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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Shizhao

沈世钊 结构工程专家 。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 。 １９５３ 年同济大学
结构工程系毕业 ，１９５６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
生毕业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结构
工程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致力于大跨空间结构新兴领域的开拓 ，在“悬索
结构体系及其解析理论” 、“网壳结构静 、动力稳
定性” 、“大跨柔性屋盖风振响应”和“网壳结构
在强振下的失效机理”等前沿研究中取得重要
成果 。 结合一些重大工程创造性地设计了多项
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空间结构 。获国家和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等 １０ 余项 。发表论文近 ２００ 篇 ，
出版著作 ５ 部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

① 哈工大土木系 １９５９ 年独立建校 ，成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１９９３ 更名为哈尔滨建筑大学 ，２０００ 年又重新与哈尔滨工业大

学合并 。

我 １９５０年自嘉兴中学毕业 ，那年夏天还不
满 １７ 周岁 ，一个人背了小行李卷坐火车到上
海 ，报考上海交大土木系 ，并有幸以第一名的成
绩被录取 。 从此开始了我从事结构工程事业的
一生 。 １９５２ 年暑假 ，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 ，
上海各高校土木系全部合并到同济大学 。由于
建设事业需要 ，国家决定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 年入学的
两届大学生全部提前一年毕业 ；于是我 １９５３ 年
暑假即匆匆结束同济大学结构工程系的一年学

业 ，并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系当研究

生 。 当时哈工大是我国学习苏联高校办学体制
的一个样板 ，由苏联聘来许多高校教师 ，协助培
养研究生 ，建设师资队伍 。 我和许多应届毕业
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分配来的 。我们第一年
脱产学习俄语 ，然后即分配到各教研组随苏联
专家学习 。我被分到卡岗教授名下当研究生 。
卡岗教授来自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 ，是苏联著
名的木结构学科带头人 ，当时哈工大聚集了研
究生和国内其他高校派来的进修教师共 ２０ 余
人一起随他学习 ，气氛十分热烈 。 经过两年系
统学习 ，大家均较好地掌握了代表当时先进水
平的苏联木结构学科的基本内容 ，并结合中国
国情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 。 这些人后来都成为
我国木结构学科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 可惜的
是 ，由于中国木材资源十分缺乏 ，自上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木结构在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少 ，木
结构这门学科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至 １９８０
年前后 ，大多数高校停止开设木结构课程 ；这
２０ 余人也多数改行 ，转向其他结构工程学科或
相邻学科 。

我 １９５６ 年结束研究生学业后即留在哈工
大土木系 ① ，主要从事木结构的教学与研究 。
如前所述 ，鉴于木结构学科的发展道路越来越
窄 ，所以那个时期也涉猎结构力学 、钢结构和钢
筋混凝土结构等学科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 。
１９７８ 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我作为第一批
出国访问学者于 １９７９ 年被派往美国里海大学
符立兹工程研究所 ；该研究所以钢结构闻名 ，所
以从那时起 ，我的研究工作就完全脱开木结构 ，
而转到钢结构方面来 。 在美国两年期间 ，具体
从事高层钢结构和梁柱节点构造两个课题的研

究 ，后期并在里海大学吕烈武教授主持下 ，与同
济大学来的沈祖炎 、胡学仁两位访问学者合作 ，
编写了枟钢结构构件稳定理论枠一书 ，旨在将当
时国外钢结构稳定方面的最新成果介绍给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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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 １９８１ 年秋季回国 ，担任钢结构教研室主
任 ，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 根据当时国家
建设事业发展趋向 ，认为教研室应该重点抓住
高层 、大跨新兴结构领域的开拓 。 个人则由于
在里海大学的两年经历 ，倾向于参与高层钢结
构方面的研究 ，但后来完全由于偶然原因使我
加入到大跨空间结构研究者的行列 。

１９８２ 年我校建筑系梅季魁教授承接了吉
林滑冰馆的设计任务 ，找我配合做结构 ，希望在
结构形式上有所创新 。 从梅教授建筑方案来
看 ，最适宜于采用悬索结构 。 当时我国空间结
构的应用形式还比较少 ，工程界对悬索结构也
比较生疏 ，所以我们结合这一工程特点决定采
用一种新的预应力双层悬索系统 ，希望以此促
进悬索结构在我国的发展 。 但我自己当时对悬
索结构也不熟悉 ，出于无奈 ，硬着头皮对悬索结
构文献钻研了几个月 ，推导了预应力双索系统
的全套解析计算理论 ，总算把这一设计任务顶
了下来 。之后就对空间结构产生浓厚兴趣 ，感
到空间结构形式如此丰富多彩 ，是一个多么广
阔 、深邃的探索领域 ！ １９８５ 年与梅教授再次合
作承担北京亚运会两个体育馆的设计任务时 ，
就显得主动得多 ，有意识地采用了一些在当时
看来比较创新的空间结构形式 ，理论上也进行
了相应的探索 。 以这几个工程为契机 ，２０ 余年
来与大跨空间结构结了不解之缘 ，而且觉得在
这一领域的确有事可做 。

大跨空间结构是国际上 ４０ 年来发展最快
的结构形式之一 。我国大跨空间结构的基础原
来比较薄弱 ，但 ２０ 余年来也取得了快速发展 ；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力的增强 ，各
地对体育 、会展 、航空港 、机库等大空间和超大
空间建筑的需求越来越大 ，而且由于国大人多 ，
这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超过许多发达国

家 。 这是我国空间结构领域面临的巨大机遇和
挑战 。 大跨空间结构的健康发展依赖于两个基
本要素 ：一是结构形式的不断创新 ，二是理论研
究及时跟上 。 大跨空间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形式

十分丰富多彩且不拘一格 ，而且其受力性能与
结构形体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 ；因而结构
形式的不断创新是这一新兴结构领域的生命力

之所在 。 大跨空间结构的非传统形式还为研究
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课题 ，透彻研究
和解决这些课题会对创造性的设计活动提供有

力的理论支持 ，会对空间结构向规模更大 、形式
更新 、技术水平更高的方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

我个人认为 ，高等学校教师不宜把过多的
时间用在工程设计上 ，也不同意我的学生从事
大量的一般性设计 。但有选择地结合一些工程
来进行创新的实践活动 ，对于研究空间结构的
教师和研究生来说 ，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
键之点是要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坚持结构创新 ，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锻炼了队伍 ，又对空间结
构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这几
项工程设计 ，以及后来陆续承担的像黑龙江省
速滑馆网壳结构 、威海体育场张拉膜结构 、哈尔
滨会展中心张弦结构等工程设计中 ，均努力实
践这一创新原则 。 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 ，结构
创新决不是追求外形上的新奇 ，而是应当努力
体现结构形式与建筑功能 、受力性能 、建筑技术
和经济要求的协调统一 。 符合这一要求的工程
创造才具有生命力 ，才能在大跨空间结构的发
展过程中起到某种典型作用 。

在高等学校工作 ，做一些理论研究工作相
对来说更合适 ，或者从一定程度上说更义不容
辞 。 大跨空间结构领域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
很多 ，除了各种新型结构的基本受力性能和分
析方法外 ，一些关键性理论问题也越来越显得
迫切需要解决 ，例如 ：网壳结构的静力稳定性 ，
索膜结构等柔性体系的风振分析及抗风设计理

论 ，网壳结构的动力稳定性及在强震下的失效
机理 ，等等 。 所以近 ２０ 年来 ，我主要是带领学
生就类似这些问题进行较系统的探索 。 结构工
程领域的理论研究属于应用性基础研究 ，必须
坚持为实用服务的目标 ，不能只写几篇理论文
章就算交账 ，而必须把理论成果推进到实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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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 。这一目标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研究工作
的深度和难度 ，因为解决实际问题是硬任务 ，要
有定量的结果 ，还需要考虑一系列实际因素的
影响 。 所以做理论研究工作要有耐心 。 我觉
得 ，只要坚持从实际需要出发 ，坚持科学的研究
方法 ，不怕做艰苦细致的分析和实践检验工作 ，
且持之以恒 ，不急于求成 ，把大量感性资料逐渐
积累起来 ，最后总会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的 。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高校领导逐渐由
党政干部转向从教授中遴选 。 在这一大形势
下 ，１９８６ 年我被任命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副
院长 ，主管教学和科研 ；１９９０ 年又被任命为院
长（１９９３ 年随学校更名改为校长） ，迄 １９９５ 年 ；
前后近 １０ 年时间担任学校领导职务 。 一直搞
业务 ，不擅长行政工作 ，既然受命 ，亦兢兢业业 ，
不敢轻忽 ，唯知办学之道 ，重在抓好学校各项内
涵建设 ，其余送往迎来对外联络宣传诸事宜 ，勉
为其难而已 。 １９９５ 年从校长岗位退下来 ，不由
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 担任行政工作期间 ，
虽一直坚持指导学生做研究工作 ，但已完全无
力进行系统写作 。 我在 ８０ 年代对悬索结构进
行了较系统的钻研 ，但枟悬索结构设计枠一书直
到 １９９６ 年才写成 。 从 １９８７ 年开始研究网壳结
构的静力稳定 ，持续了若干年时间 ，作为阶段性
成果 ，枟网壳结构稳定性枠一书也是由行政岗位
退下来以后于 １９９８ 年执笔写成的 。

回顾数十年从事结构工程事业的历程 ，乏
善可陈 ，在党和人民培育下 ，随着国家发展之大
形势 ，做了自己应做的一份工作而已 。 方今国
家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有生之年 ，欣逢

盛世 ，衷心鼓舞 ，壮志犹存 。 然个人精力有限 ，
学科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要靠年轻英才不断涌
现 ；高素质的人才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得以持
续发展的最宝贵资源 ；因而我越来越觉得 ，如果
把更多精力放到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工作

上 ，也许是自己所能作出的最好贡献 。 我个人
也很愿意与同学生们在一起 。 年轻人充满活
力 ，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进取心 ，同他们
在一起 ，常会感到后继有人而深受鼓舞 。当然 ，
他们也容易受到社会上各种风气的影响 。 所
以 ，作为导师 ，除了让学生们在业务能力上 、在
思想方法上经受系统训练以外 ，也应当十分关
心他们思想上的成长 。 每个人都处在不断自我
完善的过程中 。 研究生们和青年教师们作为相
对比较成熟的年轻知识分子 ，他们这种自我完
善的自觉性是较强的 。 因此 ，为他们营造一种
积极向上 、具有高尚情操和道德风貌的群体环
境 ，对他们进一步成长为社会栋梁之才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 在这一过程中 ，导师以身作则 ，
在治学态度 、科学道德 。 乃至思想情操等方面
言传身教 ，是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方面 ；这也是
作为一名导师应当自觉履行的重要职责 。

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困难 ，在精
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任重道远 ，需要我们继续
努力 。 在学术界 ，面对各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
态 ，尤需谦虚谨慎 ，惕然自励 。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做学问和做人是一体
的 ；思想境界低的人 ，是做不了大学问 、成不了
大事业的 。我常同学生们讨论这些道理 ，也用
以自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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