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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5日，“我和我的祖国”参加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典活动广西大学学生、校友访谈会在大学生活动中
心小剧场举行。我校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的部分
学生和校友参加活动。

访谈会邀请了四位参加国庆 70 周年庆典活动的在校学
生：轻工学院韦祝霞和新闻学院梁淑靖是在群众游行“民族

团结”方阵中受阅，艺术学院韦丽艳同学和李亚楠同学是作
为“壮美广西”彩车上的代表参加巡演。四位同学分享了她
们参加国庆70周年庆典活动的排练过程和幕后故事，表示自
己在这个过程中开阔了眼界，收获了成长。她们寄语西大学
子，愿大家用实际行动回报祖国，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
行。受邀的还有曾三次分别作为优秀留学生代表、海外环保

优秀专家、海外侨胞的身份登天安门观礼观看阅兵仪式的江
鹰校友，他分享三次参加国庆阅兵的特殊经历，并表示感谢
广西大学的培养，正是因为有了本科期间扎实的专业积累才
有了今天的成绩。

访谈后，参会学生表示将以五位同学、校友为榜样，用
优异的成绩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于丹）

9月28日至29日，由校工会组织的广西大
学教职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唱响中国
梦•奋进新时代”主题合唱比赛在学校大礼堂
举行。合唱比赛共有 32 个分工会组队参
赛，校领导查丹明、罗廷荣、范祚军和各分工
会代表，约2200人参加。

整个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都表现出了良
好的精神风貌，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
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
时代主旋律，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走上了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民族复兴之
路，展示了广大教职工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
精神风貌，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爱校热情，为
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凝聚强大的正能
量。 （王顺茗/文 黄南/摄）

本报讯 近日，从自治区
教育厅 《关于公布我区荣获全
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名单的通知》 中获悉，我校
王巨丰、杨新国被授予“全国
模范教师”称号，蒋承建被授
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此次评选中，我区共有 19
个单位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称号，25 名教师荣获

“全国模范教师”称号，3 名教
师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
作者”称号，49 名教师荣获

“全国优秀教师”称号，4 名教
师 荣 获 “ 全 国 优 秀 教 育 工 作
者”称号。 （陶芸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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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1日，学校为年届80岁退休教职工举办了
集体祝寿会。今年我校有105名年届80岁老寿星，其中66名
老寿星参加了祝寿会，欢聚一堂，同庆80寿辰。校党委书记
刘正东出席祝寿会，校长赵跃宇致祝寿词，校党委副书记查
丹明主持祝寿会。三位校领导分别给每位老寿星送上了生日
蛋糕和慰问品，并问候和祝福老同志。

赵跃宇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和全校师生员工，
向各位老寿星致以最诚挚的祝福，祝各位老寿星身体健康，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他充分肯定了老同志们为广西大学建
设发展、为广西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向各位老寿星以及

全体离退休教职工的付出和奉献致以最衷心的感谢！他指
出，在国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大背景下，学校的各项事业也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教育部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西大学高
度重视，学校各项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和广阔发展前
景。学校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双一流”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土木工程与先进材料”学科群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
列，“应用经济学与现代服务业”学科群列入部省合建世界一
流学科群建设规划，综合改革事业继续稳步前进，民生工作
时刻抓牢不放，离退休工作质量不断提升。他强调，老同志
们是学校宝贵的财富，是广大教职员工学习的榜样。希望各

位老同志能够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发展，注意身心
健康，保重身体，健康快乐地安度晚年。祝愿各位老寿星生
活之树常绿，生命之水长流，寿诞快乐，春辉永绽！

祝寿会上，广西大学原正厅级调研员、原党委副书记韦
俊雄，农学院莫天砚教授和商学院黄兆升副教授3位老寿星代
表也先后发言。他们通过体会感悟和诗篇，表达了自己祝愿
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学校明天会更好，以及对健康快乐晚年
生活的期许。 （邝春敏）

本报讯 10月10日，“献礼祖国七十华
诞”《广西大学校友诗词作品集》赠书仪式
在图书馆举行，校党委书记刘正东，校友文
化研究院院长罗殿龙、副校长范祚军出席仪
式。校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朱家枢等校友向
在校师生代表捐赠了诗词作品集。

刘正东在仪式上讲话，对诗词作品集的
首发表示祝贺，并高度肯定校友文化研究院
为繁荣校园文化建设、提升西大文化影响力
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他表示，国庆书画摄影
艺术展的举办和此次诗词作品集的出版，是
西大校友师生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的重要活
动组成部分，也是校友们对母校最好的馈赠
和祝福。校友们捐赠诗词作品集，代表着历
届校友对母校的深情，在参与诗词创作的校
友身上体现了西大人对祖国、对人民、对母
校的一颗心，这些饱含深情的诗句让大家真
正感受到了校友的情怀，同时也是西大教育
成果的展现。

《献礼新中国70华诞——广西大学校友
诗词作品集》由校友总会、校友文化研究院
历时四个多月完成策划、征稿、编辑和出
版，共收录76位校友的诗词作品300多首，
是我校第一本荟萃校友诗词作品的出版物，
也是各级各届校友师生以诗词艺术的形式进
行隔空对话、同集交流的首次尝试。

据悉，9月29日起，由校友总会、校友
文化研究院承办的“锦绣中华、壮美广西
——广西大学校友迎国庆艺术展”同期在校
图书馆举行，展出各地校友的书画摄影作品
150多幅。 （广西大学校友总会）

本报讯 10月15日，我校举办的贫困地区农副产
品进校园展销活动，展销点上有来自广西那坡、昭平、
凌云、西林等十几个县的农产品50余种，吸引了众多
师生前来选购。这是在第2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我国
第6个扶贫日即将来临之际，我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
日系列活动之一。

销售贫困县区优质农副产品，是我校贯彻落实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和广西2019年扶贫日活动
方案的举措之一。学校着力挖掘全校师生员工的消费潜
力，精准发力，积极与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帮
扶县区开展产销对接，开通优质农产品进学校模式，通
过在学校食堂小卖部、菜品专窗、微后勤网上商城上开
展扶贫产品销售等方式，积极推广全区贫困地区农副产
品，使脱贫攻坚成为全校师生人人能为、时时可为的

“平常事”。 （庞惠）

我校举行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学生及校友访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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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校领导到广西革命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
本报讯 10 月 15 日上

午，校党委书记刘正东率校
领导班子到广西革命纪念
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缅怀革命先驱，重温红色往事，传承革命
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

大家参观了室内展厅，认真听取讲解员介绍，在一张张
图片、一组组雕塑、一件件实物前，驻足凝视，细细品味，
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重温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革命斗
争历程，无不为革命先辈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所深深感染。

刘正东指出，广西人民在新中国诞生过程中，从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
放战争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涌现出无
数的英雄人物，“广西人民了不得”！刘正东强调，我们要深
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深入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
精神风范，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自觉践行新
时代党的初心和使命，走好新的长征，为建设壮美广西，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新作为。
刘正东表示，希望我校校史馆与广西革

命纪念馆建立沟通机制，学习广西革命纪念
馆先进经验，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优秀人

才，提升校史馆品位和质量，将广西大学优良的革命传统一
代代传承好。

校领导马少健、范祚军、吕逸、冯家勋、宁旭初，校党
委常委雷德鹏、曾冬梅，校长助理童张法、陈磊等参加活
动。 （马亚兵）

我校举办2019年年届80岁退休教职工集体祝寿会

——记路桥专家郑皆连院士
刘娜利/文 郭晓/图

躬身路桥 匠铸荣光

从青年到暮年，水阻架桥，山挡劈路，躬身路桥 50 余
载，他用实干创先诠释了忠于使命的家国情怀。

今年6月，年已78岁的郑皆连再摘桂冠，他作为专家组
组长指导建设的合江长江一桥（波司登大桥）荣膺第36届国
际桥梁大会最高奖乔治•理查德森奖，把中国自主创新品牌
载入世界桥梁史册，为祖国70载伟业再添一道亮彩。

从普通技术员、自治区交通厅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到我校以首位全职院士引进、成为土木建筑工程学院一
位教授，他始终如一，致力于路桥科学研究创新与建造技术
的突破，首创多项先进技术并成功应用到多个世界级路桥工
程之中。是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二批国家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2项、三等奖1项，中国优秀发明专利奖2项，茅以升科学
技术奖-桥梁大奖以及李国豪原创桥梁技术奖，广西科学技
术特别贡献奖等。

艰难岁月，以担当自觉创造奇迹
1965年，大学桥梁专业毕业，在广西交通部门就职的郑

皆连，针对广西遇水只见木桥，每逢洪灾即毁过半，交通状
况堪忧这一现状，在没有实验平台，靠手绘图和计算等艰苦
条件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技术攻关。

1968年，年轻的郑皆连首创了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新工
艺，解决了不立拱架修建拱桥的难题，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无
支架施工双曲拱桥——广西灵山三里江桥。随后他带领建设
者采用该技术建造大跨径各类拱桥40多座，曾占当时广西大
桥总数的70%，使广西桥梁面貌焕然一新。期间，他作为广
西最年轻的代表参加了 1971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设计革命
会，并在天安门观礼台与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
领导人一起共度五一。还参加了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该项目获优秀研究成果奖。

1993年，已经是自治区交通厅总工程师的郑皆连受命担
任现场总指挥兼总监组织建设广西第一条高速公路——桂柳
高速公路，这条路要穿越桂北架桥岭，特别是重峦叠嶂的越
城岭，技术难度和工程量都很大，而且经费少。但他决然迎
战。工程伊始他就立下铁规矩并率先垂范，坚持推行公开招

标，坚持通过优化设计降低造价，坚决推行国际土木工程的
先进合同管理条款“菲迪克条款”；提出并带领团队践行“艰
苦奋斗，清正廉洁，乐于奉献，团结求实，雷厉风行”的桂
柳路精神。始终把严明纪律、精打细算、精工细作作为保证
工程质量和速度的法宝。工期四年，他吃住在工地，殚精竭
虑。白天检查施工现场，晚上研究设计图纸。他不顾劳累在
烈日下挖土、铲泥当“小工”。他忍住双腿酸痛拄着木棍往返
现场当“监工”。还因质量问题叫停返工，被人叫“黑脸”。
因拒绝别人所谓的“慰问品”，被人骂“不近人情”……但为
了修最好最干净的路，他什么也不怕。

1996年，该路比原计划提前5个月竣工，每公里竣工造
价为同期全国高速公路平均造价的一半，验收质量优良。时
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亲临现场视察，并欣然题字“桂柳高速
公路”。交通部原部长黄镇东称赞“是广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成功范例”。自治区政府大
力嘉奖他和他的团队，并发文号召全区基本建设战线学习桂
柳路精神。

他还主持设计了广西第一座无支架施工的钢筋混凝土箱
拱桥——来宾红水河大桥，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银奖。

他还坚持科研创新并取得一系列成果。他研发的千斤顶
斜拉扣挂悬拼架设技术和千斤顶斜拉扣挂连续浇注拱肋外包
砼技术为世界拱桥建桥史首创，在他指挥建造的当时世界最
大跨径的中承式钢筋混凝土肋拱桥——邕宁邕江大桥成功应
用，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主持建造的广西第一条
二级路南 （南宁） —北 （北海） 公路和桂平航运枢纽工程于
1999年同时入选改革开放20年交通部双十大工程，是全国各
省区唯一的“双奖”。

新的征程，以家国责任再攀高峰
进入新时代，郑皆连运用他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成果匠心

铸造的一个个桥梁经典，再次体现了他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追
求卓越的责任担当。

2010年，他作为专家参加由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南盘江特大桥的施工方案讨论会，他敏锐地发现已批准
的初步设计方案存在问题，便立即向铁道部门阐明问题并提

出修改建议，不仅获得了批准和肯定，还被推举为大桥建设
专家组组长。期间，他还会同设计单位提出《分环、多工作
面、斜拉索调载浇注劲性骨架外包混凝土》工法并获国家发
明专利授权。2016年，这座世界最大跨径客货共线的混凝土
拱桥建成，造价较最初方案节省了约3000万元。该桥获“中
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同时，他还用此工法指导建成了世界
最大跨径的混凝土拱桥——沪昆高铁北盘江特大桥。

他指导建成的合江长江一桥主跨径530米，是世界第一
座跨径逾50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该桥还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和“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等。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唯一桥梁外籍院士
邓文中称为“世界拱桥发展里程碑”。

他带领团队还成功攻克高原高寒日温差大条件下世界上
最大管径、单管超千方混凝土顶升灌注难题，研发了收缩补
偿分时膨胀自密实高性能混凝土、真空顶升灌注关键技术和
灌注密实度超声定量分析方法，为世界最大跨度铁路钢管混
凝土拱桥——川藏铁路跨雅鲁藏布江藏木特大桥建设作出重
大贡献。

2018年，根据广西发展战略，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平南
北互通连接线要跨越浔江修建平南三桥，设计和审查单位推
荐的是悬索桥、斜拉桥方案。为节省建设资金，使桥梁性能
更优良，郑皆连建议采用钢管混凝土拱桥方案，修建跨径575
米的世界最大跨径拱桥。上级单位认为建议理由充分，批准
了他的建议，并推举他任大桥建设专家组组长。他再次不负
众望，带领团队针对大桥建设难题进行科研攻关，在国内首
次把“圆形地连墙+卵石层注浆加固”方案成功应用到拱桥
建设中；运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智能张拉等技术，以力主
动控制代替刚度被动控制，将200米高的塔架顶部偏位精确
控制在20毫米以内。为献礼建党百年，目前，郑皆连正在指
挥建设团队高质高速建设平南三桥，争取于2020年竣工。

今年，由他担任项目负责人，由我校等全国10家知名企
事业单位承担的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提高进藏高速公
路和铁路桥隧抗灾能力的深化战略研究”成功结题。评议组
认为，该项目为进藏高速公路和铁路桥隧工程的设计、修建

和维护提供了战略性和技术性指导，并可为类似地区提供参
考。研究成果最终以院士建议书的形式，向中央国务院以及
各部委上报并获采纳。

积功兴业，为人才成长铺路架桥
他是革新的科学匠人，又是架梯的师者。
路桥攻关路上，他从未放松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始终

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长期致力于产学研相结合的育人模
式实践，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为自治区交通领域和教育
系统培养了大批优秀行业领军人才，为国家路桥事业培养接
续力量。

在担任广西交通厅总工程师期间的郑皆连就已经在我校
带学生了，还是在他的努力下，土木工程系于1986年增设公
路与城市道路专业，40多名第一批该专业学生就是在他的培
养下很多都成为我国路桥事业的骨干。近年来，随着我校土
木工程跻身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培养世界一流学科拱桥专业
人才更成为他古稀之年的担当。他还致力打造人才培养实践
平台，于2016年牵头创立了广西大学-广西路桥工程集团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于2017年依托该平台开创的基于“院士
工作站+校企协同”的路桥专业本硕博贯通的创新型人才培
养实践模式，获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他说，“我年事已高，想用我的余生力量把学校桥梁专业
带到世界级路桥工程之中，为学校建设土木工程一流学科贡
献绵薄之力。”

郑皆连在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郑皆连（左三）在平南三桥建设现场考察指导 郑皆连（左一）在雅鲁藏布江藏木特大桥建设现场考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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