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地铁撤下陈冠希代言的租车广告
工商部门称此举是考虑市民感受和地铁公共空间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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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四年前的“ 艳
照门”事件后，香港明星陈冠希一度名誉
扫地。即使事隔多年，依旧无法摆脱“ 艳照
门”带来的负面形象。当由其代言的广告
一进入上海地铁后，便引来部分乘客的抵
触。

在工商部门的协调下，昨天上海申通
德高地铁广告有限公司全面撤下地铁内
所有的陈冠希广告。

“ 陈冠希”进地铁引争议
地铁方面称该广告经过审批

“ 陈冠希进上海地铁了。元芳，你怎
么看？”近日，包括1、4、7、8等上海多条地
铁线路内都出现了由陈冠希代言的某租
车公司的广告。这一系列广告由两幅不
同的海报组成，分别贴在地铁车门的两
侧。陈冠希的形象地占据着海报大部分
的版面。

对于“ 陈冠希”进上海地铁，乘客们
有弹有赞，也有一部分人觉得无所谓。“ 请
陈冠希代言租车，明目张胆鼓励来车上拍
艳照。广告的整体暧昧气息太浓，即使思
想单纯的人，也禁不住会想到之前的艳
照，更何况，广告上还有‘ 寻开心，0开销’
的词，这不是更明显地暗示你，不用任何
顾虑，不用花一份心思吗？”

网友“ 兔爸”极力反对，“ 问题艺人的
大幅广告出现在公共空间，这是在宣扬什
么？会不会有损公德误导青年？”但也有乘
客认为这并无不妥，“ 时过境迁，犯了错误
也应该允许人家改正，应该让别人重新来
过。”

地铁方面则解释，地铁车站和车厢内
移动电视以及灯箱、海报等刊播的广告，

一律都经过工商部门的审批，合法合规，
“ 至于是谁代言广告，这个不是地铁方面

决定的。”

律师称法律上无问题
但多数网友明确表示反对

相比部分地铁乘客无所谓的态度，网
友却很抵触“ 陈冠希”进上海地铁。昨天
记者发现，腾讯网还对此发起了“ 你怎么
看陈冠希广告进地铁？”的网上调查，截至
记者发稿子时，已有17000多人参与了投
票，其中有55.13%的网友持反对态度，认
为“ 有伤风化”；而有25.15%的网友觉得
这个广告对自己来说“ 无所谓，与我没关
系”；而只有19.72%的网友表示“ 支持该
广告进地铁”。

不过，律师们认为：请陈冠希代言做
广告法律上并没有问题。上海汇业律师事
务所吴冬律师表示，既然该广告的内容通
过了工商部门的审核，显然是合法广告，
符合中国的广告法，至于该不该请有争议
的艺人代言，从法律上讲，对此没有相关
的规定。

经工商部门协调
地铁方已主动撤除广告

不过昨天下午，记者乘坐上海地铁
时，却发现车厢内原本贴着陈冠希广告的
广告栏内已经换成了申通地铁自己的广
告。记者遍寻多条地铁线路，均未找到陈
冠希的“ 身影”。

上海工商认为，考虑到市民的感受和
地铁公共空间的特殊性，在工商部门协调
下，上海申通德高地铁广告有限公司已主
动着手撤下所有陈冠希广告。

以人防设施保密为由，南京地铁宣布
禁止乘客在站台拍照。但在上海方面却暂
无此禁令。不过上海地铁昨天表示，如果
乘客拍照影响到了正常运营，同样也可能
被阻止。

针对南京地铁站内禁止乘客拍照，不
少网友表示，上海地铁站数量巨大，地下

“ 风景”是摄影亮丽的风景线。如果不能
拍照太可惜了。对此，上海地铁部门表示，
乘客在地铁中的个人行为，均应以不影响
出行安全为基本前提。

“ 原则上来说，如果乘客的拍照行为
只是为了留念，且没有对地铁运营安全秩
序造成影响，我们一般不会阻止和禁止。”

但地铁运营方亦坦言，考虑到上海地铁客
流量高、运营压力大，对乘客的拍照行为
也有一定的限制，“ 不能影响到列车的正
常运营和车站的秩序。”

运营方介绍，如强行进入驾驶室拍
照、使用闪光灯对着司机拍照、在上下客
时阻塞通道拍照等行为，均是不允许的，

“ 进入驾驶室会影响正常驾驶，使用闪光
灯会影响司机瞭望视线，而阻塞上下客通
道更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运营方据此强调，如果乘客拍照的行
为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运营秩序，车站工
作人员就会进行劝阻。

记者 陈轶珺

南京地铁站内禁止乘客拍照

沪暂无禁令但影响运营也会阻止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由市社联主办
的第11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昨
天在市群众艺术馆拉开帷幕。

活动周期间，市社联将组织东方讲坛

宣讲队伍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机
关、进校园，紧密结合实际和干部群众所
思所想，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
举办千场宣讲活动。

及早抗病毒寿命延30年以上
卢洪洲教授曾收治过这样一名患者，

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感染艾滋病病毒，九
十年代后期发病，从2003年开始接受正规
治疗，如今该名患者已经六十多岁了，活
得很好。

在卢教授的最新研究课题中，首次在
全国艾滋病主要流行区进行大样本的结
核病流行病学调查，初步分析结果表明：
抗结核治疗两周后就开始抗HIV治疗的
患者，他们的病死率低于8周后才开始抗
HIV治疗患者的病死率。前者发生免疫功
能重建的比例高于后者,早期抗病毒治疗
有利于免疫功能重建。

卢洪洲教授指出，艾滋病并不可怕，
只要及早开展抗病毒治疗，患者寿命可延
长30年以上。这不仅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
是件好事，而且控制住病情也意味着控制
住了传染源，艾滋病病毒也就不会进一步

传播了。

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中流行率高
目前，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中流行率

非常高。卢教授指出，不少人存在认知、
行为上的脱节。许多人明明知道男同性
行为是一种更危险的感染途径，可最后
自己还是被感染了。没有保护的性行为
是非常危险的。

他表示，预防艾滋病经性接触传播
主要是杜绝不洁性交，减少性伙伴，洁
身 自 好 是 预 防 艾 滋 病 的 最 好 措 施 。他
建议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最好每年一
次进行抽血检查，一旦发现便可及时
接受治疗。

卢洪洲教授呼吁，不要歧视艾滋病患
者，他们是病人，不是罪人。他强调，市民
不需要对艾滋病有太多恐慌，艾滋病只能
通过母婴传播、性和血液传播三个途径传
染，普通人不会轻易得上。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手机导航、电子
账单、智能交通⋯⋯“ 智慧城市”的成果，
越来越多地走进百姓生活。为让更多市民
了解“ 智慧城市” 与百姓生活的息息相
关，“ 2012上海市智慧城市宣传周” 将于
下月4日至14日举办。

在宣传周期间，市经信委委托上海市
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青年报社联合编制
的《 我身边的智慧城市》宣传册，将于下
月4日至9日，免费向市民发放。宣传册从
出行、美食、购物、娱乐、旅游、社交、健康、
学习、理财等方面介绍了常用的移动互联
网应用。宣传册将在宣传周开幕式上正式
发布，首期发行10万册，免费向市民发放。

今年，确定了首批9家上海市智慧城
市体验中心。宣传周开幕式上将宣布体验
中心名单、参观时间和预约方法等，向社
会开放，供市民参观体验。其中，宣传周期
间，将全天候向市民开放。

市经信委介绍，近两年来，上海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
光纤到户覆盖能力和用户规模国内城市

第一、WLAN覆盖密度和规模国内城市第
一、城域网出口带宽国内第一。

目前，全市140个主要公共场所已开
庭i-shanghai公益上网服务，市民可在当天
累计免费上网2小时，到2013年底将在公
共交通枢纽候客区、文化场馆活动区、公
立医院候诊区等450余处主要公共场所开
通该项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心血管发病率
逐年趋年轻化，但是技术规范上，却很难
做到完全步调一致。上海市胸科医院日前
被授权成为“ 美国心脏学会专业示范中
心”，以后国外先进的技术标准和指南将
于第一时间在本市多家大医院进行培训。
除了大医院外，专业的技术还将渗透到基
层医院，最终普及到每一位患者。

记者了解到，美国心脏协会（ AHA）
是全球心血管领域最权威的专业组织之
一。上海胸科医院在今后的一年里，将对
周边医院或城市起到专业示范作用。

及早开展抗病毒治疗
艾滋患者寿命可延长30年

明 天 是 第 25
个“ 世 界 艾 滋 病
日”，今年的主题
是“ 行动起来，向

‘ 零’艾滋迈进”。
由卫生部艾滋病防
治专家、上海市艾
滋病治疗专家组组
长卢洪洲教授领衔
开展的最新研究成
果表明，艾滋病早
期抗病毒治疗有利
于免疫功能重建。
只要及早开展抗病
毒治疗，患者寿命
可延长30年以上。

本报记者 顾金华

“ 智慧城市”宣传周下周二开幕

明年本市将在450余处开通“ i-shanghai”
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开幕

胸科医院成“ 美国心脏学会专业示范中心”

来自长宁的社区医生在专业医师的
辅导下学习胸科知识。本报记者 杨磊 摄

志愿者正在向市民征集微笑，支持艾滋病人正常工作。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张瑞麒 摄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