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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Shanyi

杜善义 　 飞行器结构力学和复合材料专
家 。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２０日出生 ，辽宁省大连市人 。
１９６４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哈尔滨工
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教授 、所长 。 解决了复
合材料及结构设计中的若干关键技术问题 ；发
展了典型复合材料及结构的性能表征和安全评

定等方面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将细观力学
理论推广到复合材料领域 ，发展了随机夹杂理
论 ；解决了超高强钢薄壁壳体的低应力脆断问
题 ；在国内率先研制了智能复合材料用于振动
和复合材料工艺过程的监控系统 。 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和三等奖各 １ 项 ，部级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４项 、二等奖 ４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 １ 项 。 发表论文 ２００ 余篇 ，出版著作 １０
部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从我记事起 ，
我家就在不停地卖房卖地 ，家境日趋贫寒 ，可是
祖父 、伯父等均是小知识分子 ，经常谈论读书识
字之类的事情 。 在他们熏陶下 ，我对念书识字
产生了兴趣 ，初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 ，念中专或
高中 ，在老师的鼓励和母亲的支持下 ，我进入了
高中 ，轻松地以优异成绩毕业 。

高中后两年正值大跃进时期 ，劳动多 ，上课
少 ，学习与准备高考的时间就更少 。 我下决心
要考名牌大学 ，因此多数情况下 ，白天劳动 ，晚
上复习应考 。 这个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慈

祥母亲的回报 ，母亲对我说过一句话 ：“我就是
讨饭吃 ，也要让你念上大学 。”班主任为每位优
秀生选择报考学校 ，老师对我高看一眼 ，允许我
自定报考任何名牌大学均可 。我看了几所名校
的介绍后 ，一所刚创立的大学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深深地吸引了我 ，虽然是一个中学生 ，我
对这所学校的培养目标和专业设置特别感兴

趣 ，尤其是郭沫若兼任校长 ，严济慈 、钱学森 、华
罗庚 、钱三强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在校兼任系
主任并授课 ，这些打动了我 。 于是 ，锁定中国科
大 ，并报考该校的力学系 ，当时这个系的系主任
是我十分敬仰和崇拜的爱国科学家钱学森先

生 。 １９５９ 年中国科大提前录取 ，我十分荣幸被
录取 。

大学五年生活对我一生起到决定性作用 ，
我深深热爱我的母校 。 五年中 ，我和我的同学
有机会聆听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诲 ，亲自享受第
一流科学家为我们授课 。 刚入大学 ，钱学森先
生非常精辟地介绍了力学专业的发展情况 ，他
创建中国科大力学系时 ，提出设立的“高速空气
动力学” 、“高温固体力学”等 ，是现在世界航空
航天大国正在研究的高超声速飞行器的重要基

础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主要就是高温固体力学
方面的内容 。 钱先生还为我们开设了“星际航
行概论”课 ，他对航天科学技术发展的预见性 ，
在今天看来是正确与科学的 。 他不仅教知识 ，
同时教我们科学研究的方法 ，强调科学研究的
严肃作风 ，这些令我终身受益 。

中国科大创建时 ，学风很好 ，强调“理实交
融” ，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为了训练外语与阅读
总结文献能力 ，三年级时就让我们翻译本专业
的科技文献 。 第一流科学家讲基础课和专业课
通常会将目前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介绍给学

生 ，譬如 ，当时我们“薄壳稳定理论”主讲教师是
我国著名固体力学专家程世祜先生 ，第一堂课
就是把薄壳稳定的几种理论体系介绍给学生 ，
并指出存在的问题 。大学五年级时他又是我的
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他让学生总结文献 ，每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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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两周集体讨论 ，学生讲 ，他总结 ，和现在培养
研究生方法类似 。 所以在本科学习时代 ，学到
了一些至今还有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

１９６４ 年 ８月 ，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
任教 。 报到以后 ，先集体学习 ，之后到农村劳动
锻炼一年 ，这是当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一种
劳动锻炼规定 。 去几个月后 ，我们近百名大学
毕业生就改为四清工作队 ，我们当时在哈尔滨
市郊区的阿城县 。 这一年多最重要的收获是
“吃苦” ，虽然黑龙江是中国产粮区 ，但农民还是
很困难 ，到了春天 ，有的农户既缺粮又缺菜 。 农
村的落后激励我奋发工作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
１９６５年来从农村回到学校 ，１９６６年才开始接触
教学工作 ，可是不久又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

“文化大革命”年代 ，学习与科研业务活动
被认为“不务正业” ，甚至“有罪” 。 “逍遥”了两
三年后 ，我和教研室几位要好的教师和朋友 ，经
常聚在一起讨论思索的中心问题是 ：“这样下
去 ，中国会怎样 ？ 我们会怎样 ？”最后结论 ，中国
不会这样下去 ，我们也不能这样下去 。之后 ，我
带着一种“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 ，人要为社会做
点事”的朴素理念 ，偷偷地看起书 ，学习起英语
来了 。 当时在国际上兴起了一门力学新分
支 ——— 断裂力学 ，７０ 年代初在王铎教授指导
下 ，开始涉猎断裂力学 ，这也许是我科学研究的
开始 。 １９７６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我在断裂力
学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点成果 ，期间又学了点
英文 ，所以 １９７８ 年实行选拔出国人员时 ，我是
被选之列 ，１９８０ 年 ７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
乔治 · 华盛顿大学师从李波维兹（H ．Liebowi‐
tz）教授 ，从事断裂力学研究 。

李波维兹是国际断裂力学权威 ，是美国工
程院院士 。 刚到美国时 ，最大问题是英语 ，因我
原来是学俄语的 ，所以边搞研究边训练英语 。
到美国后 ，得到许多华人的关照 ，特别是当时也
在李波维兹课题组的李德怡（J ．D ．Lee）教授的
帮助 ，实际上他给了我许多专业上和美国的社
会知识 。因为在国内我已看了不少李波维兹等

人的文章 ，因此去后在研究上很快进入角色 ，去
后不到两个月 ，我就完成了一个关于裂纹扩展
的题目 。 １９８０ 年 ，我们刚到美国时 ，一些美国
人私下说 ，中国公费派来的学者都是共产党员 ，
是来搞情报的 ，不是做学问的 ，我们中国学者在
科学研究方面的表现 ，完全扫除了他们的心理
猜想 。

去美国学习一年后 ，发现美国从事力学和
航空航天设计的专家大搞复合材料 ，后来发现 ，
复合材料重量轻 ，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原材料
复合后 ，表现出单一材料无法比拟的优异性质 ，
特别适合应用在飞行器结构中 ，然而这中间的
许多力学问题需要解决 ，才能保证结构的可靠
性或相对完整性 。 所以后来我就对复合材料的
冲击和疲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为我后来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 。 虽然美方教授挽留 ，我抱着
迅速回国服务的思想 ，于 １９８２年回到哈尔滨工
业大学工作 。

我是从学校到学校 ，中国科大很像欧美学
校 ，强调基础 ，要求严格 ，学术较自由 ，因为创建
初期 ，授课教授多是从国外刚回来两三年的学
者 。 哈工大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学校 ，这所学
校有一定国际性 ，１９２０ 年创建后 ，主要为中长
铁路培养人才 ，解放后又被中央确立为重点学
习苏联的理工大学 ，来了一批苏联专家 ，哈工大
把苏联的先进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与教材引入

中国 ，所以这所学校具有一定的苏联高校办学
模式与系统 。 当然每个学校都在与时俱进 ，吸
取别校经验 ，不断改革 ，现在的哈工大也完全如
此 。 哈工大强调团队精神 ，强调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 。 回国后 ，正值我国科技 、教育和经济大发
展时期 ，我很快投入到教学科研中 。 当时顾震
隆教授也刚从美国回来不久 ，他也从事复合材
料研究 ，比我年长 １０岁 。 他也希望我与他一起
搞复合材料 ，而且他的观点比我还清晰 ，即力学
与材料交叉 ，在两个学科边缘处寻找问题 ，开展
研究 ，我也正是这样想的 。 所以当时就是用力
学的新理论 、新方法去解决复合材料的应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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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为航空航天服务 。 用此学术思想指导开展
先进复合材料的基础和应用问题研究 ，一直到
今天 ，我组建的研究群体 ，主要从事飞行器结构
轻量化和热防护材料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 ，即是
从事 ４０ 多年前钱学森先生提出的高温固体力
学方面的研究 。

哈工大是一个主要为航天服务的学校 ，在
８０ 年代中期 ，创立了哈工大航天学院 ，我作为
第一位院长 ，在形成与发展哈工大航天特色为
航天服务方面起到了一定推进作用 。 在这期间
接触了当时在第一线工作 ，当然现在仍在第一
线工作的著名航天专家 ，如孙家栋 、王永志 、闵

桂荣院士等 ，通过与他们接触 ，我充分体验到中
国航天的伟大 ，使我更加热爱航天 ，不遗余力地
为航天输送人才和从事与航空航天紧密相关的

先进复合材料研究 。
２０世纪是科学技术最辉煌的时代 ，可以预

测 ２１ 世纪科学技术同样会有人们意想不到的
蓬勃发展和突破 。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将会逐渐
转移到曾对人类文明作过巨大贡献的东方明

珠 ——— 中国 。 “科教兴国” ，“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等将鼓励科技工作
者通过自己的工作去开拓中国科技的未来 ，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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