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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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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慧玲荣获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陈伟球、冯雪、李玉龙、庄茁荣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近日，中组部、人社部、中国科协联合颁布了关于表彰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的决定。经

中国力学学会和专家共同推荐，北京大学段慧玲教授荣获该奖项。本次学会所推荐的候选人从符合年龄

条件的历届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产生，段慧玲教授通过中国力学学会和第十四届中国青年

科技奖评审委员会的严格遴选，最终获项。中国青年科技奖是面向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设立的重要奖

项，近年来，中国力学学会已成功推荐了卢天健、冯西桥、陈常青、郭旭四位同志获得第九、十、十

一、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近日，中国科协颁布了关于表彰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的决定。中国力学学会认真组织推

荐，最终所推荐的4位候选人陈伟球、冯雪、李玉龙、庄茁全部入选。

中国青年科技奖介绍:

 “中国青年科技奖”是1987年由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倡导的、面向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设立的奖

项，由中组部、人社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名额不超过100人。历数各届获

奖者，一大批已成为科学研究、科研管理的领军人物，80%已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115人已

成为两院院士。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介绍: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是中国科协于1997年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设立的奖项，旨在表彰奖励具

有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模范遵守科学道德，在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及相关领域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每两年评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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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纳尺度物理力学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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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江苏省力学学会网站）

　

 2016年5月23-27日，由江苏省力学学会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主办的2016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

合会纳尺度物理力学研讨会（2016 IUTAM Symposium on Nanoscale Physical Mechanics）在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举行。来自英、法、美、德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缩

写IUTAM) 成立于1946年，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力学学科领域最具学术权威的国际学术组织。

在IUTAM的组织下，每年都会召开与力学相关的若干个研讨会，本次“纳尺度物理力学”研讨会即为其中

之一。江苏省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郭万林教授作

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聂宏教授致欢迎辞，William Curtin教授代

表IUTAM致辞。

 本次会议邀请了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教授、挪威科学院院士张志良教授、瑞

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力学工程系主任William Curtin教授、美国莱斯大学材料科学和纳米工程系的Boris

 Yakobson教授做大会报告，另外有邀请报告24个，青年邀请报告9个和学术海报19个。本次会议的主题

是纳尺度物理力学，会议内容主要包括5个方面：1）纳米材料的力学性质，2）纳米器件和生物系统中的

物理力学问题，3）实验纳米力学，4）纳米器件的表界面力学，5）多尺度理论与计算。此次会议不仅展

示了这些领域的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与会专家还共同探讨了纳尺度物理力学领域当今面临的挑战性

问题，不断有思想火花的碰撞，不时有新的想法产生出来。

 在会议闭幕式上，William Curtin教授盛赞了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称会议搭建了一个纳米材料力

学性能和纳米器件制造的高端交流平台，推动了纳米科技和纳尺度物理力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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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in conjun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2016 (CCCM-ISCM 2016)

中国计算力学大会暨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大会’2016

第一轮通知

 （中国 杭州 2016年10月16-20日）

　

 Dea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t is our great honor and pleasure to announce that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in conjun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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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chanics’ 2016 (CCCM-ISCM 2016) will be held in the First World Hotel, Hangzhou, China,

 in October 16-20, 2016. 

 The CCCM-ISCM 2016 is organized by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CACM)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ICACM). And it is

 locally organiz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has enjoyed a prosperous history of over 2,200 years. It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ourist cities in China, with its natural beauty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also famous for good-quality silk products and tasty Chinese food. 

 The G20 Summit 2016 will be held in Hangzhou in September 4-5, 2016. Hangzhou is ready to

 enchant world’s leaders with its idyllic beauty and rich cultural heritage.

 We sincerely invite expert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in the fields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join us. In this event, recent achievements by

 Chinese scholars could be demonstrated and exhibited, in order to promote further the

 developments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nd thei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Hangzhou in October, 2016. We believe that you

 will enjoy the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of the CCCM-ISCM 2016, as well as your stay in

 this elegant city. 

亲爱的朋友和同事：

 中国计算力学大会是我国力学界每两年一次的综合性学术盛会，是广大力学科技工作者们学术交流

的重要平台。中国计算力学大会暨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大会’2016将于2016年10月16-20日在杭州举行。

 本次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主办，浙江大学承办。杭州

是全国著名的5A级旅游城市，具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今年9月杭州又将以全新的面貌吸

引全世界的目光，迎来G20高峰论坛。 

在此我们诚邀从事计算力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专家、同行以及在读研究生，积极投稿并相聚杭州，以全

面展示近年来华人学者在计算力学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与成就，进一步促进计算力学的发展和工程应

用。

 CCCM-ISCM 2016欢迎您！杭州欢迎您！

 No Topics 会议主题

 1 Solid and Structural Mechanics 固体和结构力学 

 2 Fluid Mechanics and Heat Transfer 流体与热传导 

 3 Combustion 燃烧模拟

 4 Damage Mechanics 损伤力学

 5 Dynamic Failure and Fracture 动态破坏与断裂力学

 6 Ice Mechanics 冰力学

 7 Nanotechnology 纳米技术 

 8 Nonlinear Dynamics 非线性动力学 

 9 Composites and Smart Materials 复合材料与智能材料 

 10 Optimization for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材料与结构的优化

 11 Coupling Problems 多场耦合问题 

 12 Multiple-Scale Physics and Computation 多尺度物理与计算

 13 Electromagnetism 电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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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Methods in Life Sciences 生命科学中的方法 

 15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环境科学与工程

 16 Geomechanic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土力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18 Inverse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反问题与优化 

 19 Uncertainty and Stochastic Analysis 不确定性与随机分析 

 20 Meshless and Wavelet Methods 无网格与小波方法

 21 Novel Methods for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计算力学的新方法 

 22 Parallel Computing 并行计算 

 23 Problem Solving Environments 问题求解环境

 24 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科学可视化 

 25 Virtual Experiments 虚拟试验 

 26 CAD, CAM and CAE CAD、CAM和CAE

 27 Other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Problems 其它计算力学问题 

 Conference Date: October 16-20, 2016 

会议时间：2016年10月16-20日 

 Conference Venue: First World Hotel – Hangzhou

会议地点：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

 Paper Submission 征稿要求

 A paper template could be downloaded from "Download Files" in Website

 http://www.cesc.zju.edu.cn/CCCM-ISCM2016/

具体论文模板可以在会议网站 http://www.cesc.zju.edu.cn/CCCM-ISCM2016/的“资料下载”栏目中下

载。

 Important Dates 重要日期

 Abstract Submission Deadline: June 30th, 2016

投稿截止日期: 2016 年 6 月 30 日

 Abstract Acceptance Notice: July 30th, 2016

录用通知日期: 2016 年 7 月 30 日

 Early-Bird Registration: September 1st, 2016

提前缴费日期: 2016 年 9 月 1 日

 Hotel Reservation Deadline: September 15th, 2016

房间预订截止期: 2016 年 9 月 15 日

 On-Site Registration Time: October 16th, 2016

参会报到日期: 2016 年 10 月 16 日全天

 Conference Date: October 16-20th, 2016

会 议 时 间: 2016 年 10 月 16－20 日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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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国环境力学学术研讨会

（中国 苏州 2016年10月26-28日）

  
 2016年全国环境力学学术研讨会定于2016年10月26日－28日在苏州中心大酒店召开。本届会议由中

国力学学会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和江苏省力学学会主办，苏州大学承办。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

 2016年10月26－28日

 2．会议地点

苏州中心大酒店（苏州市会议中心，道前街100号）

二、会议交流方式

本次会议的学术交流分大会邀请报告和分会场报告两部分。大会邀请报告时 间为10月26日上午；各分会

场报告时间为10月26日下午及10月27日全天。

三、论文摘要

本次会议将编辑出版《2016年全国环境力学学术研讨会摘要集》，并以光盘的 形式发给参会代表。

四、注册与费用

 1．注册

 2016年10月25日全天（8:30-20:00）以及26日上午8:00-9:00，会务组将在苏州 中心酒店大堂，恭候各

位代表，办理报到手续。

 2．注册费和缴纳办法

 • 提前注册：2016年9月20日之前，正式代表注册费为1600元/人，学生代表注 册费为900元/人，费用

包括会议期间的资料费和会场费等。

 • 现场注册：2016年9月20日之后，正式代表注册费为1700元/人，学生代表注 册费为1000元/人。

 • 汇款账户：

银行户名：苏州大学

账号： 325601000010149002255

开户行：交通银行苏大支行

备注： 环境力学+参会代表姓名（发票单位名称）

五、会议住宿及交通

 1．会议住宿

会务组将按回执预留协议酒店，并提供会场周边的快捷酒店信息供参考，住宿 费自理。协议酒店住宿标

准有如下3种，请在回执内注明您所选择的房间类型，我 们将按收到回执的先后顺序安排住房。

协议酒店：

 • 苏州中心大酒店（四星级） 大床房：400元/天；标间：400元/天；单人间390元/天

快捷酒店：

 • 锦江之星（会议中心店）：距苏州中心大酒店100米，网络自订。

 2. 会议交通

入住的苏州中心大酒店位于苏州市中心区域，距苏州火车站约5.6公里，距苏州 高铁北站约20公里，交

通较为便利。各位参会代表在抵达/离开苏州时，烦请自行解 决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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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苏州站到苏州中心大酒店，乘出租车约25分钟，车费约20元。

 • 从苏州高铁北站到苏州中心大酒店，乘出租车约35分钟，车费约55元； 或乘地铁2号线（广济南路

转）1号线养育巷站（2号出口），步行700米。

六、联系方式

高强（会务）手机: 15306206961，E-mail: gaoqiang@suda.edu.cn

谢莉（征稿）手机: 13909443197，E-mail: xieli@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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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船舶海洋工程与力学国际暑期学校报名通知

（中国 上海 2016年7月24日-8月6日）

  
 2016年“船舶海洋工程与力学”国际暑期学校将于2016年7月24日-8月6日举行，由上海交通大学船

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主办，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装备协同创新中心、《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编委

会、上海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

 今年国际暑期学校将主要以专题短课程、学术讲座的形式，特邀国内外船舶与海洋工程方面的知名

专家和学者，讲授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的最新进展、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为同学们提供海报展示平

台、举办研讨交流活动，让国内外学生相互交流学习；安排形式多样的社会活动，包括参观徐汇校区、

董浩云博物馆、钱学森图书馆、海洋工程水池、拖曳水池、结构试验室、老图书馆、校史博物馆、闵行

校区、校史和成果展览馆、朱木兰纪念馆、李政道图书馆、深水试验池、内波水池、风洞、循环水槽、

多功能拖曳水池、虚拟系统演示、港工水池等，以及航海博物馆、洋山深水港、外高桥船厂、沪东船

厂、江南造船基地等；举办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游泳等文体活动和社交聚会等活动，丰富学

生的暑期学校生活。以上暑期学校相关活动安排，旨在为国内外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生提供集中

学习和了解这些学科的前沿动态，加深对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风貌、中国文化的了解。

 报名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有关拟聘授课教授名单、申请办法、报名表格下载、日程安排

表，请浏览并持续关注上海交通大网址。http://naoce.sjtu.edu.cn/tzggall/3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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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招聘启事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创建于1903年，现设有9个系，13个研究所，12个实验室，是湖南大学“211工

mailto:xieli@lzu.edu.cn
http://naoce.sjtu.edu.cn/tzggall/3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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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建有1个国家级基地和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土木工程”学科跻身国家
一级重点学科、拥有“土木工程”和“交通运输工程”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和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等。近三年来，学院新增国家级重大项目1项，国家
级重点项目2项，国家级一般项目70多项，省部级重大项目7项，出版学术著作50余部，SCI收录论
文100余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9项。学院教师有8人次在美国土木工
程师学会ASCE《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Journal of Bridge Engineering》、Elsevier《Journal
 of Cement and Concrete》等高水平国际SCI学术刊物中担任副主编或编委成员。我们诚挚地邀请四海英才
加盟湖大土木，一同共建国内前列、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学院，实现更辉煌的历史跨越。
一、招聘学科
 1.土木工程学科（含结构、岩土、市政、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桥梁与隧道6个
二级学科）（高级职务岗位、中级职务岗位各若干）
 2.交通运输学科（高级职务岗位、中级职务岗位各若干）
二、招聘基本条件
（一）高端人才岗位
依托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高层次人才项目，面向海内外招聘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和良好学术声望的学术大师和杰出领军人才。
 1.“千人计划”创新人才及外专项目：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
院所担任教授或其他相当职务；其他条件参照中共中央组织部文件规定。
 2.“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芙蓉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大学特聘教授：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5周
岁；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副教授及以上职务或其他相当职务，或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
或者国家重点实验室担任教授或其他相当职务（重点引进“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等高端人才）。
 3.“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海外优秀人才；其他条件参照中共中央组
织部文件规定。
（二）教授、副教授岗位
 1. 具有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或者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的博士学位，并符合湖南大学教授、副教
授职务的其他任职条件。
 2. 应聘教授职务人选年龄不超过50周岁，应聘副教授职务人选年龄不超过40周岁。
（三）助理教授岗位
 1. 具有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或者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的博士学位或博士后出站研究人员，并符
合湖南大学助理教授职务的其他任职条件。
 2. 年龄不超过35周岁。
 3.具备一年以上出国研修经历的应聘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四）博士后研究人员
凡已获得博士学位、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年龄35周岁以下符合学校招收条件的人员，均可提出进站申
请。
三、招聘程序
 1．面向全球公开招聘，招聘信息常年有效，应聘者可随时提交应聘材料。
 2．学院根据人才引进和教师职务聘任的相关工作程序分时段、分批次启动聘用考察程序。
四、应聘方式
 1. 个人将简历发送至招聘邮箱。
 2. 同时提交可证明符合聘任条件的相关材料扫描件作为附件（PDF格式，含学历学位证书，论著、科研
项目、专利等科研成果证明，获奖证明等）。
五、联系方式
电话：0731-88823579,0731-88822667
联系人：周铁英老师，李峥主任
电子邮箱：cszty@hnu.edu.cn
邮编：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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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TIME EXPERIENCED RESEARCHER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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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POLITECNICO di MILANO – Italy
 Supervisor: Prof. Valter Carvelli
 Funding Availability: Marie Curie FP7-PEOPLE-2013-ITN Endure (http://www.endure-itn.eu)
 Project title: NUERICAL MODELLING OF FRP REINFORCED CONCRETE ELEMENTS UNDER
 FATIGUE LOADING
 Duration: 6 months
 Possible start date: from September 2016 to January 2017.
 The Experienced Researcher must have a background in numerical modelling of reinforced concrete elements.
 The six months’ research topic is focussed on the FE modelling of the bending fatigue behaviour of GFRP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al elements.
 Apply for the position by sending your full Curriculum Vitae, a motivation letter, 2 names for references and
 copy(ies) of your degree(s), all in the form of a single pdf file, to valter.carvelli@polimi.it
 Salary for six months, before taxes: approx. 34.000 Euro.
 The candidates are eligible if comply with the restrictions of Marie Curie - People-ITN ER program (see
 http://ec.europa.eu/research/mariecurieactions/index_en.htm):
 - Research experience between 4 and 5 years,counted from the diploma that gives the rights to embark in the
 position,calculated at date of recruitment.
 - Have not reside or carried out their main activity (work, studies, etc) in Italy for more than 12 months in the 3
 years immediately prior to October 2013.
 Research Fields: Engineering - Civil engineering.
 Career Stage: Ph.D. or 4 years of research experience (Post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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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ed PhD Student Position in Biomechanical Tissue Simulation
 
　
We are seeking a motivated and talented PhD student with interest and skill in tissue deformation simulation and
 biomechanical modelling. The main focus will be on new approaches of tissue deformation computation for
 surgical planning. The activity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improving planning for forearm surgery, by
 analyzing and simulating anatomical structures relevant for distal stability during pro-supination. The work will
 be performed within the scope of a D-A-CH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through the FWF and SNSF,
 respectively, jointly with the University Hospital Balgrist in Zurich and the Institute for Surgical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The development will comprise working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Candidates should have earned a Master or Diploma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Mechanics, Mathematics, or
 other related fields. Good knowledge in biomechanics and/or physically-based simulation is expected. In
 addition, some experience with surgical planning applications is of advantag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C/C++ programming is required, as well as a good level in English,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The position is open immediately until filled. It is offered on the level of a non-permanent university research
 student for three years. Salaries are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and commensurate with qualification and
 experience.

 Candidates should send electronically an application with letter of motivation, complete CV, grades and
 transcripts, relevant certificates, and possible links to relevant prior publications via email. The comp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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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 should be sent in PDF format to: 

 matthias.harders@uibk.ac.at

 Please feel free to get in contact in case of questions.

 Prof. Dr. Matthias Harders
 Interactive Graphics and Simulation Group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Innsbruck University
 Technikerstrasse 21 A
 6020 Innsbruck
 Austria

 Phone: +43 (0)512 507 5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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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 Position in multi-scale simulation of mechanics
 
　
Nano Materials Lab at Aache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Computational Engineering Science (AICES),
 RWTH Aachen University has one opening for
 PhD Position
 in multi-scale simulation of mechanics.
 Job Description and Qualifications
 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a Master’s Degree in Physics or Engineering (preferabl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rom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institution. Background in atomistic
 simulations such as molecular dynamics and/or quasi-continuum (QC) is essential. The stipend (fellowship) of
 the doctoral candidate i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policy and stipend rates of AICES. Candidate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have an excellent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general. Highly motivated student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apply. German language
 is not required in AICES.
 Additional Notes
 The PhD candidate will be co-supervised by Prof. Bob Svendsen at AICES, RWTH Aachen University.
 The student has opportunities of direct access to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and the starting date is as soon as mutually possible.
 Applicants are advised to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pages for the research interests of the supervisors a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admission to AICES, RWTH Aachen University.
 Interested candidates may direct questions and/or send a complete CV including transcripts at BSc and MSc
 levels, list of publications and a list of at least three (3) references with contact information to the individual
 listed below (all application materials in English). Formal admission to AICES should be applied through
 AICES website later, which usually involves screening and interview.
 Principle Investigator
 Prof. Dr. Ming Hu
 Aache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Computational Engineering Science (AICES)
 RWTH Aachen University
 52062 Aachen, Germany
 Tel.: +49 241 80 98331
 E-Mail: hum@ghi.rwth-aachen.de

mailto:hum@ghi.rwth-aa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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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与冲击》

2016年36卷第3期

 (《爆炸与冲击》编辑部供稿)

　

　

 爆破动载作用下新喷射混凝土累积损伤效应的模型实验

单仁亮,黄博,耿慧辉,白瑶,燕发源

 动静荷载对邻近巷道裂纹缺陷扰动的模拟实验

郭东明,刘康,杨仁树,嵇长民,张雪城

 基于单元相交的混合网格精确守恒插值方法

徐春光,董海波,刘君

 水陆两栖飞机典型横截面入水撞击实验研究

王明振,褚林塘,吴彬,焦俊,孙丰

 基于TCK模型的非贯通节理岩体动态损伤本构模型

刘红岩,杨艳,李俊峰,张力民

 弹丸入水特性的SPH计算模拟

周杰,徐胜利

 梯度蜂窝夹芯板在爆炸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响应

李世强,李鑫,吴桂英,王志华,赵隆茂

 长方体单腔室空腔环境内爆炸效应的实验研究

胡洋,朱建芳,朱锴

 油气爆炸的氮气非预混抑制实验

张培理,杜扬

 楔形罩线型聚能装药侵彻钢锭

武双章,顾文彬,李旭锋

 考虑靶背自由表面和开裂影响的刚性尖头弹贯穿金属靶板模型

肖云凯,方秦,吴昊,孔祥振,彭永

 含不同充填物预制裂隙对爆炸裂纹扩展的影响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595.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596.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597.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598.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598.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599.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599.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599.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0.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0.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0.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1.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2.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3.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4.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5.shtml
http://www.bzycj.cn/CN/abstract/abstract96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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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鑫,蒲传金,廖涛,肖定军

 激波在不同三角楔面内传播特性的数值研究

郑纯,陈志华,张焕好,孙晓晖

 超高速碰撞太阳电池阵诱发放电效应的实验研究

张书锋,柴昊,周玉新,张明志,刘振风,王田

 商用飞机撞击核电站屏蔽厂房数值模拟

刘晶波,韩鹏飞,郑文凯,陆新征,林丽

 爆炸聚能作用下混凝土试件劈裂的高速3DDIC实验

徐振洋,杨军,郭连军

 不同自燃模式对压力波动形成的影响

续晗,姚春德,姚安仁

 高应变率下断裂韧性实验的数值模拟

叶波,巫绪涛,胡凤辉,廖礼

 混凝土抗折动强度及其极值研究

党发宁,焦凯,潘峰

 初始温度对CO2 抑爆作用的影响

何昆,李孝斌,石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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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

   （摘自科学网）      

 科研经费的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需要整体推进。

 “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

性活动为经费服务”——在5月30日上午召开的“科技三会”上，当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这里时，台下的科

技人员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既包含着科技人员对中央领导如此“了解民情”的由衷赞叹，也反映

出他们对改革完善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的热切期盼。

任何创新活动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近些年来，国家财政对科研的经费支持逐年稳步上升，但在经费增

多的同时，由于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相关制度规章不合理，也出现了“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

务”的种种怪现象。

 比如，由于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过细过死，“买醋的钱不能打酱油”的现象并不鲜见；由于到财务报

销时要求与预算“无缝对接”，把许多科研人员特别是项目负责人逼成了会计。科研人员本来应该把时

间与精力全扑在研究上，但现在则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对未来几年科研活动的每一项支出精打细

算：买多少根试管、用多少盒试剂……

比如，在科技投入中，仪器设备购置费比例一直偏高，劳务经费比例过低，有些项目负责人为调动项目

参与人员的积极性，不得不“张冠李戴”，想方设法从设备购置等科目中“调剂”出一部分经费用于劳

务支出，甚至出现做假账、弄假票的现象，不仅有损自尊，而且损害了规定的严肃性。

 再比如，由于财务报销严格“参公管理”，差一点都不能报，加上经费审计过分苛刻，每到报账

时，项目负责人只好发动学生，与数年前申报项目时的经费预算一一“对表”，对不上的就想办法“嫁

接”，生怕过不了报销关。如此种种，既浪费了广大科研人员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又消耗了他们的创新

热情，把经费与人的创新活动的关系颠倒了。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关管理部门在制定规章制度时，把科技创新这一复杂的智

力创造活动等同于简单的建设项目，没有真正按科研的自身规律办事。

首先，科技创新是高级脑力劳动，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仪器设备；如果离开了有创造力

的人，再先进的仪器设备也是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因此科研经费支出应多考虑人的因素。其次，科技

创新属于智力探险，具有极大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许多时候走哪条路、怎么走都不清楚，很难提

前几年把做多少试验、用多少试管“计划”得一清二楚，经费使用应该留有一定的灵活空间。再次，不

同类别的科研项目有自己的特殊性，理论推演、野外考察、实验室研究、技术开发……都有各自的特

点，在经费安排和使用上不宜一刀切，应分类考量、区别对待。

 科研经费的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需要整体推进。6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的措施，更大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做出了明确部署，就“简化中央财政

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大幅提高人员费比例”“差旅会议管理不简单比照机关和公务员”等明确了具体

的改革办法。有关部门理应认真落实中央精神和部署，尽快出台相关细则。同时，广大科研人员也该洁

身自好、照章办事，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避免出现违规挪用、套用科研经费的不良行为。

 只有上下同心、良性互动，中国科技的政策环境才会变得更好。（原标题：“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

活动服务”(人民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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