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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声机

人物点击

“2200 多个日日夜夜，所有的艰辛和付出，

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7 月 1 日，世界最大跨度

公铁两用斜拉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正式

通车，当晚近 9 点，忙碌了一天的中国中铁大桥

局集团副总工程师兼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项目

部总工程师李军堂发了一条朋友圈。

李军堂个子不高，操着一口浓浓的胶东口

音，瘦瘦的，典型的文弱书生模样。在我国桥梁

界，李军堂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参与建

设了一批著名的大桥。

在 这 些 桥 中 ，沪 苏 通 长 江 公 铁 大 桥 因 为

“高”“大”“新”等特点备受瞩目，也让李军堂记

忆深刻。

李军堂发的为数不多的几条朋友圈，都是关

于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在他拍摄的照片里，

白天的大桥雄伟挺拔，夜晚艳丽多姿，桥下或是

丰收在望的稻田，或是鸟语花香的风景。

和许多建设者一样，六年多来李军堂很少回

武汉的家。“大桥就像长辈，给我提供了发挥的舞

台；大桥又像爱人，无论酸甜苦辣，不离不弃，是

我坚强的后盾；大桥也像孩子，倾注了我大量的

心血，看着他一点点长大。”他说。

李军堂告诉记者，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是世

界首座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桥，因工程规模

大、施工难度高、科技创新多，被誉为世界桥梁建

筑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苏格拉底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

河。对修建桥梁而言，也是如此，没有两座大

桥是完全相同的，施工方法也是不同的。”李军

堂坦言，虽然之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沪苏

通长江公铁大桥无论是在工程技术上，还是在

施工组织指挥上，都给建设者们带来史无前例

的考验和挑战。“对这种规模的超级工程，没有

成熟的经验可循。”

做工程，不同于做科研，不允许失败，前期的

方案研究至关重要。

李军堂举例说，在水深流急的长江下游，要

在水中把上万吨的沉井给锚固住，需要大约

10000kN（千牛）的力，而之前的最大纪录也不超

过 3000kN（千牛），“常规的方法肯定解决不了问

题，逼着我们必须去创新”。

2014 年，李军堂迎来第一个挑战——大桥

的地基钢沉井的吸泥下沉。28 号主塔墩钢沉

井浮运重量达 15000 吨，7 月 13 日，28 号主塔墩

钢沉井实现精确着床，因为河床冲刷，沉井着

床过程中的冲刷深度超过了原始计算，沉井在

着床时出现了巨大高差，上下游高差达到了 13

米。所有人的心都吊在了嗓子眼上，工地上弥

漫着紧张而焦虑的气息。李军堂虽然深感压力

重大，却从未表露，而是不断地鼓励同事们，给

他们打气。

为了纠偏，项目部的所有人都动员起来，研

究方案和技术措施，李军堂天天待在沉井上，每

天下午 4 点定时组织召开技术讨论会。经过一

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将 13 米高差的沉井调整过

来，大桥建设过程中最关键的节点施工任务圆满

完成。

再比如，这么大的沉井要定位着床，精度要

求又相当高，如何快速、准确地定位，也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包括李军堂在内的建设者们，广泛研究了国

外的建桥技术。但建桥技术是个系统工程，与国

家的工业和科技水平息息相关。

“对国外技术，我们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消

化吸收再创新，结合国内的设备和工业化水平，

因地制宜，提出我们独特的方法。”在边墩和辅助

墩的沉井定位中，李军堂他们提出设在沉井内部

的大直径钢桩定位技术，构思巧妙，经济合理，并

且完全不占用施工水域，在沉井下沉初期，也可

做为下沉的安全导向。

迎战史无前例的考验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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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堂李军堂，，中国中铁大桥局集团副总工程师兼沪苏通长江中国中铁大桥局集团副总工程师兼沪苏通长江

公铁大桥项目部总工程师公铁大桥项目部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大长期从事大

型桥梁的施工设计型桥梁的施工设计、、科技研发以及技术管理工作科技研发以及技术管理工作，，先后主持完先后主持完

成了拉萨河桥成了拉萨河桥、、重庆菜园坝长江大桥重庆菜园坝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大胜大胜

关长江大桥关长江大桥、、郑黄公铁两用桥郑黄公铁两用桥、、郑焦黄河大桥郑焦黄河大桥、、铜陵长江大桥铜陵长江大桥、、

安庆长江大桥安庆长江大桥、、二七路长江大桥二七路长江大桥、、黄冈长江大桥黄冈长江大桥、、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

等数十座大桥的施工设计和科研工作等数十座大桥的施工设计和科研工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奖 11项项，，湖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11项项，，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1

项项。。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茅以升桥梁青年奖茅以升桥梁青年奖、、中国中铁专中国中铁专

家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

与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相伴两千多个日夜与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相伴两千多个日夜

李军堂李军堂：“：“大桥像长辈大桥像长辈、、像爱人像爱人、、像孩子像孩子””
本报记者 陈 瑜

1990 年 ，李 军 堂 从 西 南 交 大 桥 梁 工 程 专

业毕业。当时，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家

里人都希望他去济南铁路局，他本人最初也有这

个想法，济南铁路局也愿意接受他。

然而，事到临头，他却打起了退堂鼓。“就业

单位的选择，必须服从于自己的梦想，否则，再周

一座家乡小桥改变他就业去向

参加工作不久，李军堂被分配到了铁道部大

桥工程局钱江二桥工地。桥梁建筑工地多位于

大江大河、深沟峡谷，条件艰苦。李军堂大学学

的是桥梁主体结构，并没有施工方面的经验。到

了这里，他才知道，理论与实践、书本知识与施工

技术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在钱江二桥工地时，在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

师指导下，勤奋好学的李军堂熟知了施工的流程

和工艺，对大桥局最常用的施工设施——万能杆

件的使用烂熟于心，不仅能熟练地照图拼装，更可

以动手用万能杆件设计一些简易的支架或爬梯。

因为出色完成了一项高难度挑战任务，李军

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时任技术主管安排了一

个顶推连续混凝土箱梁的变形计算任务，当时没

有计算机，李军堂硬是用手算方式，花了近三天

时间，算了几十页纸，完成了多次超静定结构的

变形计算。

在这之后，他又参与了京九黄河大桥、芜湖

长江大桥等多座大桥建设，主持完成了天兴洲长

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港珠澳大桥等几

十座大型桥梁的施工组织设计和大型临时结构

设计。刚刚通车的沪苏通大桥是他的另一力作。

近年来，一批创纪录的大桥陆续在我国诞

生，但在李军堂看来，从桥梁大国到建桥强国，还

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不能自满，而是要跟相关单

位一起，产学研用密切合作，踏踏实实地去做好

一些基础工作，致力于桥梁技术的原始创新，才

能真正引领桥梁行业发展”。

原始创新才能引领行业发展

全的选择对我来说，都将是舍本求末，毫无意

义。”他暗下决心。

到底该报名去哪个单位呢？他首先想到的

是铁道部大桥工程局。

李军堂回忆，上大三时看过一部介绍我国

桥梁建设的纪录片，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

桥等一座座宏伟的历史丰碑，无不出自大桥工

程局人之手。该局不仅代表了中国桥梁建设的

最高水平，同时也可以说代表了世界桥梁建设

的水平。

对桥梁的热爱要从家乡的那座小桥说起。

在李军堂老家——山东省莱阳市农村，流淌着

一条河，叫富水河。逢年过节，李军堂常常老

远就能看到父亲从富水河上的老木桥上走来，

给自己带回许多好吃的，有时还有新衣服和玩

具。他也常跟随姐姐一道走过木桥，帮助母亲

打猪草，拾牛粪。有时候，还会独自来到木桥

上，看着清凌凌的河水发呆，心儿随着川流不

息的河水奔向远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七岁那年，家乡接连

下了两天两夜的暴雨，李军堂眼睁睁地看着那座

让他魂牵梦萦的老木桥，在滔滔的浊浪中轰然崩

塌。打那时起，李军堂就暗暗发誓：等将来有了

本事，一定要在富水河上为乡亲们修一座美丽、

坚固、永远不会被洪魔冲垮的桥梁。

从上小学二年级开始，李军堂成绩一直在班

里名列前茅。他特别喜欢课本上那些关于桥梁

的文章，尤其是那座举世闻名的、古老的赵州桥，

更是让他如痴如醉。他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

赵州桥的建设者——李春那样的人。

上高中时起，他就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一些介

绍国内外著名建筑的书，尤其对桥梁建筑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对于一个有志于桥梁建筑事业的人来说，这是

再好不过的选择了。”于是，在一张就业志愿表上，李

军堂郑重地写下了“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八个字。

传说中的“北大学神”恽之玮，近日又斩获一项大奖——西蒙斯学

者奖。他也是在陶哲轩、姚鸿泽、陈秀雄之后，第四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数学家。

自 2012年以来，西蒙斯基金会每年都会挑选三到四位杰出的数学家

成为西蒙斯学者。该基金会对获奖者给予的评价是：“他们立于创造的顶

峰，开研究之先河，执领域之牛耳，并在提携后学上成效卓著。”获奖学者

会有 5年的任期，每年可以获得 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如果 5年内科研成

绩斐然，还可以再签 5年。

作为北大数学“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恽神”的传说由来已久——

30岁拿到只颁发给 32岁以下年轻数学家的 SASTRA拉马努金奖；35岁捧

起“科学突破奖”、顺利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终身教授。

没人否认，恽之玮是天才。

他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英才辈出的家族，作为这个家族的新生一代，

他的数学天赋从小显露，小学时获得第五届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

复赛一等奖，初中拿到国家级、省级的 6个奥数一等奖，高中在全球 461名

选手参赛的 IMO 中成为拿到满分的 4个人之一，本科时期在北大数学学

院稳坐四年第一名。

现在，38岁的恽之玮拿到了西蒙斯学者奖。

作为恽之玮的本科老师，北京国际数学中心主任、著名数学家田刚曾

说，这些杰出数学家的出现“可能受当时国际数学大会的影响，但更重要

的是，他们真正是因为兴趣在做数学，非常有热情”。

虽然已经享誉海内外，但“恽神”和他的同学们会给数学这门古老又

迷人的学科增添怎样的光彩，故事或许才刚开头。

恽之玮：
“北大学神”摘

取西蒙斯学者奖

在共有 5 万多人报名参赛的第二届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上，来自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郑凡近日捧走四座金奖奖杯之一。

对于郑凡来说，和数学的缘分始于一场海啸。

2004年，郑凡12岁，刚上初一。那年年底，印尼发生海啸，郑凡也从电视

上看到了那些受难的人们，心里很难受。当时，郑凡正好看到一本课外书，谈

到数学能预测和分析海啸——数学有个分支流体力学，用方程来描述空气、

水等流体的运动，郑凡就想，能不能通过数学了解海水的运动规律？

有颗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其实，他从小就对数字感兴趣，小时候走在路上看到车，他不看车的

其他部分，就看车牌，特别是车牌上的数字。

很幸运，少年的数学故事里既有天赋，也有启蒙。后来，他顺利进入

上海中学，高二就拿下了 IMO 金牌，“对于奥数，小时候如果孩子对数学

真的感兴趣，可以适当接触奥数，如果是个苗子是能被发现的，往那方面

去培养。如果为了别的目的，比如升学，奥数训练没啥意思。”这是郑凡对

奥数的观点。

2010年9月，郑凡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学院，2011年转学到MIT读本

科，选定偏微分方程，恰恰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强项领域，于是郑凡又很“轻易”

地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博。现在，郑凡在西班牙数学科学研究院做博士

后研究。闲暇之余，他喜欢下棋，十几年过去，他依旧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

减轻海啸带给人类的伤害，用数学改善人类的生活。

郑凡：
源起于一场海

啸的数学情怀

对于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张钺来说，从事数学研究几乎

是命中注定的事。

从小，别人睡前听童话故事，他做算术游戏，小学三年级，他参加五年

级学生的奥数培训，结果发现自己都能很快掌握，成绩名列前茅。高中参

加数学竞赛，拿了 2013 年 CMO 的金牌，高考考了 666 分，进了北大数学

系。后来去伯克利读博士，两年就顺利毕业。

张钺研究的是拓扑，这是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

持不变的一些性质的一个学科。他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比如说颇具

前瞻性的量子计算机，就和拓扑息息相关，有一个数学方向叫拓扑量子场论，

它用来搭建量子计算机的数学模型，并通过不同的拓扑工具进行研究。

张钺获得过阿里巴巴数学竞赛金牌，丘成桐数学竞赛几何与拓扑

银牌，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全俄罗斯

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张钺的履历异常漂亮。但他说自己只是“普通

人，有点数学天赋”。

毕业后，张钺选择进入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他说自己曾经的梦想是做

一个数学家，但是现在想先工作，因为一直都是在学习纯数学，所以也没

怎么能看到它的应用，于是很想将数学运用在实际问题上，用自己的能力

解决现实生活的难题。

张钺：
用数学改善现

实生活

主持人：本报记者 崔 爽

他参与建设的沪

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是

世界首座跨度超千米

的公铁两用桥，因工程

规模大、施工难度高、

科技创新多，被誉为世

界桥梁建筑史上一座

崭新的里程碑。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数学是科学之母，是人类智慧皇冠上最光灿的明珠。刚刚过去的这

一周，又有几个和数学相关的名字吸引了我们的眼球。

恽之玮，西蒙斯学者奖最新得主，这个荣誉对“恽神”来说或许只是锦

上添花，但无疑让众人对这位数学天才更添期待。

郑凡、张钺则是数学王国里的年轻后辈，他们刚刚在竞争激烈的第二届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上摘得金奖。一个继续在学界深造，一个进入企业

界，道路虽有不同，用数学解决问题、改善人类生活却是他们共同的志向。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近这三位新闻人物，探寻数学之美。

与孔子同一天生日，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

一批博士生导师；跟钱学森一同工作，他是我国

航空航天与国防事业背后的无名英雄；几经起

落，他却笃志科研，成就卓著，却像普通老师一样

每天拿着公文包准时出现在实验室里。

他就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

学院院士——童秉纲。近日，童秉纲在京逝世，

享年 93岁。

开创哈工大的“八百壮
士”之一

1927 年 9 月 28 日，童秉纲出生于江苏省张

家港。这一天，也是孔子的生日。与孔子一样，

在童秉纲一生中，教师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之一。

1950 年，他从国立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

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师资研究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始建于 1920 年，但它真正

的发展壮大，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把哈工

大建设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科大学，国家需要打

造一支出色的师资队伍。为此，哈工大开办了师

资研究生班。

研究生班前后办了三届，他们后来都成了新

中国科研建设的中坚力量。所谓“八百壮士开创哈

工大”，而童秉纲正是“八百壮士”中的第一批骨干。

1952 年，研究生还未毕业的童秉纲开始在

苏联专家克雷洛夫的指导下展开教学工作。由

他担任教研室代理主任，讲授理论力学课程。中

国早期的工科教育中，理论力学是基础中的基

础，学生如果不能深入掌握这个基础，就很难有

更长远的发展。

为了将理论力学课教好，童秉纲在读研时便

下苦功研究教学法，编写了《理论力学教学方法

指导书》，解决了理论力学授课中“理论容易习题

难”的问题。

1953 年，童秉纲研究生毕业，被任命为哈工

大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这一年，他 26岁。

在教了五年理论力学之后，童秉纲主编了

《理论力学》讲义。该讲义总结了教学中的实际

经验，并摆脱了苏联经验的影响，形成了具备中

国特色的教学研究成果。

协助钱学森建设专业教
学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急需大批尖端科技人

才，特别是在新兴的边缘科学技术领域，如核物

理、空间科技等。1958 年，钱学森等人提议以中

国科学院的科研力量为基础，创办一所新型的社

会主义大学，于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运而生。

1961 年，童秉纲调任北京，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近代力学系任教，协助系主任钱学森、室主

任林同骥建设该专业教学体系。秉承着培养技

术科学研究型人才的理念，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既

需要有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还要了解工程。他

到中科大以后，钱学森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给学生补课。

在给学生补课的同时，童秉纲也在钱学森的

影响下，开始接触空气动力学这一新兴领域，为

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3 年，童秉纲被任命为近代力学系主任，

兼任流体力学专业教研室主任。1987 年至 1989

年，童秉纲耗费两年精力，与同事一起合编了《气

体动力学》教材，该书 1990 年出版，1995 年获得

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8 年，又获得了

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45岁搞科研，成为第一
批博士生导师

童秉纲的科研工作一直到 1972 年才正式开

启，当时他已经 45岁了。几经起落的他，并没有

灰心丧气，而是抱着“人生总还是要做点事情的”

信念，专注于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1974 年至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童秉纲先后

协助航天五院、航天二院、航天一院等机构解决

了一系列对卫星回收舱、导弹动态稳定性导数的

计算方法问题，为我国侦察卫星、反导弹、洲际导

弹等战术、战略导弹的研制提供了理论支持。

1979 年，童秉纲完成的“卫星回收舱（短钝

锥）再入的压力分布与动导数计算方法”和“椭圆

钝锥动导数计算方法研究”两个项目获得了国防

科委科技成果奖四等奖；1987 年，关于战术导弹

动导数计算方法的研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

进步二等奖。

1981 年，年逾半百的童秉纲被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评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这意味着他学术

生涯延长了 10年，可以到 70岁再退休。

1984年至1985年，本打算只是出去“见识”一

下的他，却迎来了科研黄金期。在美国访问时，童

秉纲从加州理工学院的吴耀祖教授处了解到生物

运动力学这一前沿学科分支，回国后便开始了该

领域的研究。他与程健宇、庄礼贤首次提出了模

拟鱼游三维流动效应的“三维波动板理论”，这一

理论被认为是当时该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1987年，童秉纲提出了在北京成立“空气动力

学科研点”的建议。1988年，空气动力学实验室成

立。之后，童秉纲在非定常流与涡运动的若干问题

和航天器气动加热的气动热力学等方面都取得了

进展。1990年，童秉纲主编了《非定常流与涡运动》

一书，至今该教材在读者中仍享有盛誉。

1997年，童秉纲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回顾自己的一生，童秉纲用十六个字进行了

总结：逆境很长、服务很多、很晚创业、小有成就。

（图文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采集工程
项目办公室提供）

他曾与钱学森共事他曾与钱学森共事，，助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助中国航天事业发展

童秉纲童秉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