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教授引领我走进空间结构 
认识蓝教授是 1979 年秋。当时我

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选择了结构优

化作为研究生论文方向。由于在网架结

构领域中首先引入了优化设计，导师王

光远介绍我来北京拜访蓝教授。蓝教授

客套话不多，直奔主题，不仅介绍了结

构优化在网架结构领域的应用，还介绍

了空间结构的发展状况，并帮我联系去

拜见相关的编程专家。蓝教授思维敏

捷、掌握全局的大师风范令我肃然起

敬。1981 年蓝教授参加了我的论文答

辩会。答辩结束后，在走廊里蓝教授叫

住我，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是否还准备

继续从事空间结构的研究工作等，就此

与蓝教授建立了联系。 

1983 年蓝教授写信希望我用自编

的程序分析研究新疆乌恰影剧院的震

害机理，并拨来计算机时费用，这是我 

第一个有经费的科研项目。庆幸遇到了

好老师引路，从此我一直工作在空间结

构领域，从网格结构起步，进而到索结

构、膜结构，已经成为我学术生涯的全

部。 

2002 年春，我调到北工大已有 5 年

了，老前辈们又推了我一把。蓝教授约

我长谈了一次，拟将他亲手组织起来的

空间结构分会的秘书处移到北工大。我

深知这是莫大的信任，也深感责任的重

大。特别难以忘怀的是，2003 年分会成

立十周年大会上，他把理事长职务交给

我时语重心长地嘱托：“把十岁的英俊

少年交给新一届理事会，希望健康成长

为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那时我就下

定决心，一定不能辜负前辈们的期望，

要把分会越办越兴旺。二十年来，我们

一直请蓝教授参与分会工作的研讨，听 

取老人家的指导。直到他去世前 5 天，

我们还在秘书处的视频会议上见了面，

议论到如何庆祝空间结构分会成立三

十周年。 

蓝教授高瞻远瞩、呕心沥血，为空

间结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工作严

谨、思路清晰，与他一起研讨问题和工

作，受教颇深、令人崇敬。他的突然离

去，是空间结构的巨大损失，令我悲痛

不已。此文谨表思念之情，请蓝教授放

心，空间结构事业一定会更加辉煌！ 

 

张毅刚 

追思与缅怀—永远的蓝天老师 

我们几位一致尊称他老人家为蓝

老师，一是他的学富五车的学识，二是

多年来他倾心于对年轻技术人员的培

养。我原在结构所预应力室工作，能有

机会到蓝老师手下工作，这是我一生的

荣幸。那是在 1984 年下半年，蓝老师

的原助手，我们的好友季天健要调回哈

尔滨工业大学了，他向蓝老师推荐了

我，当时恰逢结构所内技术人员可以自

由选择流动的政策，最主要还是蓝老师

关照了我，我从预应力室来到了特种结

构室（包括高层建筑与空间结构两大领

域），与王俊（现在的院长）一起跟着

蓝老师进行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工作，

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蓝老师特别重视年轻人的培养，我

清楚记得我们请教的每一问题都能在

第一时间得到最为专业的指导，他非常

注重理论研究与模型试验，并要求将研

究成果与工程实践相结合，这些都为我

们的成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蓝老师

那里我们学到很多，我们不但技术上有

了很大的长进，同时也学到了如何做

人，包括奉献、正直与事业心。 

在这里我们追思与缅怀蓝老师！感

恩蓝老师！我想今天在这里追思与感恩

的是我国空间结构界的全体同仁，蓝老

师作为奠基人之一所创立的中国空间

结构事业，一定能代代相传、人才辈出

并硕果累累，我国也一定能从空间结构 

 

大国快步迈向空间结构强国。 

蓝天老师您真的要离我们远去

了？我们是多么的怀念！您永远是我们

的老师！看来天堂里也是需要研究与发

展大跨度空间结构的。愿您在去天堂的

路上一路走好！请一定相信，天堂里鲜

花满地、白云蓝天！ 

 

赵基达 

追忆蓝天老师 

1981 年年底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

院硕士毕业后，我非常高兴地来到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结构所特种结构

研究室工作，进入了建筑科学研究的

“国家队”。来之前就知道我被安排跟

随蓝天老师做大跨结构的研究。那时没

见过蓝天老师，但是知道他的名字。蓝

老师很谦和而且很智慧，说一些我自己

经历的事情。 

蓝老师与当时的室领导和所领导

预见到中国要改革开放，以后国内会建

造一些新颖的，具有挑战性的大跨结

构，室里需要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所

以我就在蓝天老师的指导下研究悬索

结构。果然，1983 年安徽省建筑设计院

找上门来，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分析和设

计安徽省体育馆的索-桁架屋盖。这实

际工程的需要又促使我们进行了索-桁

架屋盖静力和动力的理论分析和试验

研究。1984 年西南建筑设计院又上门，

希望帮助分析和设计四川省体育馆的

悬索屋盖。由于蓝老师和领导们具有前

瞻性的安排，使我们起到了“国家队”

的作用，能够接下“省队”提出的任务，  

帮助地方设计院完成他们省内重大项

目的设计。之后又有青岛市和淄博市的

设计单位找上门来。 

蓝老师建议和安排我在南京河海

大学钱若军老师发展的网架结构分析

的基础上，做悬索结构几何非线性分析

的程序。那时需要自己编写程序，找错，

调试。多亏有蓝老师的介绍，牵线和指

引，使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有能力进

行当时较为先进的悬索结构方面的分

析和研究，并为实际工程解决问题。更

没有想到的是在做悬索结构中培养出

的编程技能和战胜困难的信心，使我在

日后的工作中获益。在 1987 年 11 月

至 1990 年 9 月期间，我在伯明翰大学

土木系研究焊接钢板的温度场，需要大

量的计算。有了之前编程和工作的经

历，我能较快地进入一个未知领域，写

出了分析程序，有效地进行了研究。 

马里奥·萨尔瓦多里 (美国结构工

程师，哥伦比亚大学土木工程和建筑学

双教授)曾总结像爱德华多·托罗哈(西

班牙结构工程师，混凝土壳结构设计的

开拓者)那样杰出个人的发展，通常经 

 

历过四个阶段： 

1）学习阶段：早期对基本理论长

时间和透彻的学习，包括人文和数学； 

2）发展阶段：应用所学得的理论

解决新问题，从而获取高效的技能并开

拓了视野； 

3）直觉阶段：将第 2 阶段积累的

经验逐渐综合形成结构直觉，从而他们

能够迅速地进行复杂的评估和计算； 

4）无止境阶段：从不减小的努力

和不断增加的对工作的享受，使得他们

进入越来越高的境界。 

蓝天老师的职业生涯正是以上四

个阶段的写照。 

蓝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季天健 

空间结构的启蒙老师—蓝天先生 

我与蓝天先生的最早相识是 1983-

1986 年期间我在北京工业大学做硕士

研究生的时候，那时蓝先生是北京工业

大学的兼职教授，我是北京工业大学第

一个空间结构方向的研究生。 

1983 年，蓝天先生针对安徽省体

育馆屋盖结构设计，创新性提出了横向

加劲悬索结构体系，我的硕士课题也就

选择了这类新体系开展相关的研究。 

1985 年，我的导师曹资教授到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做访问学

者一年，就把我托付给了蓝天先生指

导，当时刚好赶上针对安徽省体育馆的

横向加劲悬索结构开展模型试验研究，

使我有了深度参与这类体系研究的机

会，加深了对这类结构体系性能的认

识。模型试验是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的结构试验室进行的，从北京工业大学 

到建研院的路程非常远，当时交通也很

不方便，蓝先生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

在建研院帮我找了一间宿舍。因此，在

做模型试验和相关研究的几个月时间

里，我就吃住在建研院，有了更多和蓝

先生接触学习的机会。当时，在建研院

结构所也结识了季天健、王俊、赵基达

等一批年轻人，他们也共同参与了模型

试验研究。 

蓝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我耐心指

导，在生活上也对我特别关心，总是问

我在建研院住的是否习惯，吃的是否适

应，并帮我想办法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需

求，像慈父一样对我倍加关照，使我感

受了很多温暖。在跟随蓝先生学习的这

段时间，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的

品质，他勤奋努力、热爱学习；学识渊

博，思维敏捷；治学严谨、求新务实；  

思想活跃，勇于创新；胸怀宽广，为人

谦和。应该说，蓝先生的优秀品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我后来人生的发展，是我

在空间结构方向的重要启蒙老师。 

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

想、他的精神、他的品质将永远伴随着

我们，他对中国空间结构事业的巨大贡

献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深切缅怀先

生，愿先生一路走好！ 

 

薛素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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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蓝天先生 
遥想我与蓝老师第一次近距离接

触是 1998 年我成为第五届空间结构委

员会委员，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儒雅随

和、学者风范、神采奕然。近年尽管年

事已高，但依然才思敏捷，在他一生所

钟爱的空间结构事业中勤耕不辍，挥洒

热情。 

今年 6 月，四川芦山发生 6.1 级地

震，蓝老师主动发送相关调研报告给

我，不断关切地询问情况。9 月，四川

甘孜泸定发生了 6.8 级大地震。当天晚

上蓝老师就来微信了解情况。蓝老师

95 岁高龄，对地震影响如此敏感，关注

点也非常准确，讨论的问题也具体实

在，超过了一般人。和蓝老师的微信交

流中，让我深切感受到，他对空间结构

的热爱已深入骨髓，甚至融为了他生命 

的一部分。 

此外，蓝老师一直非常关注整个空

间结构行业的发展，有着敏锐的眼光和

独到的思维。记得一次空间结构协会专

家委员会，议题是讨论空间结构的发

展，我们都聚焦在当前该做什么、该怎

么做，蓝老师却提出了未来十年、二十

年市场上会有什么需求、国际上会有什

么变化，我们现在应该做哪些准备等问

题。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如此高龄却

有这般超前思维，敬仰之余也深感惭

愧。我们常说“敬业”一词，但我想，

“敬业”用在蓝老身上，还远远不够。

蓝老师对空间结构这项事业的态度已

超越了“敬业”一词，他血液里流淌着

空间结构，与生命共存。发自内心的热

爱，是长寿的原因，空间结构成为生命 

的一部分，生命因此而更加多姿多彩。 

“蓝老师，我们已约定在杭州见面

的呀，您还要来成都参观大运会场馆，

并兴致勃勃的计划游览景区呢，您怎么

突然就离开我们了啊，离开了您挚爱一

生的空间结构呢！天堂需要建穹顶，蓝

老师您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 

这是我和蓝老师永远定格在微信中的

话，我想，在天堂的他一定看到了。 

 

 

冯远 

追忆尊敬的蓝老师 

我是 1988 年认识蓝老师的。研究

生刚入学，学校给研究生提供社会调研

机会，导师董老师建议我去北京拜访蓝

天老师。那是香山红叶季节，第一次到

北京，住在某个招待所，带着学校的介

绍信，略有紧张的心情敲开蓝老师的办

公室，蓝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讲

解空间结构一些背景，让我一个刚踏入

空间结构的新生留下深刻的记忆。在见

面过程中，还有印象较深的是他办公桌

上的信件，堆成“小山”，这么多的信，

很让我惊讶。若干年后我理解了，因为

蓝老师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往很多。 

此后，我一直没有离开空间结构研  

究领域，所以经常在各种空间结构交流

活动场合能够见到蓝老师。尤其是在国

际会议上，如 2002 年英国和波兰、2004

年法国、2009 年西班牙、2013 年波兰、

2016 年日本、2018 年美国等等都见到

神采奕奕的蓝老师。蓝老师不仅是我国

空间结构的开创者，而且也是国际交往

的桥梁和纽带，在国际空间结构同行中

有着广泛的影响。 

蓝老师始终潜心致力于空间结构

事业，不遗余力促进我国空间结构推广

普及，搭建国际国内交流平台,令吾辈

由衷地敬佩，他的敬业精神是我永远学

习的榜样。 

第 19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暨 40周

年大会将在杭州举办，原计划蓝老师要

做 40 年回顾的报告，但由于疫情原因，

会议延迟召开，蓝老师没能够再次来到

杭州，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 

 

 

罗尧治 

追忆蓝天老师 

我是 1988 年师从沈祖炎老师获得

同济大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课题是钢

结构构件的稳定。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

面临将来学术研究方向的选择问题，觉

得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空间结构体系方

面。当时通过文献接触到索结构与膜结

构，国内的研究和应用都还很少。 

记得在 1990 年国内某个会议上，

我找到蓝天老师，提到自己要往张拉结

构方面做些研究工作，准备申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但竞争很激烈， 

希望蓝天老师作为推荐人给我写个推

荐意见。蓝天老师很高兴地答应并很快

手写了一份推荐信。当年我成功获得了

青年基金的资助，也开始了我在索膜结

构领域的研究工作。 

到 2002 年，蓝天老师看到国内膜

结构企业和膜结构项目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行业缺少技术交流和规范引导，

提议成立膜结构专业委员会。考虑到上

海有较多的膜结构企业，蓝天老师希望

我组织、召集上海的企业积极参与筹建 

工作，当年 12 月膜结构专业委员会在

北京顺利召开了成立大会。以此为样

板，空间结构协会其后分别成立了索结

构和网格结构专业委员会。 

蓝天老师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中的

重要引路人之一，我十分尊敬和感激蓝

天老师。蓝天老师也为中国空间结构领

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我们永

远学习。 

 

张其林 

惊悉我国著名空间结构专家蓝天先生仙逝 

惊悉我国著名空间结构专家蓝天

先生仙逝，倍感痛惜。 

蓝天先生是空间结构委员会和空

间结构分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年过

90 丝毫不逊年轻人，还积极参加空间

结构的各项行业活动，特别是经常亲自

参观多个国内外典型空间结构工程，拍

下珍贵的工程照片给行业同仁分享，与

大家交流。今年 8 月初的大连梭鱼湾足

球场空间结构观摩会上，我主持大会报

告时看到蓝先生精神矍铄认真听年轻

专家报告的场景，如同昨日的片段记忆

犹新。印象中总觉得他是可以与大家共

同参加空间结构分会成立四十周年庆 

祝活动的，可惜因为疫情的推迟，蓝先

生却提前离开了我们，想必他定会感到

非常遗憾吧。 

初识蓝天先生是在 1987 年，那时

我刚成为刘锡良教授的研究生，需要经

常替刘老师送资料去北京到建研院去，

也就非常幸运能常见到先生。之后的 35

年时间里，我有幸一直和蓝先生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大多数国内的空间

结构会议，还多次共同参加国外会议，

无论是欧洲的西班牙马德里、法国巴

黎，还是亚洲的日本东京、马来西亚槟

城，每次见到先生都很亲切兴奋。蓝先

生不仅倾心中国空间结构全面的发展，  

更对我们主要工作的索结构委员会的

建立和发展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

议，我们每位委员都很敬佩感谢。 

蓝天先生怀揣着对空间结构的热

爱与追求，为中国空间结构的创新发展

和工程实践奉献了一生，先生的离去不

仅是我国空间结构学界更是国际空间

结构行业的重大损失。作为空间结构行

业的同仁，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

蓝天先生遗志，让中国空间结构取得更

大发展。 

我们永远怀念蓝天先生！ 

 

陈志华 

致敬爱的蓝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蓝天老师作为我国空间结构创始

人和开拓者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中

国空间结构在国际空间结构界的旗帜，

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后辈给予了太多的

提携、帮助和鼓励，每每想起这些，心

中总是充满温暖。如今蓝老师离开了我

们，更加让我珍惜和怀念与蓝老师在一

起的一点一滴。 

蓝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慈祥的 

长者和开明的智者，对每个人都关心关

爱，对每件事都严谨缜密，为我国空间

结构的跨越发展呕心沥血，像蜡烛一样

燃烧到了最后。 

蓝老师也是永远充满活力的一位

老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对人、对事

和对待生活的态度，记得每次 IASS 的

国际会议，蓝老师总是最积极的推动者

和参与者，有幸 2004 年在法国与蓝老 

师一道参加 IASS 年会，除了参会还进

行了多项技术参观，一行人其乐融融、

收获满满，是一次非常难忘和愉快的经

历，特别是最近找到几张当时的照片，

凝视照片，斯人犹在，却已驾鹤，无限

感慨，但我始终认为您永远与我们同

在！ 

致敬爱的蓝老师！ 

范峰 

追忆蓝天老师 

2022 年 11 月 23 日，蓝天老师离

我们而去，对他的离世，我感到深切的

悲痛与悼念。蓝老师热爱空间结构事

业，为之奋斗终身，是我国空间结构事

业的重要奠基人。 

蓝老师对工作对事业执着认真，记

得是在 2019 年，我和蓝老师一起去西

班牙参加国际壳体与空间结构学术会

议，当时，他已经 92 岁高龄，仍全程

认真听取了五天报告，给我留下了极其

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后辈永远的榜样。 

蓝老师始终注重青年人的培养，为

我国空间结构人才的成长作出了卓越

贡献，我参与设计的首都机场 T3 航站

楼、国家体育馆等很多项目，都得到了

蓝老师的悉心指导，对保证工程的质量

及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蓝老师一辈

子都在为推动我国空间结构技术的发

展贡献力量，当他得知我国的工程技术

人员能够参与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

的设计时，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积极

向外国同行学者介绍，并主动协调安排 

我在今年举办的国际壳体与空间结构

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他对我们后进

的奖掖行为令我十分感动、我铭记于

心。 

作为后辈，我们应该学习蓝老师严

谨治学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努力工

作、积极创新，继续为我国空间结构事

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朱忠义 

空间结构的蓝先生 

蓝天先生的名字，在中国的空间结

构领域当然是人人皆知的，在海外也是

蜚声远播。每次见到先生，都是儒风扑

面。 

第一次见到蓝天先生，是在 1995

年底的哈尔滨，他来参加我的博士论文  

答辩。他问了什么问题，竟不记得了。

想来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当然没有难

为我的意思了。到北京工作后，常常参

加先生主持的国际会议、全国会议，学

会会议、协会会议，标准编制和审查会，

每每收获良多；定期收到寄来的《空间 

结构简讯》，不断传递国内外最新讯息；

自微信一来，真知灼见时时闪现…… 

蓝先生的著述犹在，仍可时时受

教！ 

 

杨庆山 



蓝工的小本子 

我的第一次空间结构学术大会是

1997年 10月在河南开封举行的第八届

空间结构学术会议。为敲定会议各项事

务，我陪蓝天先生乘火车到郑州再转汽

车，比会期提前两天于 10 月 8 日下午

到了开封。刚到会议酒店，蓝工就请承

办方开封市华中空间结构有限公司的

曹总经理一行人过来商量会议组织事

项。曹总先大致介绍了两年时间里会议

筹备情况，随后就见蓝工掏出一个小本

子，上面记载了需要落实的各项事务，

包括：大会场和分组会场的容量及座位

布置，主席台摆放，投影仪和幻灯仪及  

备用设备，代表胸卡名牌，餐食，茶歇，

展览及广告，嘉宾礼品，资料装袋，外

宾安排及陪同，技术参观，文娱演出及

舞会，接送，以及与会议有关的各项事

务。事无巨细，每项落实到具体的人头

和办理时间后，蓝工就在小本子上记下

来。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2020年第十八

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又回到了开封召

开。这次换成我在操心上次蓝工操心的

那些事了。有形的小本子没再摆出来，

无形的前车之辙早已潜移默化在心中。

蓝工以 93 岁高龄全程参加了这次开封 

会议,谁承想这成了老人家参加的最后

一届空间结构大会。本来原定第十九届

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将于 2022 年冬又一

次移师杭州，无奈天不随人愿。疫情使

会期一再延后，敬爱的蓝工也乘鹤西

去。 

三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带走了世上

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多事情再也回不到

从前。不过，蓝工等老一辈专家开创的

空间结构事业将继续传承下去。歌曰：

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

再活五百年！ 

宋涛 

追忆蓝天先生 

从我 2001 年加入中国建研院工作

开始，领导就安排我做空间结构委员会

的秘书工作。这个组织最初成立于

1982 年，在蓝天先生的领导下，它不但

成长为国内最活跃的学术团体之一，更

是一个空间人温暖的大家庭，有极强的

凝聚力。 

《简讯》是委员会的重要传播载

体，至今已出版 194 期。你可能不知道，

2011 年以前的《简讯》基本都是蓝先生

一手策划，大到栏目设置，内容选题，

小到版式布局，插图字体。每期他会用

红蓝铅笔画很多豆腐块的布局给我，上

面有他隽秀的字迹，密密麻麻写满了他

对这篇稿件的要求，而我只是需要用

CAD 按他的想法进行排版。他每次都 

会对成稿进行两遍校对，还会要求我再

看一遍。这些年，他才把这个任务交给

年轻人，但他仍会每期认真阅读。 

今年是空间结构委员会 40 周岁的

生日，庆祝大会却因为疫情一再延期，

蓝先生多次过问此事。在等待中，他匆

匆离开了我们，他没能赶上他一手创建

并领导的学术组织的 40 岁生日，没能

走上演讲台为我们娓娓道来那段珍贵

的历史，本来他还和我讨论杭州的行

程，讨论他的发言内容，说虽然有疫情，

但他还是想去杭州见见老朋友，转眼间

却与我们阴阳相隔，这件事恐怕是我再

也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蓝天先生把毕生精力和全部热情

都献给了他热爱的空间结构事业。他温 

暖的笑容让我们误以为他永远不会离

开我们，可无情的时间还是将这一切打

碎。一份题词成了他留给空间结构委员

会的最后祝福，“四十不惑，跬步向前，

空间领域，成绩辉煌，宏伟建设，举世

触目，再问天命，庆征新程”。我辈必

勇挑重担，不负先生厚望，让前辈们开

创的这份事业继续发扬光大！ 

蓝天先生，我们永远想念您！ 

 

 

刘枫 

追忆蓝天先生 

可亲可敬的蓝天教授离开了我们。

噩耗传来，伴随着冬天的一丝寒意。 

我和蓝先生相识于 1997 年。那时

我还是同济大学的年轻教师，在职攻读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的博士研究生。

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大空间公共建筑，

为了能够开拓空间结构的视野，我的导

师梅季魁教授把我引荐给了我国著名

的空间结构专家、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的蓝天教授。 

蓝先生不遗余力地支持年轻人的

成长和进步。我作为一名建筑师，能够 

在空间结构领域有一定的发展和成就，

即得益于蓝先生和他们这一辈老专家

们的关怀和提携；我设计的体育场馆项

目和发表的学术成果，能够经常得到蓝

先生的关注和积极评价；我能有机会前

后两次为《空间结构简讯》设计刊头，

也离不开蓝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我在今

年夏天曾邀请蓝先生为我即将出版的

一本书写序，他欣然同意，并多次和我

沟通交流书稿的内容。 

冰雪终将会过去，春风必定会到

来。可以告慰蓝先生的是，我国的空间 

结构事业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空间结

构队伍后继有人、不断壮大。蓝天先生

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和世界空间

结构的发展史上。 

 

 

姚亚雄 

追忆与蓝天先生的那些美好时刻 

自 2001 年开始接触空间结构以

来，一直久闻蓝天先生的深厚学术造

诣。每次在学术会议聆听蓝先生的汇

报，都如沐春风，暗自在心中希望工作

后的自己也有一天可以像他那般儒雅、

自信和坚定。 

每次看见蓝先生，他都亲切喊我

“小任”，问我最近怎么样，也会在微

信中和我聊聊有趣的事情。当我缺乏自

信的时候，他总是耐心的鼓励我，让我

扬长避短，给我信心。 

接到蓝先生的噩耗，我久久不能平

静，想起和他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泪如

雨下。虽然知道他已 95 岁高龄，但是

他敏捷的思维，乐观的精神，竟然有时

候忘记他会有一天离开我们。而这一

天，还是猝不及防的到来，悲痛万分。 

先生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引领一代

又一代人致力于空间结构的发展。他的

去世使我们痛失一位良师。我们将永久

铭记先生教诲，将先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和高尚品格发扬光大，继续为推动我国 

空间结构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蓝天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任俊超 

纪念蓝天老师 

2022 年 11 月 23 日凌晨，蓝老师

离开了我们。在这一天，我失去了一位

慈祥、睿智的导师，中国空间结构行业

少了一位指路人。 

1999 年研究生面试时第一次见到

蓝老师，那时完全看不出蓝老师已经

69 岁了，只觉得他精神矍铄，言语温

和，态度和蔼，让我感觉这个老师真好。 

参加工作之后，我经常与蓝老师一

起参加空间结构方面的各种会议。尽管

年事已高，每次会议蓝老师都非常认真

的坐在会议室的前排，听取每个人的发

言，不清楚的地方还经常发问。蓝老师

不喜欢因循守旧，喜欢研究和尝试新东

西。每次参加会议，他总能给大家带来

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向，介绍国内外的

新结构体系、新材料应用，鼓励和推荐 

国内空间结构企业发展新材料与新技

术。他推动和引导了空间结构行业标准

化工作，护佑了空间结构行业从幼小到

壮大的有序发展。 

还记得很多膜结构企业在他的介

绍下，投身于新结构体系的研究，很多

膜材料厂家在他的鼓励下，大力投入研

究。我国的很多索膜结构工程已经超过

了国外的先进水平。我想在蓝老师的心

中，一定是这样想的：功成不必在我。

看看中国现在的发展，我们各类空间结

构的发展均已达到或超过国外的先进

水平，这盛世是否如您所愿？ 

在今年第十九届空间结构学术会

议暨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四十周年会议

筹备期间，蓝老师一直关注会议筹备进

展，一直在出谋划策，没想到疫情的发 

 

展如此之快，仅仅一个周末没见，他就

离开了我们。到今天，我仍感觉蓝老师

教导还在耳畔响起。为空间结构事业努

力奋斗，让中国空间结构取得更大发展

——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相信只要中国的空间结构

发展了，他就很高兴。 

再次感谢蓝老师的教导，永远怀念

您！ 

 

马明 

浅忆蓝天先生二三事 

蓝天先生离开了我们，心绪难以平

静，无限缅怀！ 

蓝天先生毕生致力于空间结构的

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是中国空间结构

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引领了中国空间结

构的技术进步，并为空间结构的普及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蓝天先生对于空间结构行业的执

著和热爱让人深感敬佩，他不念高龄坚

持奔赴全国和世界各地考察调研，指导

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一直

奋斗在行业一线，将毕生心血和精力都

献给了空间结构事业。 

除了严谨的治学精神，高深的学术

造诣，让人尤为感怀的是蓝天先生对空

间结构领域的新技术发展以及年轻人

的成长进步，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付

出了无数的汗水，一直勉励大家开创进

取、创新实践。 

与蓝天先生相识，是在 2012 年福

州空间结构三十周年学术会议上。这张

与蓝天先生的合影我一直珍藏，时年 86

岁的他眼神睿智、身形硬挺、思维清晰、

精神爽朗，让我满是赞叹、仰慕和敬佩。 

蓝天先生同我们再见了。我们后辈

将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化悲痛 

为力量，在空间结构事业发展进步的道

路上不断开拓进取，迈向新的里程。或

许蓝天先生在天上也会俯视祖国大地，

希望空间结构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新材

料、新体系的百花齐放能够告慰蓝天先

生！ 

 

 

欧阳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