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迪園設計中方擔綱
每個設計師均經迪士尼單獨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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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現代建築設計集團總裁張樺18日在
滬國資委新聞例會上透露，滬迪園開工建設
後的首次公開招投標中，現代設計集團一舉
中標上海迪士尼樂園總圖設計。該集團從
2003年就作為上海迪士尼主題樂園談判組成
員開始介入，開展了大量前期諮詢工作。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八日電】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八日電】為期五天的第四屆深
圳動漫節18日在深圳會展中心開幕，吸引了來自美國、日
本、芬蘭、泰國以及香港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的270餘家企
業入場參展，展會期間將有十餘項精彩賽事和活動輪番上演
。主辦方透露，開幕首日人氣火爆，入場人次突破16萬人
次，創下歷史最高。 本報攝

深動漫節首日迎16萬人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十八日電】廣州塔18日對殘疾
維權人士朱明建反映廣州塔對殘疾人沒有優惠的意見給予回
應，表示目前正制定對殘疾人遊客觀光門票五折優惠的政策
，相關方案正在審批之中，預計8月1日可正式實施。

80後殘疾人士朱明建在6月到廣州塔E區遊玩時，向售
票處工作人員出示殘疾人證後，卻被告知不享受任何優惠，
要購買全票。為此，朱明建向廣東省旅遊局、廣州市旅遊局
投訴，指出根據《廣東省殘疾人扶助辦法》第十九條明確規
定：殘疾人憑殘疾人證可以免費或者減半繳費進入公園等公
共場所，廣州塔的做法侵犯了殘疾人的人格尊嚴和平等權。

廣州塔副總經理楊偉強18日明確表示，廣州塔作為城
市新地標和廣州名片，願積極響應《廣東省扶助殘疾人辦法
》等文件的號召，制定對殘疾人遊客觀光門票五折優惠的政
策。

朱明建表示對廣州塔方的回應滿意，並在楊偉強的邀請
和陪同下登塔頂參觀。

殘疾人遊廣州塔將半價

「迪士尼都是3位專家用英文面試1位中國設計
師，而且園內的各個項目要由不同的設計師設計」，
張樺說， 「隨着迪士尼園區工作量全面鋪開，我們的
設計團隊人數也在不斷增加，預計會佔滿整層辦公樓
。」

上海現代建築設計集團隸屬滬國資委旗下，是內
地最早躋身全球百強的民用建築設計企業，現有中國
工程院院士2名，教授級高工100名，去年經營收入
人民幣 33.3 億元，目前正積極推進集團整體改制，
醞釀上市平台構建方案。

其代表作品包括：東方明珠電視塔、世博會 「一
軸三館」、上海大劇院、上海博物館、上海 F1 賽車
場、虹橋綜合交通樞紐、浦東機場一二期、南京祿口
機場航站樓、杭州蕭山機場航站樓、瀋陽奧體中心
等。

投標22項中18
張樺向記者表示，作為上海迪士尼主題樂園的總

體設計院，現代設計集團將整體把控、牽頭協調樂園
內6大片區設計工作。

與此同時，該集團亦擔任上海迪士尼主題樂園區
的 「設計總控顧問」，對樂園各片區設計標準統一、
設計界面分解、設計進度報批、設計招投標計劃等方
面提出顧問意見。截至目前，在滬迪園前期諮詢、設
計、工程管理等項目招投標中，該集團投標 22 項，
成功中標 「上海迪士尼樂園探險島標段」等18項。

張樺談到， 「現代設計集團將與國內外優秀設計
企業一起，力求將上海迪士尼樂園的規劃理念完美呈
現。」而通過滬迪園項目，中方亦可學習借鑒國外工
時計算、項目管理等先進經驗，完善國際化運營模式
，鍛煉國際化人才，熟悉海外技術標準。

「聯合艦隊」 獲肯定
張樺向記者表示， 「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園時規模

約3.9平方公里，將包括 『神奇王國』迪士尼主題樂
園、主題化酒店、零售、餐飲、娛樂、停車場等配套
設施，以及中心湖泊、圍場河、公共樞紐等配套設施
，涉及的專業種類繁多。」

他坦言， 「迪士尼對每個單體建築都有非常嚴格
的設計標準，光是 『冒險島』，技術規格書就可以鋪
滿一個房間，比我國現有技術標準更為細緻嚴苛；在
項目運作過程中，英語是日常工作語言，項目必須運
用最新的三維建築信息模型（BIM）技術，每一個設
計師都必須經過迪士尼方面單獨面試，對國內設計企
業的技術積累、人才資源集聚能力提出了非常高要求
，而擁有大批國際化人才、掌握行業最前沿技術是迪
士尼項目的 『敲門磚』。」

記者獲悉，目前現代設計集團已搭建起統一的迪
園項目運作平台，統籌客戶管理、商務談判、項目管
理，並調集一批技術和語言能力強的國際化人才組成
「聯合艦隊」，獲得迪士尼樂園中美雙方肯定。

【本報訊】綜合內地媒體報道，7月14日晚
，瀏陽論壇網友發了一組題為 「母子情深」的照
片，內容為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回老家湖南瀏陽
為老母親慶祝 90 大壽，長跪在母親膝前，雙眼
緊閉，緊抱母親，母子兩人在鄉鄰面前抱頭流
淚。

除照片外，還附有文字描述：7月14日，北
大校長、中科院院士周其鳳在瀏陽市龍伏鎮尚埠
村的家裡，在為 90 歲的母親吳美華舉辦的壽宴
上，跪拜感恩。娘說，兒啊，讀書時家裡窮，讓
你受苦了。兒說，您 80 歲生日我工作忙，沒回
家，對不起。

這組照片被轉載到微博後，迅速引起中國網
民熱烈討論。在北大未名論壇，相關討論網帖大
多認為周校長 「驚天一跪」體現了中國人 「百善
孝為先」的傳統觀念。

一些北大學生表示，母親大壽，周其鳳下跪
表達母子情深，參加壽宴的人用相機拍了下來，
放到網上，也是家鄉人對當地出了一個大孝子的
自豪感。

不過，在贏得讚譽同時，也因為周其鳳北大
校長的身份，出現了很多認為他是在 「作秀」的
不同聲音，有網友就表示，看了照片 「雞皮疙瘩
掉了一地」。不少批評者認為，祝壽和下跪都是
極度私人化的事情，沒有必要在公眾場合大肆宣
揚。尤其是 「記者」在場，不免讓人懷疑這是
「衣錦還鄉」式的故意炫耀。

儘管民眾對周其鳳 「驚天一跪」看法不一，
但是不管是 「感動派」，還是 「質疑派」，兩方

都有一個強烈的共識，那就是 「百善孝為先」的中國孝道觀
念。

不少受訪專家表示，對老齡化現象日益嚴重的中國來說
，身為名人的北大校長周其鳳，憑藉本身的影響力，再一次
提醒中國人要重新回歸 「盡孝趁早」的倫理傳統。

最近，頻繁見諸報端的諸如遺棄父母事件、老年人故意
犯罪求 「入獄養老」等事件，更凸顯中國老齡化問題日益加
劇。為應對老年人精神空虛的問題，不久前《老年人權益保
障法（修訂草案）》擬將 「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也引發
中國社會的持續關注。

不少專家指出，要從根本上緩解中國 「精神空巢」問題
。讓老人安度晚年不能單靠政府，如果子女的養老責任意識
不強，單靠政府幫扶或者外在約束機制，不一定有效。

「盡孝侍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建設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體系進程中，可以將 『孝』納入公民教育之中，在全
社會形成弘揚孝道的氛圍。」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教授李萍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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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錢衛平徐州十八日電】
由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與英國劍橋大學菲
茨威廉博物館合作舉辦的《中國漢代地
下珍寶展》今日在劍橋大學開始為期半
年的展覽。據徐州博物館館長李銀德介
紹，這次展覽是倫敦文化奧林匹克活動
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展覽以徐州博物
館收藏的中原貴族墓出土文物以及廣州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出土的南越王墓葬文
物為主，展品包括舉世罕見的金縷玉衣
以及玉棺、兵俑等兩漢文物精品。

此次展覽是中國漢代文物考古最高
水平、最新成就的集中展示。其中，
「年代最早、玉片最多、工藝最精、等

級最高」的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的金縷
玉衣，以及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絲
縷玉衣，可謂精品中的精品，而這兩件
玉衣也是首次聯合展出，十分難得。中
國文物交流中心亦表示，舉辦如此規模
集中反映漢代文物的專題展覽，在海內
外尚屬首次。據悉，本次展出的文物
32%以上是中國列為一級品的古物。李
銀德也說，此次赴英展出的徐州館藏中
有國家一級文物20多件，是徐州博物館
的鎮館之寶。

英國策展方負責人徐智音女士告訴
記者，這次展出應該是在英國舉辦最大
的一次漢代文物展出。英國劍橋大學菲

茨威廉博物館專門騰空 4 個展廳迎接這
批漢代文物。展覽共分 4 部分：第一部
分為墓葬守護者，展出徐州獅子山楚王
陵出土的小型兵馬俑、北洞山漢墓出土
的彩繪陶俑，以展現漢代高規格的送葬
軍陣；第二部分為宴飲娛樂。通過漢代
舞樂陶俑、樂器、酒器、烹飪器等展示
，再現東漢初年王侯貴族們歌舞宴樂的
生活場景；第三部分是楚王墓，以復原
的獅子山楚王墓室展示金縷玉衣及其他
隨葬品；第四部分為南越王墓，通過豐
富的出土文物展示，體現融合漢、越、
楚、蜀等多種文化特徵的獨特南越文化。

劍橋距離倫敦只有40分鐘的車程，
倫敦奧運會期間，將有很多的歐洲及世
界遊客前往參觀。菲茨威廉博物館的官
方網站上，一篇名為《尋找不朽：中國
漢代古墓珍寶》的文章已經出現在其網
站首頁面。重點介紹了徐州獅子山楚王
墓出土的相關文物和展出活動的意義。

2008年，徐州曾在英國埃塞克斯郡
肯徹斯特城堡博物館成功舉辦了 「王的
守護者─中國徐州漢代陶俑藝術展」
，參觀者達 5 萬人次。近年來，徐州漢
代精品文物已應邀在法國、英國、澳洲
、奧地利等國展出，在美國、新西蘭、
香港等地的展出檔期已經排到了 2014
年。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八日電，未經作家南
懷瑾同意，擅自將其照片發表在圖書上用於商業用途
，南懷瑾將四家出版社和一家知名網站告上法庭。此
案 18 日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其中一
家出版社代理人當庭辯稱，此行為是合理使用，不存
在經濟和精神賠償問題，並將官司抗爭到底。

南懷瑾在起訴書中稱，未經他本人同意，海南出
版社、地震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
出版總社，以及北京世紀卓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
盈利為目的使用其肖像，侵犯了肖像權，要求它們停
止侵權行為，並在《中國新聞出版報》上刊登致歉聲

明，同時向南懷瑾先生本人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
、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55萬元。

南懷瑾的代理律師徐涌表示，這4家出版社分別
出版發行了四本書籍，在南先生不知情的情況下，或
封面、或封底、或扉頁、或書中內容中使用了南懷瑾
的肖像，使用次數最少的為5次。這些出版物質量不
高，內容東拼西湊，影響了南懷瑾的形象，尤其是通
過知名網站卓越網和當當網在內地銷售，影響度更加
廣泛。

地震出版社的代理人當庭表示，原告起訴出版社
侵犯肖像權的事實完全屬實，由於工作疏漏給對方造

成嚴重影響，在此鄭重向南懷瑾先生致歉。該出版社
印刷的 1000 冊書籍已經下架。他說，涉案書籍主要
是弘揚南懷瑾先生的博學思想，絲毫沒有詆毀、歪曲
和有損其形象的文字，原告要求賠償經濟損失費8萬
元的數額過高，希望重新考慮經濟賠償要求。

海南出版社代理律師表示，對侵犯南懷瑾肖像權
的事實予以認可，但是所出版的《向大師學習．向南
懷瑾學人生智慧》一書，都是正面宣傳南懷瑾的智慧
和人生，沒有造成其精神傷害，因此不存在精神損失
賠償問題。

長江文藝出版社委託代理人陳水源認為，南懷瑾
先生作為國學大師、社會公眾人物，涉案圖書為合法
出版物，封面、封底配以南懷瑾先生的儒雅肖像是順
理成章的事情，應為合理使用，沒有侵犯其肖像權。

此案公開審理持續近兩小時，法官沒有當庭宣
判。

▲日前，米老鼠、唐老鴨等一大批迪士尼卡通形象着唐裝出現在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工儀式上 網絡圖片

金縷玉衣驚艷倫敦奧運

▲圖為 「金縷玉衣」 傾倒英
國觀眾

▲圖為迄今外界見過的最明確滬迪園規劃圖，山
形水系一覽無餘 本報攝

南懷瑾維權案在京開庭

▲ 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的金
縷玉衣 網絡圖片

▲圖為網上流傳的 「母子情深」 照片，內容為北京大學
校長周其鳳回老家湖南瀏陽為老母親慶祝90大壽，長跪
在母親膝前，緊抱母親，母子兩人在鄉鄰面前抱頭流
淚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