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党鸿辛从
广西的一个小山镇考入
广西大学化学工程系。
1953年 9月，正在读书
的党鸿辛响应号召提前
一年毕业，被分配到了中科研
工业化学研究院。特殊的年代，
火热的激情，作为一名研究员
的党鸿辛投入到摩擦学的研究
之中。从此，他的名字与中国的
“两弹一星”事业、与中国的润
滑材料研究工作紧密相连。

无数科研人员在极其简陋
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经过
无数次试验，制造了中国的原
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没有设
备，他们就用旧机床进行改造；
没有材料，他们就用废品改制。
记得在国家决定研制人造通讯
卫星时，党院士和战友们接到

一 项 特 殊 的 研 究 任
务—————寻找特殊的润
滑材料。“那完全是从无
到有，不知经历了多少
次失败。”经过 10年的
时间，他和战友们最终
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固
体润滑膜，解决了卫星
发射的关键问题。

1967年，为解决在
100℃至零下 100℃下超
短波天线能正常工作的

导电干膜问题，党鸿辛作为负
责人带领几个人到北京科学仪
器厂边进行研究边改进，最终
先择了一种以铜为基础的干
膜，成功地解决了卫星信号传
递问题。

1970 年 4 月 24 日晚，当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卫星
“东方红一号”胜利升空后，卫
星周围四根二米多长的超短波
天线迅速弹出时，党鸿辛和他
的同伴们一起欢呼。因为若不
解决天线的导电润滑问题，在
超低温或超高温下它会冻结在
一起，或融为一团，“东方红”

乐曲也不能响彻云霄。这是关
系到卫星能否正常工作的关
键环节。当时作为参与研究
“固体润滑” 的党鸿辛年仅
41岁，那年，他成功了。
在随后的科学研究中，他

又参与了“实践 1、2 号”、“尖
兵一号”人造卫星的有关润滑
膜的研究，其中“331 工程”超
低温高速齿轮固体润滑膜的研
制，解决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氢
氧火箭发动机的一个关键问
题，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特别奖。

从 1987 年中科院正式成
立固体润滑开放研究试验室
起，党鸿辛一直担任该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主任。他及时把握
摩擦学已从传统的力学、机械

学的研究方面转向摩擦化学与
物理的趋势，选定摩擦表面的
化学与物理为研究方向，开展
了材料表面状态、结构、组成与
摩擦学性能关系以及环境介质
的影响，纳米摩擦学等属国际
前沿并符合国家需要的研究工
作。实验室一直围绕着这一主
要研究方向，以强烈的成果意
识组织内外研究人员，团结协
作，取得了一批学术水平高、应
用价值大的科技成果，并在国
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
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该实验室在国家科

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的多次评
审中，均被评为优秀实验室之
一。1999年该实验室被正式批
准为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
室。
党鸿辛院士在几十年的固

体润滑等方面的研究中，先后
共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三等
奖和国家发明三等奖在内的省
部级以上奖励 26项，为解决我
国国防军工高技术领域的特殊
润滑难题和固体润滑学科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
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
190 余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出版专著 4 部，申请专利 16
项，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中青年
科技人才。党和政府对他取得

的显著成绩
给予了充分
地肯定，并
授予他很高
的 荣 誉 。

1988年，他获得国防科工委颁
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
章；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先进
工作者称号；1990 年获国务院
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
获中国科学院“老有所为”先
进个人称号。1997年他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 9月
18 日，国务院表彰“‘两弹一
星’有功人员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党鸿辛院士参
加大会受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接见。

(一丁）

“两弹一星”功臣中的西大校友：党鸿辛

党鸿辛，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材料及机械摩擦、
磨损与润滑专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广西北流人。1949年 8
月至 1952年 8月在广西大学化工系
学习。随全国院系调整，于 1953年毕
业于华南工学院化工系。他破解了我
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
号”超短波天线弹出的难题，为“两
弹一星” 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2005年 6月 10日病逝于北京。

日前，中国福利会宋庆龄
儿童发展中心从全国 30多个
省、市教委以及港澳台地区提
名推荐的 108 名候选人中评
选出 31名首届“宋庆龄幼儿
教育奖”获得者，我校第一附
属幼儿园园长赵曼云名列其
中，是广西唯一一位获奖者。

多年来，赵曼云园长带领
校一附幼的教职员工认真贯

彻党的教育方
针，努力弘扬、
实践宋庆龄关于
“把最宝贵的东
西给予儿童”、
“实验性、示范
性和加强科学研
究” 等教育思
想，探索适合高
校特点的早期教
育模式，如：引进
国外先进教育理
念及教育方法，

开办蒙台梭利实验班、思维课
程班，成立了 0—3 岁亲子中
心；把英语教育、汉语早期阅
读及数学学习融入快乐的学
习游戏中，把幼儿心理健康教
育课纳入常规课程，组织各种
兴趣小组活动，开发幼儿潜
能，培养幼儿良好的个性品
质、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能
力，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充分而
又和谐的发展。此外，该园幼
儿保健及营养膳食工作也卓
有成效，得到国家卫生部儿童
保健检查组的好评及广大家
长的赞扬。同时，一附幼还是
南宁市首家开通网站，并向家
长提供家园联系新平台的幼
儿园。她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承担南宁市教育科学“十五”
规划课题，多次携带论文参加
国际学前教育学术研讨会，在
幼儿教育方面颇有建树。

（一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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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巧的“绣花宝贝”配上
专用的绣花处理软件便能自
动绣出美观、精巧的图案，青
虫造型的爬行机械在行进过
程中能准确无误地识别路径，
可认人的防盗门装置需要通
过指纹验证才能开锁……10
月 29 日至 30 日，全国 41 所
高校、300多名敢于“异想天
开” 的大学生和指导老师在
我校机械工程学院新建展馆
展出了他们的得意之作。

为了激发和促进大学生
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
力，将探索精神与创新思维付
诸实践，中南金工研究会从去
年开始发起并主办了首届大
学生创新设计与制造大赛。本

届比赛由我校机械工程学院
承办，有来自武汉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
港科技大学等中南地区及港
澳特区的 41 所高校、60 多个
代表队参与角逐。本届参赛作

品达 90 件，涵盖了光机电一
体化、工模具以及其他有创意

和价值的作品三
大类。评委们围
绕作品的设计创
意、制造工艺和
创意、作者参与
制造的程度、重
视知识产权的程
度以及实用价值
等 方面进行 评
比。我校机械工
程学院派出 4 个
代表队 11 人参

赛，其中 “教学用气动机械
手”获得一等奖，“小型甘蔗
收割机模型”和“汽车离合器
电控操纵机构获得二等奖，

“可消除管道焊接残余应力组
装式螺线管”获得三等奖，获
奖数量与获奖等级均为广西
参赛高校之首。据了解，在上
届比赛中，我校派出二个代表
队分别获得了一个二等奖和
一个三等奖的好成绩。

大赛的评审委员会主任、
中南金工研究会理事长刘友
和教授认为，今年的参赛作品
从设计创意、制作水准、实用
价值等方面来看，都比上一届
比赛有了很大提高。本届比赛
还吸引了一些文科类的学生
参与，增加了比赛的开放性和
兼容性。此外，中南金工研究
会第八届学术年会同时在我
校举行。 （邓微微 覃冠玉）

从现在起，我校师生员工只
需轻点鼠标，就可通过校园网内
的“文件管理系统”迅速便捷地
查阅到学校的有关文件。此举将
极大推进我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
步伐，提高我校办公自动化的水
平和工作效率。

新启用的文件管理系统具有
两大功能，一方面供学校各级单
位发布文件，另一方面供师生员
工阅读和查找有关文件。为体现
个性化服务的特征，该系统分别
为教职工和学生设置了不同的登
陆方式，根据用户职务、职称的不
同提供不同的服务。目前该系统
存有我校从 1990 年至今的 2500
多份各级文件，供师生员工查阅。

目前，该系统正处于试运行
阶段，学校的文件通过网上文件

管理系统和传统的纸质形式两种方式发布。明
年 1月 1日该系统正式运行后，我校将不再下
发和接收纸质文件，各部门、各学院也将通过
该系统完成公文传输等业务。（司南）

中国高等学校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第二十一届学术年会 11 月 5 日至 7 日在我
校大礼堂举行。380 多名来自全国高等学校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力企业、学术刊
物及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年会。

本次年会共征集到 665 篇学术论文。其
中，华南理工大学任震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王
锡凡教授、武汉大学陈允平教授等专家学者
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分频输电系统的理论与实
验、我国特高压直流输电的应用前景及相关
技术问题、无功功率与电能质量控制的新理
论、新方法等学术报告。

中国高等学校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学术年会是国内创办较早、规模和影响较大
的高校专业学术年会，我校自 2001年获得第
二十一届学术年会的举办权后，投入大量精
力筹备本次会议。我校校长唐纪良等党政领
导出席了年会开幕式。（金红娟）

由我校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北京
大学物理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全国低温物
理学术讨论会于 10月 28日上午在我校隆重
开幕，来自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以及广西大学等全国 30余家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的 160余名科研人员就近年来低温
物理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进行了为期 6天的学
术研讨。

本次会议是中国物理学会低温物理专业
委员会 2005 世界物理年学术活动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研讨的主要议题有：非常规超导电
性，电子强关联问题，序参量对称性，磁通动
力学；GMR、CMR、TMR 现象，自旋有序、电荷
有序、轨道有序与相变，半金属、铁磁金属、超
导等各种材料的异质结，自旋极化输运及低
温下磁有序；低维导体、纳米管、纳米线、量子
点，以及单电子器件及其低温物性；量子输
运、量子相干、量子计算，分子磁体以及玻
色－爱因斯坦凝聚；极低温的获得和低温物
理实验技术的新发展及与低温技术相关的应
用等。（邓微微）

第十
二届中日
泰三方大
学生国际
论 坛 10
月 17日至 21日在江苏大学举
行，来自中国、日本、泰国、马
来西亚 4 国 6 所大学的 90 多
名师生以“人口、资源、环境、
食品” 为主题宣读和讲解论
文，并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我
校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中
加学院、法学院的 7 名同学在
校党委副书记李继兵的带领下

前往参加，他们的论文在会上
获得了较高评价，表演的文娱
节目很受欢迎，树立了我校学
生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日泰三方大学生国际论
坛由日本三
重大学、泰
国清迈大学
和江苏大学

共同发起，由 3所大
学轮流作东道主，每
年举行一次，今年已
是第十二届。 2000
年至 2004 年，我校

已经连续组团参加了在日本三
重大学、泰国清迈大学、江苏大
学等举办的 5届论坛。

（国交处）

我校组团参加第十二届
中日泰三方大学生国际论坛

获得一等奖的气动机械手 （黄南 摄）

我校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学生谢牧陶喜摘广
西高校文明之星桂冠，文化与传播学院李璇获最佳
才艺和最佳媒体印象两个单项奖。图为谢牧陶在总
决赛中，用手语演绎歌曲《青春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