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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抗疫
力学人在行动

上海市力学学会

>>>详见3、4版

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召开
2019年12月7日下午，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三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乐乎新楼2号楼学海厅
隆重召开。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第十三届理事会
理事候选人与来自各团体单位的会员代表共168人参加
会议。

理事长徐鉴代表第十二届理事会作了“上海市力学
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第十二届理事会财
务工作报告”。他在理事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上海市
力学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
下，在党工组引领下，在学会广大会员和干部的努力
下，在学会党建、学术交流、科普活动、对外交流、举
荐人才、组织建设、政府服务和期刊建设等方面开展了
多项工作，推动上海市力学领域的科学交流和发展、促
进我国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报告最后，他期
望在新一届理事会的带领下，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以科学发展为根本，上海市力学学会一定能够为
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十三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在会员代表大会
茶歇期间召开，会议投票选举产生了第十三届理事会常
务理事19名、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6名，会议举手表决
聘任新任理事长提名的第十三届理事会秘书长1名。

李岩主持会议

薛雷平主持会议

同时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监事会议投票选举产生了
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1名。

会议由第十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薛雷平主
持。首先由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卢东强教授
主持2019年上海市力学优秀青年学者、优秀学生颁奖仪
式。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徐鉴、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薛
雷平、郭兴明一起为获奖的老师和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并
合影。
徐鉴作报告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薛雷平作了“关于修改学会章程
的说明”。会议举手表决通过了换届筹备工作报告、理
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章程修改说明。

监事会选举
会员代表大会继续召开，薛雷平教授向会员代表大
会宣布当选的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
长及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名单。
新一届理事长郭兴明教授作了就职演说，他表示他
将和学会第十三届常务理事会、理事会、上海力学界的
各位同仁和青年学者一起努力，传承上海市力学学会的
文化和传统并发扬光大，为上海的力学学科和地方经济
的建设贡献力量。

卢东强教授颁奖仪式

参会人员举手表决现场

获奖师生合影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薛雷平宣布大会议程和会议有效
性，并作了“换届选举筹备工作情况报告”。

理事长徐鉴接着介绍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
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产生情况、候选人名单及选举
办法，并举手表决通过了监票团名单。
第十二届理事会监事、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主任时蓓玲副总工担任总监票人并主持了选
举。在第十二届理事长徐鉴、副理事长薛雷平、郭兴明
的带领下全体会员代表依次上台投票。监票团整理、统
计选票后，时蓓玲宣布当选的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61人
名单、第一届监事会监事3人名单。
郭兴明教授作演说
会议在热闹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薛雷平作报告

投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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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构诊断和加固技术专委会
举办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管理述要专题报告会
方面就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
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
会后，谭玉峰研究员与
参会人员就文物建筑保护中
遇到的难点、问题以及最新
技术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谭玉峰研究员是国家文
物局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
文博学院兼职教授，中国
文物 保 护 技 术 协 会 副 理 事
长，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
会（ICOMOS）会员，国际
博物馆学会（ICOM)会员，
上海市市长特聘市规划委
员会咨询专家，上海市文
物局文物处原处长，上海
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原总
工程师。历任中国文物学
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
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常
务委员。从事上海的文物建
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工作
三十五年，主持抢救维修了五十
余处国家级、省级和区县级文物
建筑，在文物建筑保护维修、古
塔纠偏以及名城名镇保护管理方
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主要论

2019年11月22日，上海市力
学学会工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
专业委员会特邀请了中国文物保
护技术协会谭玉峰研究员作了题
为《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管理述
要》的学术报告。专委会委员王
卓琳教高、高润东教高，以及专
委会依托单位的主要技术骨干共
计4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
交流会上，谭玉峰研究员首
先从文物建筑的定义、类型、基
本特征、断限等基本信息切入，
之后从世界遗产的概念和全球典
型案例聚焦到中国近现代文物建
筑，详细的介绍了分类、结构体
系、存量、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及
大量上海地区的实际案例，最后
就近现代文物建筑常用保护技术
进行了系统介绍。这些常用的保
护技术包括：外墙清洗及修复技
术、屋面修缮技术、木窗与钢窗
的修复技术、混凝土裂缝修补技
术、扩大截面加固法、外包钢加
固法、碳纤维布加固法、粘钢加
固法、楼地面保护技术、体内锚
杆隐性修复系统等。谭玉峰研究
员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从政
策、法规、类型、技术、案例多

拜访老领导
1 月 7 日上午，郭兴明理事长、卢东强秘书长及学会
工作人员黄小双拜访、探望了在沪的部分学会老领导。
郭兴明理事长先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拜访了
第七届理事长方如华教授，第八届、第九届理事长沈
为平教授，然后到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秘书长何
福保教授的家中。郭兴明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健康状况
和生活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并祝他们健康长
寿、生活幸福。
与领导共忆往昔、共谋力学发展时，郭兴明说，老
领导们为上海力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付出了大量心
血，并始终关心、关注着上海力学的发展变化，提出了
许多意见和建议，是上海力学界的宝贵财富。希望老领
导们在保重身体的同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上海市
力学学会的工作，为上海力学的稳定发展出谋划策。
老领导们表示，当前学会在市科协的带领下，市
力学科技工作者们共同支持下不断前行，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在新的一年里，将不断发挥余热，出智出
力，力所能及地为上海力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学会秘书处供稿）

著包括《中国文物地图集·上海
分册》(执行主编)、《上海工业遗
产实录》(执行主编)、《中国民族
建筑》（上海篇副主编）等。
（工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
专业委员会供稿）

上海市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
暨上海市固体力学前沿及工程应用研讨会成功举办
忠教授对大家的参会表示欢迎，
对固体力学专委会工作进行了
总结和展望。之后是精彩的学
术报告会。华东理工大学轩福
贞教授回顾了百年以来材料和
结构疲劳研究历史，并对该领
域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同济大
学的李岩教授带来了植物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多层级力学研究
领域的报告。上海大学的张田
忠教授给大家介绍了他在基底
支撑对石墨烯摩擦性能的影响
方面的工作。茶歇之后，华东
理工大学的闫亚宾副研究员、
上海核工院的沈小要所长、上
海交通大学的张律文教授、上
海电气汽轮机厂的胡怡丰高级
研究员、复旦大学的徐凡教授
和宋振华青年研究员分别介绍
了他 们 各 自 的 工 作 成 果 。 一
场场报告精彩纷呈，涵盖了
材料变形与破坏、微纳米力
学、工程设备监测与评估等
多个方面，展现了固体力学
在前沿科学研究和实际工程

为促进上海市固体力学学科
发展，加强学术交流，上海市力
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于
2019年11月11日下午在复旦大学
举行了2019年第二次会议暨上海
市固体力学前沿及工程应用研讨
会。会议由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
承办，具体由霍永忠、丁淑蓉、
徐凡教授负责组织。会议邀请了
9名知名学者做邀请报告，来自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电气汽
轮机厂、上海核工院等上海高校
和企业的7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
生参加了会议。上海力学学会副
理事长郭兴明教授和秘书黄小双
到会指导。
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的丁
淑蓉教授主持。首先由上海市力
学学会副理事长郭兴明教授和会
议东道主霍永忠教授致辞。郭兴
明理事长对本届固体力学专委会
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对上海固体
力学学科发展提出了期望。霍永

应用中焕发的勃勃生机。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增进

了学术交流，加强了产学研结
合，必将促进上海市固体力学

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供稿）

附：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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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
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召开
2020年1月4 日下午上海
市力学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第
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科学会
堂思南楼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理事长郭兴明，副理事长李
岩、廖世俊、唐平、熊诚，秘
书长卢东强及常务理事会成
员。
郭兴明理事长首先宣读了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
会上的讲话》，与会人员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九
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精神，并表示在新一届的学会工
作中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然后由卢东强秘书长组织
与会人员不记名投票选举增补
涂善东院士为副理事长、常务
理事候选人，并提交第十三届理

事会通过。会议重点讨论确定了
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的工作分工，并启动
了新一届理事会下属委员会、党
的工作小组换届工作。会议通过
《关于大学生力学竞赛的管理办
法》及《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
章程》的方案，评选出2019年先

进个人、先进集体、先进联络员
名单。
学会秘书处黄小双汇报了
会员代表大会财务情况及学会
学会财务各项移交工作的相关
事宜。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其他
事宜。
（学会秘书处供稿）

上海市力学学会
征集抗疫期间先进人物、
典型事例情况收集的通知
各位理事、会员，
各委员会、会员单位:
近一个月以来，在疫情防
控战场，每天都有感人的、典
型故事发生，我们被数不清的
正能量感动着、激励着。相信
在这场战“疫”中，力学同仁
也在以各种方式默默地奉献着
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您身边
有这样的感人事迹发生，请联
系我们，我们将把这些正能量

上海市力学学会理事会党工组
2020年2月10日

按下“复工键” 共迎春日来

会员风采之上海建工
上海建工各单位的施工现场开始复苏，
逐渐恢复往日忙碌的景象。各单位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力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搭乘着“复工专车”返程，他们开心
地挥挥手；防疫复工两不误，他们认真地
体检消毒；一沙一石，他们一丝不苟地工
作着……他们不远千里冲锋一线，为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贡献着普通却不平凡的力量。他们是奋战
在施工一线的上海建工建设者。

传递出去给力学同仁更多力量
投身于战疫中去。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
有挺身而出的一个个普通人!
让我们一起为武汉加油!为中
国加油!
素材和事迹请通过邮箱发
送至shsh126.com。

建工各单位复工复产稳步有序推进，重
大工程建设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一建集团
责任落实到位 防控落实到位
进工地测量体温并实名登记，所有
人员必须戴好口罩，生活区内严格执
行消毒制度，14天防疫隔离房配备洗手
液、消毒药水、体温计等防护物资……
在各工地现场，随着农民工陆续进场，
一建集团各项目部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科学制定复工方案，有序
推进项目复工。

二建集团

四建集团

项目复工超七成

超28000名工人到岗

二建集团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有序组织返岗复产。截至3
月19日，已复工项目147个，复工总数超
七成。其中市内复工项目96个，市外复
工项目51个，包括上海浦东足球场、上
海市档案馆一期、两港大道（新四平公
路-S2）快速化工程项目、花博会主体场
馆项目、河南省人民医院地下智能停车
及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沪工航天军工装
备制造基地等重大工程。

近九成项目复工
四建集团自复工以来坚持“生
产”“防疫”两手抓，致力铺开作业
面，协同参建各方全力作战，组织人
员、协调物资、提前做实做细各项准备
工作，于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加快复工
进程。截至3月20日，恢复生产的项目
共164个，占比超过87%，为实现全年生
产目标创造条件。

2021年FIFA世俱杯上海体育场应急改
造项目实现正式复工

复工复产 上海建工在行动
截至今日，在上海建工2181项在建
工程中，超过70%相继复工；顺利安全到
岗的农民工超过全面复工计划70%。上海

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设者
派出“复工专车”接建设者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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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战“疫”，一定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中国
商飞公司统一部署下，上飞院全院上下迅速将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各项要求
上来，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全面贯彻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
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举措，细化实化防控措施，争分
夺秒、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01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上飞院迅速成立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加强
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下设疫情报告组、防护
处置组、宣传组、后勤保障组等，保证措施衔接高
效、人员配备充实，坚决保障公司及院防控工作全面
铺开、层层落地。
1月31日，上飞院召开专题会议，对防疫期间的管
理责任、工作纪律、防控工作方案、组织保障等再研
究、再部署。领导干部坚守岗位、身先士卒、站位一
线、靠前指挥。

结合上飞院实际，制定《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责任体系和
任务分工，细化举措、齐抓共管保障每一名员工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02 将各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
作优势转化为防疫工作战斗优势
坚决扛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制定《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党委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作用的通知》，强调各级党（总）支部对疫情
防控承担领导责任，支部书记承担第一责任。
明确各党（总）支部成立以支委会为核心的疫情防
控工作组、做实防控教育、做好统计报送、关注人员识
别与隔离、做好信息公开，明确全体党员、干部划片负
责“党员责任区”、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工作，明确强
化宣传思想工作和做好型号工作等4大类12项举措，明
确做什么、怎么做，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类标准将抵沪返岗的重点人群划分为不同类别，并对重点
人员提供隔离场地、制定一整套科学的观察隔离方法和复
工标准。
在上飞院企业微信平台上线“全员报平安”模块。2
月3日起，全体员工通过“我报平安”功能每日在上班前
自主进行体温测量并填报。通过“统计填报”功能填报离
沪、返沪、隔离等详细信息，做好全体员工健康信息登记
工作。
04 不折不扣落实两个100%
对进入办公场所的人员100%进行资格核查、体温监
测，确保不漏一人；对办公场所、会议室、设备设施等进
行100%消毒，确保不留死角，做好疫情监测和预防。

03 细化举措、做实做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通过做实统计、细分人群的方法预防堵塞输入性
感染，动态掌握每一名员工的行程动向，摸清返回
地、接触人员和交通方式等，重点摸排和掌握近期在
湖北、温州等高风险地区逗留、与湖北地区人员或疑似
病例接触的人员，做好人员信息的核实、筛选，按照7

采取一系列务实、细心、到位的举措筑牢群防群控
的铁壁铜墙，暂停使用院区和宿舍的中央空调和电梯，
调整优化错峰用餐安排，做好班车、食堂、餐具的消
毒，在进院通道、食堂等地提供免洗抑菌洗手液，为每
名员工及外部服务人员提供一次性口罩，采购配备体温
计、红外线体温仪等防控用品。

大爱无疆，当好逆行者的“巩固后方”
都说抗击疫情，是一场
众志成城的战斗。而冲在疫
情防控最前线的是医护工作
者。王璐是上海市力学学会第
十三届事事会，纺 织 学 院 王
璐教授的爱人是中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为把守家园，正
月初三他凛然无畏前往位于
金山区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投入生命保卫战中。
“说实在话，面对疫情作为
家属，内心是有些忐忑；但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王老师不仅赞许爱人的逆行
精神，还每天晚上12时许与其通话，传
递最贴心的关怀。除了爱人，王老师的儿
子、儿媳妇均为医护人员。大家居家封闭
休息，王璐的家人还要冒着交叉感染的风

上海浦东足球场项目复工

（上接第3版）

五建集团
坚持“五个到位” 筑牢防疫堡垒
五建集团坚持防疫排查到位、人员
出入管控到位、防疫物资配备到位、防
疫宣传教育到位、应急机制建立落实到
位等“五个到位”。截至3月19日，五建
集团全国在建项目共330个，全面复工
215个。其中，上海市重大建设工程复工
16个，上海市场其他工程复工80个；长
三角市场复工47个，复工率近84%；东
北、华南、西北和广西等区域市场复工
项目为72个。
险去护佑上海人民的安康。为此，王老师
一个假期乐此不疲地担纲“内阁部长”，
当好逆行者们的“巩固后院”。
王璐课题组有70名博士硕士生，其
中有9名湖北籍贯的同
学。疫情发生后，王老
师和课题组李彦老师高
晶老师等定期了解同学
们的健康状况和出行安
排，尤其是对于湖北籍
的学生，王璐更是言语
谆谆切，帮助纾解焦虑
情绪。
“人生无常，但是并
不等于做事情无常”。
疫情延长了假期，王老
师勉励学生趁机埋首积
蓄前行的力量。她通过
网络微信指导学生撰写
毕业论文，不厌其烦地
为其释疑解惑，为学生
的成长夯基垒台。
（东华大学供稿）

上海临港国际会议中心（一期）项
目为建设者测量体温

总承包部
筑牢防线不松懈、不麻痹、
不侥幸
总承包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意
识担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
工复产，积极应对劳务人员集中返沪
与封闭管理、防疫物资的采购与储
备、防疫政策的宣贯与落地、生产物
资的统筹协调与安排、复工安全保障
和工程进度推进等难点问题，统一部
署、严密防控、有序推进，目前超过

宜家购物中心上海临空项目复工

70%的项目已实现复工。

七建集团
稳步推进重大工程有序复工
七建集团在确保防疫工作有效落实
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一批重大重点工程
有序复工。杭州之门、杭州亚运村、上
海临港国际会议中心（一期）、临港科
创城、临港国际会议中心及酒店、石洞
口第一电厂煤场封闭改造等一批项目陆
续复工，解除医学观察的建设者正逐步
投入工程建设。

眉山PPP项目返岗建设者
接受咽拭子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