diverse academic subjects, such as applied mathematics, theoretical physics, 
system biology, and others. Since the ICNM-V held in Shanghai in 2007, this field has been experiencing further 
remarkable advances and found its more extensive applications, in particular, in the areas of material technology, 
micro/nan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energy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tc. Therefore, it is 
appropriate to organize a new conference on this vitally important area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The ICNM-VI aims to provide an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presenting the latest results in nonlinear mechanics and 
stimulating wider academic exchange for experts in the related fields all over the world. 
        SCOPE AND TOPICS 
            1. Nonlinear continuum mechanics 
            2. Nano- and micro-mechanics 
            3.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modeling 
            4. Defects, phase transitions and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in materials and nonlinear deformation 
            5.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structure-fluid interations 
            6. Complex fluid flow and nonlinear waves 
            7. Turbulence and nonlinear stability 
            8. Nonlinear dynamics 
            9. Interface mechanics and free boundary problems 
            10. Biomechanics 
            11. Experimental mechanics and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12.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miscellaneous 
        CALL FO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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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nference will consist of plenary speakers, symposia on a variety of topics, invited and contributed 
papers, and a poster session. Prospective symposium organize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 proposal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proposal should consist of a title, a description, a list of speakers and titles of their presentation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ill review contributed symposia. The number of symposia may be limited to retain 
the level of parallelism in the meeting sessions. Participants who intend to contribute a paper to the conference 
are invited to submit an abstract of 300 words to the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before the due date. The 
abstracts should clearly state the purpos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work to be described in the final paper. 
            Abstracts may be submitted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ways (Online submission is preferred): 
            Way 1: Submit Online 
                        Abstract may be submitted through this website by Online Submission System. 
            Way 2: Submit by E-mail 
                        Send your abstract(s) and full papers to one of the Conference Secretaries via Conference E-mail: 
icnm6@oa.shu.edu.cn 

        TIME SCHEDULE 
            Submission of Abstracts 
            1 December 2012 
            Notification of abstract acceptance 
            1 January 2013 
            Submission of full papers 
            1 March 2013 
            Final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1 April 2013 
        PRE-REGISTRATION 
            Online pre-registration is preferred. Please finish pre-registration on the website:http://icnm6.shu.edu.cn

    If you wish to pre-register by e-mail, please download the Preliminary Registration from the above website, 
complete and return it to the conference secretaries ( icnm6@oa.shu.edu.cn ). 

        REGISTRATION FEE (include attending all the sessions of ICNM6, lunch, dinner, reception and banquet 
in Shanghai): 
            Before 31 May 2013: Professionals: 590$ 
            Students and Retirees: 400$ 
            After 31 May 2013: Professionals: 690$ 
            Students and Retirees: 450$ 
            (Accompanying spouse or friend: 200 $) 
        FURTHER INFORMATION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ICNM-VI 
            Shanghai 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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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 University, Box 189 
            149 Yanchang Road 
            Shanghai 200072 
            P. R. China 
            Tel: 86-21-56331454 
            Fax: 86-21-36033287 
            Email: icnm6@oa.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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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onlinear Dynamics - 2013" , Sevastopol, Ukraine, 
19-22 June, 2013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4th conference ND-2013 is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participate at 
the Nonlinear Dynamics Conference to be held from 19 until 22 June, 2013 in Sevastopol 
(UKRAINE). 
        Conference web-sit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dkhpi2013/home  

        The conference is organised by: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KhPI" (Kharkov, Ukraine)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Canada) 
            •Institute of Mechanic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Kiev, Ukraine)  
        SCOPE OF THE CONFERENCE 
            The objective of the Conference is to bring togethe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o resent and 
discuss recent developments on the different problems of nonlinear dynamics. 
        MAIN TOPICS OF THE CONFERENCE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methods in nonlinear dynamics; 
            Resonances, stability analysis and bifurcations in nonlinear systems; 
            Nonlinear normal modes; 
            Transient, localization of energy; 
            Chaotic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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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linear dynamics of continuous systems, in particular, plates and shells; 
            Vibro-impact systems and other non-smooth systems; 
            Nonlinear Dynamics of Structures and Machines and other problems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MINI-SYMPOSIUM 
        CREEP and PLASTICITY at CYCLYC LOADING will take place in framework of the 
conference. The main goal of this Mini-Symposium is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problems on 
the behavior of structures, subjected by cyclic loading,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creep & plastic 
strains. Constitutive equation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these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methods of 
structural analysis will be discussed.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Conference web-sit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

ndkhpi2013/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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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诚聘海内外英才

 （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王琳供稿）

 
　

华中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和“985工程”建设的

高校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较为雄厚的科研力量和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力

学系拥有力学一级学科，固体力学、动力学与控制、工程力学和流体力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工程力学国

家级特色专业，力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北省重点学科，工程结构分析与安全评定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等学

科平台。承办的国际期刊《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被SCI收录并由Elsevier公司向全球发行，中文版

《固体力学学报》被E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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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系现拥有教师50余人，其中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名、教授16名、副教授20名。现面向海内外招聘若干

名具有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含实验固体力学）、动力学与控制、工程力学、计算力学或生物力学等研

究背景，愿意从事与力学学科相关的教学和（或）科研工作的优秀人才。 

  一、招聘岗位数 

    1、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千人计划学者、青年千人计划学者或有潜力成为该类优秀

人才的力学科研人员：无名额限制。 

    2、副教授或讲师：2-3名（具有流体力学、实验力学研究背景的学者优先）。 

  二、应聘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身体健康。 

    2、具有国内外一流大学博士学位；一般应具有国内外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博士后研究或者相当的

工作经历（具有流体力学研究背景的学者可适当放宽该项应聘条件）。 

    3、应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应聘教授的年龄一般在5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人才

除外），应聘副教授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 

    4、具有成为学术带头人（科研或教学）的潜力。 

  三、应聘材料 

    提交个人详细履历表，提供学历（位）、博士后经历及主要研究成果等相关证明材料。 

    应聘2013年“千人计划”系列的科研人员请登录http://www.1000plan.org/ 查看详细申报要求。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琳 博士(wanglindds@mail.hust.edu.cn)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430074 

    电 话：027-87543438 

    传 真：027-87543737 

    网 址：http://civil.h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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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ssociate/Postdoctoral Fellow - In Vivo Corneal Biomechanics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ob description: We are looking for a smart, dynamic, and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 with a PhD to perform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in biomechanics with applications to ophthalmology. We are currently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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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tool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ocular disorders (e.g. glaucoma and myopia).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our In Vivo Biomechanics Laboratory, please visit http://www.bioeng.nus.edu.sg/ivb.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use and help develop algorithms to quantify the biomechanics of the cornea in 
vivo. 3D images of patients’ corneas captured with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will be provided. We are 
hoping to use such algorithms in clinic for the diagnosis of corneal disorders and glaucoma. The candidate will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clinicians from Moorfields Eye Hospital (biggest eye hospital worldwide located in 
London UK) and the Singapore Eye Research Institute (top 5 eye institute worldwide). 
        Qualification: Excellent programming skills are required (Matlab and C/C++). Knowledge of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nonlinear analysis) and 3D image tracking techniques (i.e. digital volume correlation or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is considered a strong advantage. Hands-on experience in mechanical and/or biomechanical 
testing is also considered a plus. No prior background in ophthalmology is required. Candidates with PhD 
degrees in Computer Scienc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or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This is a 1 year contract and the estimated starting date is Jan 2013. This post will remain onlin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To apply, please email a detailed CV, and two reference letters to: 
        Dr. Michael JA Girard 
        In vivo Biomechanic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Bio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mail: mgirard@nus.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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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Research Assistant (Ph.D) Posi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There is an immediate opening for a graduate research assistant for the coming Spring 2013 semester (or starting 
immediately as the case may be) with Dr. Unnikrishnan, in the Department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http://aem.eng.ua.edu/) 

        This position is open to highly motivated and qualified graduate students and would be focused on 
computational multiscale analysis of nano- and biological system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position,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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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 in your detailed resume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and relevant publications (if any) to vunnikrishnan@eng.ua.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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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 (AMSS)

（Vol.25 No.5 2012）

Viscoelasticity and poroelasticity in elastomeric gels

Yuhang Hu, Zhigang Suo

 A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dielectric elastomer transducers

Shaoxing Qu, Zhigang Suo

 On the mechanics of integrin clustering during cell-substrate adhesion

 Hongyan Yuan, Huajian Gao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for investigating cell aggregate 

mechanics

Wenjun Zhang, Shuqi Wang, Min Lin, Yulong Han, Guiping Zhao, Tian Jian Lu, Feng Xu

 Biomechanical modeling of surface wrinkling of soft tissues with growth-
depend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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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ping Cao, Yi Jiang, Bo Li, Xiqiao Feng

 Biaxial loading of neo-classical liquid crystal elastomers: constitutive 
relations and soft behavior

Hao Huang, Zhi Zeng, Yongzhong Huo

 Modified szabo's wave equation for arbitrarily frequency-dependent viscous 
dissipation in soft matter with applications to 3D ultrasonic imaging

Xiaodi Zhang, Wen Chen, Chuanzeng Zhang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rmal-sensitive microgel with pnipam core and 
elastic shell

Zhen Wu, Zheng Zhong

 Waves in pre-stretched incompressible soft electroactive cylinders: exact 
solution

Weiqiu Chen, Huihui Dai

 Rate dependent stress-stretch relation of dielectric elastomers subjected to 
pure shear like loading and electric field

Shaoxing Qu, Ke Li, Tiefeng Li, Hanqing Jiang, Miao Wang, Zhenhua Li

 Surface instability of a swollen cylinder hydrogel

Zhiping Xiao, Meie Li, Jinxiong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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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机 辅 助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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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高速受电弓非定常气动特性分析

姚远,郭迪龙,姚拴宝,杨国伟 

轨道车辆新型组合结构吸能装置耐碰撞性分析

刘艳文,肖守讷,张志新,阳光武

上海A型地铁车辆弹性车体与转向架耦合振动分析

王瑞卿,孙文静,周劲松,戴文浩 

静止和旋转孤立车轮局部流场的评价

杨志刚,李挺,贾青

某SUV车架多目标拓扑优化设计

向湘林,左孔天,向宇,曾昭贤 

基于欧拉•伯努利梁和铁木辛柯梁理论的功能梯度材料模量测定

杨小姜,施伟辰 

基于CAD/CAE的卡扣模具快速设计与优化

王泽,徐修玲,叶霞,戴国洪 

基于多学科协同的某锁机构系统故障仿真

雷鸣敏,喻天翔,宋笔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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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t转炉连接装置的有限元分析及强度校核

卢晓聪 

　

计算机辅助工程及其理论研讨会2011

正碰假人胸部保护性能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卫国,光玲玲,王纯,张海洋 

基于OptiStruct的麦弗逊悬架下控制臂优化

李成 

随机路面激励下整车NVH有限元分析

田冠男,杨晋,徐有忠,李明江 

基于CAE分析的平台化车型开发前期工程

咸秋磊,叶远林,张林波,徐有忠 

汽车动力总成橡胶悬置结构疲劳设计

叶必军,段小成,黄兴 

基于接触有限元法的齿轮多齿时变啮合刚度数值分析

付昆昆,郑百林,石玉权 

基于CAE的模态综合法误差分析

封云,李英平,陈伟,张攀,董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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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

基于JSTAMP/NV的中厚板冲压回弹分析

刘红武,李彦波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11)

朱建新,武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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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与实践     2012年 34卷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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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力学学报    2012年 33卷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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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原因
　

（摘自科学网武夷山的博文）

　

  1986年，在《美国科学家》杂志创刊75周年之际，该刊编辑部曾邀请75位科技界人士谈谈为什么要做科

学家或工程师。2012年，该刊出版第100卷了，编辑部又询问25位有影响的科技界人士：为什么成了科学

家或和工程师？他们的回答刊登在7－8月号的《美国科学家》杂志上。下面摘译几条回答。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Francis S. Collins说，高一的一次化学课，老师给每位同学发一个黑匣子，让大

家想法弄清里面装的是什么。过去的课堂上，老师只管灌，学生自然会把老师灌进来的东西再吐出去。

这一次，是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让他兴奋不已。最后，他发现自己的黑匣子里装的是一只蜡烛。从此

他就决定，今后要当科学家，做不计其数的实验。 

   美国圣弗朗西斯.萨维尔大学地质系教授Brendan Murphy回忆说，他小时侯觉得地质学就是研究石头，没

有任何兴趣。上大学后，校方规定在6门科学课程中必须至少选修4门。地质学课程的实验课都安排在上

午，于是他选了地质学，为的是将下午的时间腾出来去练骑马――他的最爱。结果，碰上一位循循善诱

的好老师，告诉他们：地质学研究的是地球的演化，研究地球的大气、海洋、地球上的生命以及固体地

球。地球演化的大部分秘密都记录在岩石和矿物上，等待人们去破译。于是，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

并逐渐认识到，破译地球演化史和玩数独是一个道理。地球演化的多数证据都风化消失了，好比数独游

戏起始时有大量的空白方格。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空白越来越少。没想到，是骑马的兴趣引出了他的地

质学生涯。 

   俄罗斯科学院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的女科学家Lyudmila Trut说，她终生喜欢狗，小时侯，她经常想：

为什么自己的狗那么聪明，懂人话？为什么狗那么顺从，那么忠心耿耿？中学毕业后，她决定要研究狗

的行为，进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生物学院。大学的最后一年，她听说遗传学家Dmitry Belyaev设立了一个狐

狸驯化项目，就投奔过去。项目的研究目标，是要把野狐驯化得像狗一样。后来，她成为世界著名的野

狐驯化专家。 

   美国石溪大学人类学教授John J. Shea说，引导他走上科学之路的是邻居McKey夫妇。两人都是中学老

师，男的教高中生物学，女的教英语及其他外语。这对夫妇没有孩子，所以对他很好，教他学很多东

西，包括拉丁语。他俩鼓励他阅读上档次的文学作品，批判性地思考，也鼓励他打工挣钱，这样以后就

付得起大学学费了。他俩有一个观点：科学有助于回答大的问题，但是大的问题起源于人文学科。他俩

给他推荐了不少书，其中对他发生了最重大影响的是F. Clark Howell的《人类进化》，因为书中介绍了考

古学家的工作。他想，考古学挺好，既要动手，又要动脑，还可以旅行到远方的发掘现场去。这样，考

古学就成了他的职业。McKey夫妇已经去世了，葬在本地。现在，他无论去哪里出差，都要从当地带一

块小石头回来，敬献在McKey夫妇墓前。 

   我没有时间介绍所有25人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谁是为了“建设富强的国家”而读书的。由于

不同机缘而对科学或工程发生了兴趣，才是根本性的原因。这对我国的老师和家长们应该有所启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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