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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6日，上海市力学学会第
十三届理事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上
海大学延长校区乐乎楼顺利召开。理事长
郭兴明，副理事长李岩、唐平、熊诚，秘
书长卢东强，常务理事徐凡、吴江斌、聂
国隽、姚伟、李向民、杨爱玲、胡世良、
张美红共13人出席会议。监事会监事长徐
鉴，监事薛雷平两人列席会议。

学会理事长郭兴明主持会议。会议
首先由党工组组长李岩组织大家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
近平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致辞精
神》文件，与会者一致表态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推动新时代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0年12月27日，上海市力学
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会员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腾讯会议室在线
上顺利召开。学会理事、监事及各
会员单位代表约六十余人参会。

学会秘书长卢东强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第三届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致辞精神》文

件。党建联络员卢东强指出，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
年”历史交汇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要认真贯彻落实五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新
时代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揽全局、思
想深邃，深刻洞察时与势、竞与
合、危与机，对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出系统阐述，全面部署未来发展
总战略、总布局、总任务，并科技
创新摆在全局规划突出重要的位
置，为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随后郭兴明理事长委托秘书
长做了《第十三届理事会2020年
度工作总结报告》。报告总结了
2020年度学会在学会党建、学术
交流、科学普及、对外交流、科
技咨询、人才推荐、期刊建设等
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学会工
作得到了市科协及有关领导的关
心和指导，得到了各团体会员单

位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和帮
助，更得到了全体会员的支持。
对于2021年的学会工作计划，报

告中指出要落实好2021年学会重
要工作：一是坚持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学会党
建工作，发挥党工组政治核心和
引领发展作用。二是组织好2021
年学术年会暨第十七届沪港论坛
及应用，并推动各下属委员会开
展有专业特色的各类活动。

接着，秘书长卢东强代表学会
秘书处汇报学会2020年度财务预结
算，颁布了2020年上海市力学学会
优秀青年学者、优秀学生获奖名
单，2020年度学会先进会员、先进
集体、先进联络员名单。

在接下来的委员会代表发言环
节，各委员会的主任、代表纷纷发
言。他们首先对2020年度工作进行
简明扼要的总结，然后表示2021年
将立足工作目标并及时调整工作思
路，注重细节，落实措施，全力推
动年度计划顺利完成。

最后，郭兴明理事长代表学会

给大家拜年，会议在大家热情洋溢
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学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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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6日，上海市力学学会
第十三届党的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在上
海大学延长校区乐乎楼乐意厅顺利召
开。党工组组长李岩，组员郭兴明、熊
诚，党建联络员卢东强出席了会议，监
事会监事长徐鉴，监事薛雷平两人列席
会议。会议由党工组组长李岩主持。

会议首先由李岩组织大家学习《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
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致辞精神》
文件，与会者一致表态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推动新时代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切
实履行政治使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
新、有效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致辞精神，围绕“加强重大
科学问题研究，加大共性科学技术破
解，加深重点战略科学项目协作”的
重要指示，同时结合学会工作实际，
找 准 学 会 工 作 服 务 中 心 大 局 的 结 合
点、发力点。

随后会议审议了2021年学术年会
暨第十七届沪港力学论坛方案、《专
业/工作委员会工作管理规定》、2020
年先进会员、先进集体、优秀联络员
名单、《力学季刊》编委名单、学会
2020年财务预结算。

会议还讨论了学会其他相关事宜。
（学会秘书处  供稿）

 线上会议

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委员会代表发言

会议讨论确定了2021年学术年会暨
第十七届沪港力学论坛方案，《专业/工
作委员会工作管理规定》，2020年先进

会员、先进集体、优秀联络员名单，
《力学季刊》编委名单，学会2020年财
务预结算。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学会其他

相关事宜。
最后，会议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

满结束。 （学会秘书处  供稿）



流变液柔性机器人关节设计及其应用的
研究，同济大学王宽助理研究员展示了
皮下脂肪厚度对坐姿下臀部载荷的有限
元分析研究进展，上海理工大学吴坤能
介绍了后路长节段脊柱融合术后进行椎
体强化对近端交界性后凸的生物力学研
究，复旦大学王学智助理研究员阐述了
肥大细胞脱颗粒及腺苷释放:针刺调节
垂体后叶素诱导急性心动过缓家兔心率
效应中穴位特异性的启动机制，上海交
通大学景鹏进行了循环肿瘤细胞在微血
管中的膜张力和运动特征分析的报告，
复旦大学秦旺展示了小血管树的数学建
模与数值仿真的研究进展，上海体育学
院陈新鹏讲解了太极拳和瑜伽运动中单
腿支撑动作的大脑皮层激活和足底压力
中心位移变化研究，复旦大学黎健明讲
解了TAVI 治疗主动脉瓣狭窄的有限元

模拟。会议报告中，与会的各位专家和
学者积极交流学术问题和建议，进行学
术思想的碰撞与交融，知行励新，交融
创新。

会议结束前，牛文鑫副教授对会议
进行了总结与并畅谈了学科未来的发

展与期望。此次会议的举办，旨在进
行促进与加强生物力学学科交流，凝
聚学科力量，扩大学科影响，最终促
进上海生物力学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会议结束后，现场与会人员进行了合
影留念。    （生物力学专委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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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力学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力学

委员会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2020年同济-复旦联合博士生学术论坛
2020年12月12日下午，

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
学、上海体育学院等高校的
生物力学专家、学者于同济
大学举办了“上海市力学学
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上
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力学
委员会青年学者学术交流
会暨2020年同济-复旦联合
博士生学术论坛”。会议由复旦大学姚
伟教授和同济大学牛文鑫副教授主持，
与会的嘉宾有上海理工大学的宋成利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的梁夫友教授和复旦
大学王盛章副教授。由于疫情原因，会
议通过zoom线上同时进行，梁夫友教授
线上与会。

会议开始，首先姚伟老师对参与会
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对与
会嘉宾进行了介绍。随后会议正式开
始，同济大学常晓倩进行了两种四点跪
位姿势的躯干肌肉活动和脊柱运动学
比较的报告，同济大学黄尚军介绍了伴
随膝伸肌痉挛的脑卒中患者跨越障碍的
步态调整和近端补偿策略的研究，同济
大学李亚琪讲解了唐氏综合征患儿站立
时足部异常的生物力学状态的有限元分
析，上海理工大学王皓辰解释了新型磁

12月4日，由上海市力学学会岩土
力学专业委员会、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
岩土力学与工程专业委员会、上海市公
路学会隧道与地下空间专业委员会共同
主办的“2020年上海市岩土及地下工程
年会”在苏州河深层排水调蓄管道系统
工程云岭西竖井项目现场顺利召开。来
自企业、科研院校和各专业委员会的专
家、高校师生及会员代表近百人参加了
会议。

 上海市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
会王卫东主任出席了年会并致辞，总结
了近几年上海岩土与地下工程建设呈现
的新的特点，主要包括：（1）挖深超过
40米的基坑与地下工程越来越多，需要
加强理论研究、改良传统设计方法、施
工技术，为深层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进
行基础储备；（2）对新的既有建筑区域
地下空间开挖的设计方法、施工装备及
工艺需求迫切；（3）岩土及地下工程技
术与装备逐渐向智能化、绿色、高效节
能、环境低影响的方向发展。

 

年会以苏州河深层排水调蓄管道系
统工程为主题。苏州河段深层排水调蓄
管道系统工程（苏州河深隧工程）是上
海市深层调蓄管道系统工程的先行段，
全长15.3公里，将苏州河沿线25个排水
系统分为8个分区，旨在有效解决城市雨
水污染和城市内涝的难题，项目面临着
特深竖井、超深覆土盾构施工等技术难
题。本次会议邀请了高校、企业及科研
院所共14位专家围绕深大地下工程承压
水控制、隧道全寿命周期运维、深隧试
验段建设管理、科研、施工、监测及装
备研发等方面开研讨，共同为深隧项目
的建设献计献策。会议期间，组织了参
会人员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深隧云岭西
竖井，实地考察中了解工程需求，并与
现场施工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2020年上海市岩土及地下工程年会顺利召开
空化与空泡流动是水动力学的重点

研究方向。为了加强交流，凝聚力量共
同推动该领域的创新研究，上海市力学
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中船702
所、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船708所
等单位，于2020年11月14日在杭州组织
召开“空泡流动研究进展与发展方向
研讨会”。120余人参加了本次交流活
动。

本次会议邀请了国内空化流研究领
域的十位专家做专题报告，中船重工
702所徐良浩高工，上海交通大学刘筠
乔副教授，中船708所万初瑞高工分别
代表上海流体力学领域专家做了大会报
告。会议主要围绕船舶水动力领域极为
重要的空化问题进行研讨，希望通过研
讨加深对空泡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加
强各单位之间的相互合作。

空泡流动研究进展与发展方向研讨会

  今年的上海市岩土及地下工程年
会，创新地采用了“线下+线上”的办会
模式，累计线上参会人数近1.5万人，既
为后疫情时代学术会议的组织探索了新
的方法；同时也为更多岩土及地下工程

从业人员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扩大了
年会的影响力，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岩土
及地下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  

（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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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20 年上海市力学学会 

优秀青年学者、优秀学生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经各团体单位推荐、专家组网络评审、第十三届理事会第三次常

务理事会会议讨论，决定授予下列人员“2020 年上海市力学学会优

秀青年学者、优秀学生奖”： 

优秀青年学者 

一等奖  金亚斌 
二等奖  童  崎 陆泽琦 
优秀奖  郭晓宇 王伯福 吕  浡 

优秀学生  

一等奖  杨易凡 黄思馨 

二等奖  张晓嵩 李占伟 刘元卿 

优秀奖  刘  伟 徐  旻 许子非 黄建青 刘青松 

 

 

上海市力学学会 

2020 年 12 月 26 日 

关于公布“2020年中国力学学会全国

徐芝纶力学优秀学生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上海市力学学会评优

2020-01号文

关于举办“第十三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的通知 

为了培养人才、服务教学、促进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增进

青年学生学习力学的兴趣，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现力学创新人才, 

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示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舞台, 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

托，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将于 2021 年 5 月 23 日共同主办“第十三届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本次竞赛由《力学与实践》编委会和中国力学学

会教育工作委员会承办，中国力学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

汉理工大学协办。 

竞赛领导小组  组  长：方岱宁 

副组长：魏悦广  林建忠  杨亚政 

成  员：汤亚南  李俊峰  高云峰  施大宁  张清杰  王建祥 

仲裁委员会    成  员：李俊峰  王  琪  庄  茁  水小平  殷雅俊  周宏伟 

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建忠  李俊峰  施大宁  张清杰 

副主任委员：汤亚南  周宏伟  王  琪  高存法  翟鹏程 

成    员：李  刚  姜  楠  邱信明  高福平  黄克服  孙泉华 

王省哲  许  蔚  孔垂谦  王立峰  陈建中 

秘 书 长：刘俊丽 

秘    书：胡  漫 

秘书处设在中国力学学会《力学与实践》编辑部。 

现就竞赛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1) 参赛对象:在校的大学本科、专科及研究生。 

(2) 竞赛科目和方式：力学竞赛的基础知识覆盖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两门课

程的理论和实验，着重考核灵活运用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范

围请见教育部基础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所颁布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教

学大纲（基础题部分 B类；提高题部分 A类）。竞赛包括个人赛和团体赛，个人

赛采用闭卷笔试方式，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综合为一套试卷。团体赛分为“理论

设计与操作”和“基础力学实验” 两部分，采取团体课题研究（实验测试）的

方式。 

(3) 报名办法：2021 年3 月31 日前通过所在学校（研究所）或个人直接向

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力学学会报名。各地力学学会联系人名单见附件1。报

名者需填写报名表（见附件2）。报名费 100 元/人, 报名后未参加竞赛者恕不

退还报名费。 

 (4) 竞赛时间和地点: 竞赛将于 2021 年 5月 23 日(星期日)上午

8:30-12:00 举行，将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

武汉、成都、重庆、太原、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石

家庄、郑州、济南、南京、长沙、南昌、福州、昆明、合肥、杭州、南宁、贵阳、

海口、拉萨等地设立竞赛考场, 参赛者可就近参加，所需费用由所在单位或个人

自行解决。竞赛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5）奖励办法：由竞赛组织委员会组织专家根据个人赛成绩评出全国竞赛个

人赛特等奖 5 名，一等奖 0.3%（≥15 名），二等奖 0.5%（≥25 名）；全国

三等奖和优秀奖以各省（市）分赛区报名人数为基数，以各省（市）阅卷成绩评

选出三等奖 5%，优秀奖 15%。 

(6）获奖者名单将在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网站和《力学与实践》杂志上公

布，由全国竞赛组委会授予证书。有关竞赛的消息和竞赛试题、答案将在《力学

与实践》杂志上陆续刊出。 

   (7）本通知未尽事宜详见《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简章》。 

 

 

 

 

 

附件 1：第十三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各省份联系人信息 

附件 2：XX 省：第十三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报名表 

第十三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
力学竞赛第一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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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赛）圆满落幕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
年上半年举行的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
学竞赛延期至下半年。为保证疫情期间
竞赛的顺利开展，教育工作委员会成立
了竞赛领导小组，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1）个人赛与团体赛分开进行
个人赛于2020年11月举行，团体赛暂

定于2021年上半年举行，具体时间待定；
（2）竞赛试题改为分发制
竞赛试题印刷后送至上海市力学学

会秘书处并保存到专用保密柜中，各参
赛高校派专人在指定时间前往学会秘书
处领取并做好签收、保管与保密工作，
在竞赛开始前5分钟统一打开；

（3）集中竞赛改为分散竞赛
竞赛活动由上海市力学学会在线指

挥调度，参赛考生在各自所在高校参
赛，避免群聚交叉感染；

（4）集中阅卷改为分散阅卷、集中
复核

考生的试卷由各自所在高校的老师
阅卷后送回学会秘书处，再由学会组织
专家组对试卷成绩进行复核。

在上述措施的保证下，来自复旦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
海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同
济大学11所高校的537名学生报名参与了
竞赛。

竞赛（个人赛）于11月15日在11所高
校的13个考场进行，本次竞赛活动由上海
市力学学会主办，教育工作委员会承办，
同济大学出题。考试从上午8：30开始，
至11：30结束，全部考场秩序井然，考
场纪律严肃，考务工作顺利开展。

11月21日，参赛高
校老师连续工作，顺
利完成了阅卷、分数
统计及排序等工作，
并将考试成绩表及试
卷整理密封后送至学
会秘书处办公室，由
竞赛领导小组指派专
人对试卷进行复核，

为竞赛的评奖做好准备。
12月11日，经竞赛领导小组审核后发

布获奖名单， 10名学生获得特等奖， 20
名学生获一等奖，来自全部11所高校的
共162名学生分获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
奖。

竞赛结束后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
学竞赛领导小组在线召开了竞赛总结表
彰大会，会议由竞赛领导小组组长、学
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郑百林教授主
持，郑教授首先代表学会对参与竞赛活
动组织的高校及学会工作人员表示由衷
的感谢，接着他谈到疫情下组织竞赛活
动的艰难性以及全国竞赛前开展练兵的
重要性，最后他代表领导小组总结发言
并希望明年疫情好转后团体赛可以顺利
进行。             （教育工作委员会  供稿）

参赛学生赛前合影

考场秩序井然

考务组为参赛学生准备了点心

特等奖10名：
杜劲达 上海交通大学
赵浩南 上海交通大学
马子琦 上海交通大学
王银涛 上海交通大学
翁景行 同济大学
宋泽楠 同济大学

张    昊 上海交通大学
丁    宁 上海交通大学
方啸思远 同济大学
舒    畅 上海交通大学
一等奖20名：
黄维璇 上海交通大学
孙    昊 上海交通大学

温明瑾     上海交通大学
张少坤     上海交通大学
陆    遥     同济大学
汤    米     同济大学
喻    恒     同济大学
李博文     同济大学
张晓宇     上海交通大学

许宏涛     同济大学
杨    一     同济大学
李缉熙     同济大学
李    树     同济大学
周逸俊     同济大学
任昆明     上海交通大学
陈世龙     同济大学

黄赓祥     同济大学
朱东方昊  上海电力大学
姚成超     上海交通大学
张    辉     同济大学

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获奖名单

复旦大学：（共6名）
邱连富  二等奖
李雨琪  二等奖
纪晓阳  三等奖
吴鸿禄     三等奖
黄思睿  优秀奖
袁嘉毅  优秀奖
华东理工大学：（共8名）
朱北辰  二等奖
龚潼  二等奖
顾洁茹  二等奖
郭卫鹏  三等奖
李东晓  三等奖
顾    杰  优秀奖
高甜甜  优秀奖
张欣媛  优秀奖
华东师范大学：（共9名）
国泽镕  二等奖
王子文  二等奖
王啸坤  三等奖
陈泽钰  三等奖
危一凡  三等奖
熊佳凌  优秀奖
缪昳闻  优秀奖
郭又溪  优秀奖
吴    煜  优秀奖
上海大学：（共10名）
杨家星  二等奖
樊    淼  二等奖
周璟成  三等奖
秦    汉  三等奖
李    号  三等奖
赵霁铎  优秀奖
刘永乐  优秀奖
汪    鑫  优秀奖

赵紫晨  优秀奖
张胜军  优秀奖
上海电力大学：（共4名）
罗    旭  二等奖
李    宁  三等奖
沈亿轩  三等奖
王欣怡  优秀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共17名）
朱文浩  二等奖
邓丽萍  二等奖
张在程  二等奖
龚佳琛  二等奖
魏罗珂卿  二等奖
李    镇  三等奖
王辰元  三等奖
熊久莉  三等奖
李绪洋  三等奖
彭    禧  三等奖
丁文龙      优秀奖
尧全恒      优秀奖
孙中明  优秀奖
王    昊  优秀奖
刘鹏飞  优秀奖
孙鑫菁  优秀奖
曹成辉  优秀奖
上海交通大学：（共13名）
徐    鸿  二等奖
赵一凡  二等奖
张埔菡  二等奖
李    彬  三等奖
张智怡  三等奖
仇    译  三等奖
徐亦珊  三等奖
骆雪灵      优秀奖
解煚焱   优秀奖

秦    睿   优秀奖
吴长云   优秀奖
袁沁尔   优秀奖
吴铖毓   优秀奖
上海理工大学：（共22名）
RI KUK CHOL  二等奖
许向阳   二等奖
何文健   二等奖
秦澜玮   二等奖
王旭东   二等奖
崔政博   三等奖
胡宏杰   三等奖
辛    徐   三等奖
张军节   三等奖
黄泽康   三等奖
谭招兵   三等奖
徐辰云   三等奖
许潇文   三等奖
杨千逸   三等奖
岳文浩   三等奖
黄浩伦   优秀奖
潘金诚   优秀奖
杨春龙   优秀奖
刘鹏川   优秀奖
齐寅珂   优秀奖
杨    帅   优秀奖
蔡近近   优秀奖
上海师范大学：（共8名）
肖宇珂   二等奖
方文平   二等奖
孙高格   三等奖
涂雨菲   三等奖
高    涵   三等奖
李沐梓   优秀奖
李金全   优秀奖

邓新宇   优秀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共12名）
王世豪   二等奖
王晨光   二等奖
陈思洛   三等奖
蔡阿俊   三等奖
张    围   三等奖
周    锐   三等奖
赵晗越   优胜奖
胡    强   优胜奖
孟凡星   优胜奖
郭政磊    优胜奖
周佳钰   优胜奖
赵若男   优胜奖
同济大学：（共53名）
毛柯智  二等奖
卢亦豪  二等奖
吴骏泓  二等奖
李    腾  二等奖
刘    益  二等奖
曾子沐  二等奖
徐知宽  二等奖
戴书洋  二等奖
贾庆麟  二等奖
张天泽  二等奖
曹    旭  二等奖
聂    通  三等奖
黄亚欣  三等奖
揭崇清  三等奖
张源真  三等奖
陈    卓  三等奖
董    涛  三等奖
欧阳桐澄   三等奖
陈诗阳   三等奖
吴思源   三等奖

张宸鸿   三等奖
郑光泽   三等奖
杨    澜   三等奖
叶红江北   三等奖
方奇海   三等奖
杨凯文   三等奖
连世伟   三等奖
刘远志   三等奖
张晋杰   三等奖
黄鸿飞   优秀奖
田健翱   优秀奖
杨    瀚   优秀奖
陈嘉琪   优秀奖
郝一霖   优秀奖
侯兴宇   优秀奖
李昌琪   优秀奖
吴晓龙   优秀奖
裴    阳   优秀奖
田智宇   优秀奖
方穗茜   优秀奖
王晓东   优秀奖
王志豪   优秀奖
轩书康   优秀奖
陈佳东   优秀奖
韩英杰   优秀奖
邵良靖   优秀奖
宋与非   优秀奖
吴光顺   优秀奖
刘诗风   优秀奖
娄域杰   优秀奖
黄超富   优秀奖
黄程龙   优秀奖
许    诚   优秀奖

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以学校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