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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我校 20余名外国
留学生与华润电力风能 渊青
岛冤 有限公司的员工一起参
加了主题为 野绿色发展美好
生活冶公众开放日活动遥

本次开放日活动既有
叶风电小课堂曳 理论教学袁又
有野风机模型搭建冶的全员实
操体验袁可谓是趣味感十足遥
同时以中国尧俄罗斯尧斯里兰
卡尧加纳尧多米尼加尧刚果尧也
门 7个国家人员齐聚一堂为
契机袁模拟联合国的形式袁以
野风电的绿色环保与建设难
度尧 高成本冶 为议题展开讨
论遥 留学生参观了风电场场
区建设袁 并赴风力发电机组
现场实地体验袁 留学生们对
中国绿色发展赞不绝口遥

渊国际交流合作处冤

绿色发展实践
留学生频点赞

随着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深入开

展袁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怀着满腔热
血袁携笔从戎袁来到部队遥 九月份袁又
是一年退伍季和入伍季袁我校机电学
院原 C11 号楼 302 -3 宿舍在学院
野火冶了一把袁该宿舍四名热血男儿大
学四年全部应征入伍遥

宿舍的四名热血男儿要要要王颢尧
潘磊尧于志成尧姜延和袁曾就读于机电
学院机械设计渊定单冤2014级袁他们于
2015年 9 月尧2016 年 9 月尧2018 年 8
月尧2018年 9月相继应征入伍袁王颢尧
潘磊两人相继退役返校遥

舍友情相伴，军营情难忘
野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袁我们班四

年有四个人入伍袁 恰好就是大一同住
一个屋檐下的我们遥 在机电学院浓郁
的国防教育和应征入伍的氛围中袁我
励志携笔从戎袁以报效祖国为己任袁让
自己的闪亮青春在火热的军营中放射

光芒遥冶潘磊深有感触地说袁野入伍后的
王颢和我袁 周末都会通过电话向于志

成和姜延和分享我们的军旅生活袁使
本身就对部队生活充满憧憬的他们更

加坚定了自己信念遥 冶就是这样袁宿舍
从零到四袁全部选择了应征入伍遥

永恒的军魂，不变的本色
2017年 9月尧2018年 9月袁王颢尧

潘磊相继退出现役遥 两年青春袁匆匆
结束袁一路走来袁吃过的苦尧流过的
汗袁终将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回忆遥 但
是袁军魂不倒袁本色不变遥 复学后袁他
们传承军人的优秀品质袁迅速转变角
色袁投入新的大学生活中遥 野钢铁一般
的军旅生涯袁让我成熟尧让我成长袁练
就一身算不上本事袁却终生享用的精
神遥 从一名军人回归到一名大学生袁
我必将退伍不褪色袁在今后的学习历
程和人生征途中建功立业尧 大显身
手遥 冶王颢的言语间满是坚定自信遥

踏上新征程，开启新人生
2018年 5月袁即将毕业的于志成

和姜延和毅然报名应征入伍遥 为有一

个好的身体状态和适应部队生活袁他
们提前半年开始锻炼体能袁调整生活
作息遥 最后袁于志成通过了直招士官
的选拔袁 而姜延和选择了武警特战遥
姜延和表示袁野当兵就要到最危险尧最
艰苦的一线袁因为那里是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袁 所以我选择了新疆武警特
战袁笔杆换成钢枪袁为踏上理想的新
征程袁我们不忘初心袁砥砺前行遥 冶

无悔的青春，我们同战斗
走进野光荣宿舍冶袁不难发现他们

的背后充满了当代青年的阳刚之气尧
血性之气袁尽管大学四年没能一起走
到最后袁但是因为军营袁使他们多了
一份特殊的情感要要要战友情遥 他们都
把人生最亮丽多彩的一段撒在了迷

彩军营袁而军营也把他们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遥 在学校袁老兵在课堂中感受
青春的睿智与跃动曰在军营袁新兵在
汗水中体会青春的激情与充实遥

岁月如歌袁他们携笔从戎袁他们
青春无悔浴

说好一起毕业 你却“悄悄”入了伍
———机电学院“光荣宿舍”4人全部应征入伍

阴 通讯员 林美玫 潘磊

魏悦广袁山东科技大学校友袁北京
大学教授袁 中国科学院院士袁叶力学学
报曳主编袁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
委员会主任袁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遥 上学期应邀回校与野原山
东矿业学院矿建系岩石力学教研室相

关同事冶举行座谈会袁并为师生作野跨尺
度力学进展冶的学术报告遥

魏悦广 1960年 1月出生于陕西渭
南遥 1982年 1月毕业于西安矿院渊现为
西安科技大学冤获力学学士学位袁来山
东矿业学院函授部任教遥经黄靖老师推
荐到矿建系岩石力学教研室工作袁曾受
到陈子荫老师影响指教袁并引导推荐到
清华大学名师门下攻读博士袁为后来的
学术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遥他在西安科
技大学交流时袁将山东矿院看作自己的
母校袁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遥

他在 1986年 7月毕业于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研究生部获工程力学硕士学

位袁1992年 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固体
力学博士学位遥 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遥 魏悦广的院士之路袁对我们
理解野天赋尧努力尧机遇冶与成才的关系
是很好的启示遥

关于“天赋”的认知

西安矿院与山东矿院与一些名校

在入学分数上有一定差距袁进入普通高
校并不完全说明一个人的潜在野天赋冶袁
照样可以攀登科学高峰遥 野天赋冶是个人
生来所具有的生理特点渊个人大脑的生
理结构的某些差别等冤袁 是成长之前就
已经具备的成长特性袁是后天才智发展
的物质基础遥某些人对一些事物或在一
些领域具备天生擅长的能力或者天生

的热情袁也可能都有袁进而使其可以在
同样经验甚至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袁以明
显优先于其他人的速度成长起来袁而且
有它的独一性遥但人的聪明才智只能通
过后天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形成遥

魏悦广考清华博士时袁成绩属于前
列袁导师虽然看好成绩袁但认为普通高

校本科生袁 考到好成绩是复习时间太
多袁下的功夫很大才取得的袁潜力不如
名校本科生袁 告诉他当年不宜录取袁建
议明年再考遥他向导师说明自己一直在
上课袁没有更多的时间复习袁单位只给
一次考试机会袁如果当年不录取袁下一
年就很难再考了袁导师经慎重审视成绩
后录取了遥这说明他在这方面有良好的
天赋及潜质遥

野天赋冶也不完全是先天的袁后天的
认真思考袁 能提高悟性开发创造力袁使
天赋进一步升华遥有一次他在双层床上
铺睡觉袁下铺同学晃动袁他立即想起震
动与力学的关系遥 受此启发袁后来发明
的航空发动机热震失效及热力等效原

理均与悟性有关遥
另外袁有一种野灰人理论冶评价袁人在

某个方面没有太好的天赋袁 但为了获得
更高的学位而盲目努力袁 这种人被称为
野灰人冶遥在创造性不太高的领域袁勤能补
拙的效应明显袁但在创造性较高的领域袁
应该重视天赋的价值遥 每个人都有各自
不同的天赋袁 不要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上浪费时间袁而应该去做自己有天赋的
事遥 但对于有某种天赋袁而不去努力袁也
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遥 从魏悦广的经历
看袁他既有这方面的天赋袁又发奋努力
取得的效果遥 这启示我们既不要做野灰
人冶袁又要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遥

对发奋努力的解读

魏悦广院士谈到自身成长时袁强调
在山东矿院矿建系岩石力学教研室任

教的经历袁对他成长的重要影响袁特别
是陈子荫教授在学术上有独特的开创

精神尧实事求是尧追求真理尧探求学问尧
襟怀坦白的治学精神对自己影响至深遥
他在工作中发奋努力袁 为本科生开设
叶结构力学曳叶结构矩阵分析曳袁为研究生
开设叶塑性力学曳叶岩土极限分析曳叶摄动
理论曳叶板壳力学曳等课程遥 他不但备课
认真袁而且开创了很多前沿性的学科理
论内容袁讲课深受学生的欢迎遥

他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和做博士后期间袁1995年 1月作为访问
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袁签证时
间一年遥 开始时由于口语交流不畅袁学
术沟通困难袁只好用手写英语进行学术
交流袁这不仅交流速度慢袁而且内容也
受到限制袁这一点被美国人低估了他的
学术水平袁甚至有看不起他的感觉遥 于
是他就发奋努力袁半年后就能用口语流
畅的交流遥 哈佛发现他在跨尺度力学尧
弹塑性断裂力学尧复合材料力学等方面
的研究袁 已超过哈佛当时的研究水平遥
他们提出延期一年的要求袁希望他继续
研究出更深的学术成果袁他就向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请示袁 所长说袁做
博士后的访问学者延期之事由自己确

定遥 这样又在延期一年的研究中袁他提
出在国际上建立了协同考虑应变梯度

和表界面效应的跨尺度力学理论曰突破
了传统力学理论的预测极限袁引起跨尺
度力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广泛开展遥

哈佛大学再次提出延期袁所长再次
允准遥就这样连续三次延期袁到 1998年
8月回国袁共在哈佛做了三年半的研究
工作遥他在国际上首次且到目前为止唯
一地提出了适合应变梯度理论的有限

元方法袁 建立了可压缩应变梯度理论袁
在国际上首次预测出金属材料的微尺

度断裂强度袁可达其宏观屈服强度的十
倍以上的重要结论袁对应变梯度理论在
国际上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核心推动作

用遥 近年来袁他将跨尺度力学理论成功
应用于大型飞机发动机叶片先进热障

涂层强韧及破坏机制的表征遥
大家知道哈佛是世界上顶尖的高

校袁其力学水平更是名震环宇遥他的野跨
尺度力学冶 在哈佛得到高度认可和推
崇袁 充分说明中国人高水平的学术造
诣袁 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普通高校学生袁
照样具有极大的潜能和自强不息的创

新能力遥
一个人的成功应是全面的袁不但要

有高深的学问袁 而且要有健康的体魄遥
魏悦广在学生期间就有一个良好的健

身习惯袁每天跑步 1小时袁至今仍在坚
持袁风雨无阻袁从不间断袁这也是他能不
断取得新成果的前提条件遥他在业余爱
好方面也很广泛袁他喜欢音乐尧艺术袁这
也是促进成功的重要因素袁正如他说的
野爱读书做学问的科学家绝不都是走路
碰树的人冶遥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
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浴他的夫人孙老师袁
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袁 让他有更多的时间
研究学问袁是一个典型的贤内助遥

作为真正的科学家袁 不但学问高
深袁更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遥 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袁魏悦广院士以陈老师为榜
样袁那种正直正派尧不计较个人名利学
术的品格得到了传承遥

运气与成功的辩证关系

魏悦广院士的学术贡献体现在材

料及结构的跨尺度曰纳米结构材料的跨
尺度力学表征袁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和
微结构演化观测袁 首次获得偏位错形
成尧演化及其与晶界及孪晶界的作用机
制尧孪晶界的演化机制以及最终的纳米
材料的强韧力学机制等袁对揭示纳米结
构材料力学行为尺度效应的微观机理

提供了基础曰在固体的弹塑性断裂研究
方面袁在国际上首次求解给出了裂纹尖
端 20阶的弹塑性应力应变渐近场袁并
证明了只有 3个独立参数袁依此为基础
建立了弹塑性断裂准则曰首次为野内聚
力模型可作为材料的断裂准则冶提供了
数学物理基础曰在复合材料压缩破坏研
究方面从弹塑性稳定性理论出发预测

出了复合材料的压缩破坏折曲带模式袁
其被叶国际损伤力学杂志曳长期设计为
封面曰从摄动理论出发求解给出了防护
工程中承受不同地压作用的巷道的弹

塑性应力应变场袁并以此建立了巷道的
失稳判据等成果遥

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和学术水平袁获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二项袁 三等奖一
项曰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袁中国科
学院国际团队项目首席科学家袁国家基

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袁基金委海外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袁首批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袁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袁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袁中国科
学院青年科学家奖遥并担任中国力学学
会常务理事袁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袁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袁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袁叶力学学报曳主
编等学术组织兼职遥

魏悦广所做出的学术贡献袁得到如
此多的奖项袁担任许多重要的学术组织
兼职遥 在他介绍自己成功的体会时袁讲
了两个原因遥第一袁野贵人相助冶遥首先要
理解什么样的人可以算作是自己的野贵
人冶钥 一般有三种解释院第一种是尊称袁
如院达官贵人曰第二种是对你前途事业
有帮助的人袁叫贵人相助曰第三种是谦
称袁表示尊重某人曰在这里显然指的是
第二种人遥 他来到山东矿院后袁开始在
函授部给函授学生讲叶理论力学曳叶材料
力学曳袁由于学生基础较低袁要求不高袁
长期教学只是低层次的重复劳动袁很难
提高学术水平遥这时黄靖老师推荐他与
陈子荫老师见面交流袁并到岩石力学教
研室任教袁能给本科生尧研究生讲课袁客
观上给他创造了提高学术水平的平台曰
更得益于陈老师的指导尧 影响和帮助袁
他把黄老师尧 陈老师当作自己的 野贵
人冶遥 他认为山东矿院是他人生的重要
转折点遥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期
间袁能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袁并一再延
期袁 得益于力学研究所所长的支持袁这
是他的又一位野贵人冶遥能用哈佛良好的
实验条件袁完成了多项实验袁使其理论
与实践得到完美的结合袁为野跨尺度力
学冶的创建奠定了基础遥

第二是野运气好冶遥所谓运气就是生
命运动气化规律遥人体的生命运动气化
规律的基本运动形式就是四柱太阳律

月亮律遥 在运行中尧某种事件发生的概
率微小尧随机性强尧无法计算且不可控
制的情况下袁事件结果产生后恰好与某
人的猜想或个人情况决定一致袁并且在

现实中发生不可思议或完全不可能存

在的背景下发生的事件遥运气与机遇非
常相近袁可理解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遥

当年他考入西安矿院虽然是普通

高校袁在学校举办的第一届野力学师资
班冶学习袁学校没有办这个专业的经验袁
就给野力学师资班冶增加很多数学尧力学
方面的课程遥 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袁自
己喜欢这些基础课程袁这为后来的创新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在山东矿院尧
清华大学又遇到名师的指点袁从中悟出
了力学的真谛遥在哈佛作为访问学者做
博士后能一再延期袁得以较长时间完成
主要研究工作袁是当时中国科学院还没
有时间限制的规定遥 当他从哈佛回来
后袁中国科学院就出台在国外只能待半
年的规定袁 他列举了许多类似的例子遥
但我们认为院野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
的人冶袁他个人对专业的热爱袁坚持不懈
的努力袁执着的追求袁刻苦的钻研精神
才是走上院士之路的根本所在遥他的同
班同学何琳一起被晋升为院士袁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证袁一个班毕业的学生不在
一个单位袁确在同一年被评为院士的情
况也实为罕见遥

综合评价院 一个人能做出突出贡
献袁且成就显著袁要有具备哪些因素钥

一是要这方面的天赋和潜质袁即表
现对某事情有极大的兴趣爱好和不断

追求遥二是要下功夫袁努力刻苦钻研袁从
中提高悟性袁 悟出的道理完全属于自
己袁悟性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曰对于多数
正常的人来说袁只要集中精力专做一件
事袁就能做到百折不挠袁从实践中不断
总结提升曰10 年可能成为这个专业的
行家袁20年可能成为专家袁30年可能成
为知名专家遥 三是机遇袁这是改变命运
的时间节点袁 指后天的机会和时间袁是
遇到了好的境遇袁即事业的有利条件和
环境曰 其中包括要有一个良好的平台袁
平台维持着社会的运转袁每一个人无论
是对于物质的需要袁 还是个性的爱好袁
从事着各类型行业需要有一个平台袁才
能成就一个人的事业遥

魏悦广院士成才之路对我们的启示
阴 王明远 乔卫国 王刚

本报青岛讯 渊张子玥冤 近日袁2018
年中国国际科普作品大赛颁奖典礼举

行袁 我校文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周永康尧张子玥组成的野大道之行冶图
文团队提交的 野城市应急防灾普及常
识冶渊图文版冤在经过作品征集尧作品评

选和奖励展示等环节获三等奖遥 比赛
由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组委会

主办袁中国科协尧中国科技馆尧中国科
技馆发展基金会尧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
馆学会承办袁 旨在推动科普作品创作
和研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遥

大道之行图文团队在中国国际科普作品赛中获奖

本报青岛讯渊刘梅月冤 近日袁由大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办袁 经管学院团
委承办的 2018 年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总决赛举办遥比赛分为 VCR展
示尧主题陈述尧情景模拟三个环节遥 经
过激烈角逐袁 最终经管学院李悦以对
未来明确的规划尧 自信的姿态获一等

奖袁 材料学院姚安平等 5位同学获二
等奖袁 土建学院刘恒志等 8位同学获
三等奖遥 经管学院李悦助演团队获得
最佳助演团队奖袁 自动化学院王朝通
过就业微信平台投票获得最具人气

奖遥经管学院尧材料学院尧机电学院尧自
动化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遥

我校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总决赛

本报青岛讯渊艺术学院冤 近日袁艺
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孙德波老师摄

影作品野吾乡窑吾忆冶组照参展第 18届
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遥

本届大展围绕野众创窑共享冶主题袁
以野安冶为主题字遥 自 5月 24日征稿工

作启动以来袁大展共收到来自美国尧俄
罗斯尧德国尧英国尧韩国尧日本等 35 个
国家和地区 3223名摄影师报送的 546
个展览袁呈现作品共 15592幅袁其中国
外 18所尧国内 84所院校参展袁本届大
展院校展创历史新高遥

艺术学院孙德波作品参展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随着研究生入学考试预报名的结束袁考研现已进入冲刺阶段袁我校参加 2019年
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考生在紧张地复习着遥早上天蒙蒙亮袁墨水河畔就已经传来背
诵英语单词的声音曰走进教学楼袁每张桌子上都摆放了一叠叠的书本尧资料袁图书馆更
是野一座难求冶遥 除此之外袁在教学楼走廊上小声背书的人也是随处可见遥 同学们积极
备战研究生入学考试袁向着心中理想的方向振翅飞翔遥

备战考研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袁野考研袁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到底冶 野考研之路是一
段漫长的修习袁是一场与耐力精神力博弈的战斗冶野考研复习最可贵的地方也在坚持袁
只要你撑下去袁相信每一分的坚持都会让你有不小的收获冶噎噎 渊韩洪烁冤

风雨兼程

备战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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