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蛇年将至，
申城各处开始出现以此为主题的艺
术装置，在上海新天地，一座”蛇
亭”装置夺人眼球。艺术家用现代艺
术演绎富有神秘色彩的蛇元素文
化，倾情打造一系列蛇年主题公共
艺术装置，让沪上市民近距离接触
公共艺术空间。

“ 哇，上面有一个金元宝！”在
新天地南里广场，一座气势恢宏的

“ 蛇亭” 装置下聚集了很多围观驻

足的人，只见整个蛇形装置用银色
钢管支撑而上，镶嵌着带有吉祥寓
意花纹的霓虹图案，五光十色的光
影变换宛如灵蛇舞动，蜿蜒起伏，顾
盼生辉。

在“ 蛇亭”中抬头仰望，清晰可
见覆盖在“ 灵蛇”身上的数十种特
殊文字和吉祥图腾：“ 双鱼” 寓意

“ 岁岁平安”，“ 宝瓶”寓意“ 平安吉
祥”，“ 到福” 寓意“ 福到运来”，

“ 中国结”寓意“ 红火联通”⋯⋯

蜿蜒“ 蛇亭”亮相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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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摄影师老上海人物照片编印成册
700幅照片精选入册 还健在的照片中人物到场叙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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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标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备受瞩目的
上海外滩地王项目传出最新消息，该
项目已正式定名为“ 外滩金融中心”，
于1月28日顺利完成了南、北两区的地
下室大底板浇筑。项目计划于今年年
中完成地下作业，从地下施工转入地
上，“ 拔地而起”逐步攀高至180米，成
为上海外滩金融集聚带第一地标。

外滩金融中心坐落于外滩金融
聚集带核心位置，沿黄浦江面418米，
紧邻外滩万国建筑群，与浦东陆家嘴
CBD金融区隔江相望；项目西俯豫
园、北望万国建筑群、东观陆家嘴，咫
尺十六铺国际游艇码头。

据悉，该项目在同规模的基坑、
施工难度和进度上都创造了新的纪
录。工程自2011年12月开始进行第一
根桩基施工，此后各项施工均按计划
快速推进。2012年11月，BFC工程在
北区进行了第一次底板混凝土浇捣
作业，南区也于2012年12月25日晚进

行了第一次底板混凝土的浇筑，北区
于2012年12月完成了全部26000方混
凝土浇筑，南区于2013年1月28日完
成全部45000方混凝土的浇筑。

作为外滩金融集聚带首个“ 城
市国际会客厅”,这里将汇聚金融、商
业、旅游、文化、艺术等多种功能，涵
盖企业会馆、企业总部、购物中心、艺
术中心及精品酒店五大业态。

复星集团发布的新闻稿显示，目
前，外滩金融中心建设工程一切进展
顺利，该项目计划于2015年6月竣工。

外滩金融中心今年将“ 拔地而起”

首度披露工程最新进度
大底板浇筑昨顺利完成

外滩金融集聚带———北起苏州
河南岸，南至陆家浜路-外马路，东
临黄浦江，西到河南中路-人民路-
桑园街，约为2.6平方公里，以“ 金融
服务中心”、“ 资产管理中心”和“ 资
本运作中心” 三大板块为基础打造
高度复合的国际金融集聚区。外滩金
融集聚带未来五年新建楼宇总量将
达180万平方米至2020年，商业办公
建筑总面积将达440万平方米。

据十六铺改造方案，项目旨在推
进外滩滨江发展轴、北段老外滩地区、

中段十六铺地区和南段董家渡地区，形
成“ 一轴三段”的组团式结构十六铺所
在的中段”，从延安东路至复兴东路。
定位主要是金融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
中心，集聚金融专业服务的总部。

按计划，至2020年，十六铺地区
将完成近70余万平方米高档商务楼
项目, 建成“ 8-1地块”外滩金融中
心、“ B4地块”金外滩国际广场以及

“ 596”、“ 新和平”等项目，将十六铺
地区建成体现上海城市形象的新标
志性区域，带动金融功能向南延伸。

十六铺和外滩金融集聚带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携手步行
于巧克力香榭大道，感受欧洲风情的
同时尽享甜蜜；在“ 幸福传递站”，手
写一张明信片寄给所爱的人，或DIY
一份属于彼此的巧克力⋯⋯眼下，正
在上海东亚展览馆举办的世界巧克力
梦公园，成为了今年冬季年轻人约会
的又一新地标。记者昨天从主办方获
悉，与以往不同，今年新春期间，游客
不仅可以慢品慢游巧克力梦公园，情
侣拍照发微博还有机会获得徐家汇源
景区纪念立体明信片与巧克力礼物。

马上要回家过春节的情侣戴先
生与曹小姐告诉记者，原本以为巧克
力梦公园只是小朋友游乐的地方，来
了才知道原来那么浪漫。“ 梦公园里
有巧克力埃菲尔铁塔、巧克力天鹅、
巧克力南瓜车等大件物品不奇怪，但
充满欧式风情的巧克力香榭大道上，
居然有这么多如同真实奢侈品的巧
克力工艺品，太令人赞叹了。”曹小
姐说，那些巧克力礼服、巧克力高跟
鞋、巧克力威尼斯面具，倒真令她有
穿戴的欲望。

除了巧克力工艺品令游客驻足
不前，梦公园的国际巧克力工艺大师
表演区，也排起了长龙。来自比利时

和墨西哥的巧克力大师现场表演制
作巧克力工艺品，还特制融合了各国
美味的巧克力：芥末巧克力、咖喱巧
克力、酒心巧克力供游客品尝，前来
参观的游客有机会现场“ 偷师”学做
巧克力玫瑰花。

据主办方介绍，为了满足年轻的
消费群体，巧克力梦公园今年特意为
情侣顾客定制了多项活动：前来参观
的年轻朋友可以在“ 幸福传递站”手
写一张明信片寄给对方，DIY一份属
于彼此的巧克力，在星空下的咖啡馆
品尝咖啡，享受梵高画中的浪漫情
怀；或在幸福广场拍照留念，在巧克
力旋转马车见证爱情的萌芽和开花
结果的浪漫际遇。此外，魔幻剧场还
邀请了参与过《 太阳马戏团》、《 妈
妈咪呀》、《 歌剧魅影》 的国际演出
人员，现场带来欢乐惊奇的《 巧克力
王国历险记》歌舞剧，为年轻顾客打
造梦想与现实对话的甜蜜空间。

活动期间，购票入园参观世界巧
克力梦公园的游客，持门票并可当场
免费换取徐家汇源景区的旅游联票；
每天前十对在内拍甜蜜照片传微博
的情侣顾客，还有机会获得徐家汇源
景区纪念立体明信片与巧克力礼物。

巧克力梦公园新春揽客出新招

游客可学做巧克力玫瑰 晒照还有礼送

2011年，犹太摄影师沈石蒂拍摄的老上海十里洋场名媛绅士的照片曾在微博上火了一把。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照片没有被人们淡忘，而是被悄悄编撰成书。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昨天，以色列
驻上海总领事馆等在犹太摄影师沈石蒂照相馆旧址———上海南京东路171号美伦大楼联合举行沈
石蒂老上海系列摄影作品集《 瞬间永恒：沈石蒂摄上海华洋人物旧影》首发式暨老照片研讨会。而
昔日照片上的旧人也被邀请到现场。 本报记者 范彦萍

摄影师拍摄的照片被印刷成画册出版，一位老先生正在翻阅画册。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故人看老照片感慨时光流逝
当年被母亲抱着拍母子合影照

那会，孙逊才1岁，母亲也是年方二
十七八岁的少妇。昨天，孙逊来到现
场，看着画册里的老照片，颇有些不
可思议，摇着头问“ 这是我吗？”时
过境迁，这位人到中年的男人不由
得感慨，“ 岁月沧桑，我真的老了。”
如今，孙逊的母亲身体很好，但由于
天气的缘故，没有出席研讨会。

孙逊表示，这些照片拍摄的都
是很普通的人和事，通过这些影像，
能让两个有共同特点的民族，回忆
起过去的历史。这两个民族都有悠
久的文化历史，受过很多苦难。因此
能友谊长存。

另一位老人陈立善看到书中58
年前的老照片时，不由得回忆起了
年轻时的一幕幕。“ 这些照片原本是
压箱底的，去年突然曝光于众，真是
太意外了。现在又印成册了，很不容
易啊。我记得拍照片那会我25岁，现
在已经84岁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

精选出的700幅照片全部入册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艾雅克指

出，在历史上，对于犹太人来说，上
海是一座有着特殊感情的城市。二
战时期，虹口区提篮桥，在那个纷乱
的年代，对遭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

来说，也许称得上是全球最温暖、最
宽容的地方。当年，敞开胸怀的上海
接纳了几万欧洲犹太难民。以色列
驻沪总领事馆一直致力于推动以色
列与上海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沈石蒂项目便是其中一个缩影。

沈石蒂人像摄影作品留存下来
总共700幅，已经全部收入这部画册
之中。画册分为孩童篇、淑女篇、绅
士篇、合影篇，并在2个附录中收录
了他的生活、工作场景照片以及他
拍摄的外景照片、艺术照片、广告照
片和照片背后留下的多文种手迹，
并附上了各地媒体的报道目录。

这批老照片记录了 1922 年 到
1955年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跌宕起
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据统计，
在这700幅老照片中，外国人约占
55%，中国人45%，其中又以女性为
多，约占65%。

画册里的每个人物都姿态万
千，绝无雷同，用光柔和，尽显优雅
雍容之美，虽然绝大部分人物的身
份还不能确定，但从目前已能确定
的人物来看，既有普通的上海市民、
高级白领、电影明星，也有成功的企
业家、政府官员、外交人士。

画册里还不乏当年的名流：如
身着北洋海军少将礼服的福建闽侯
人陈绍宽，曾加入英国海军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抗战时期又作为国
民政府海军总司令指挥江阴保卫

战，将国民党海军所有军舰自沉于
长江江阴一线，阻止日寇军舰西犯；
又比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美
国人费信淳，他支持中国抗日，日军
占领租界后，被日军关入集中营，最
后死在集中营里。此外，据沈石蒂
笔记记载他还曾为宋子文的母亲浙
江余姚人倪桂珍、意大利外交部长、
罗马教皇特别代表等重要人物拍过
照片。

专家赞叹照片记录下了一个时代
当天，沪上著名历史文化、摄影

艺术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著名作家陈
丹燕、王小鹰以及在沪犹太社区人
士10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专家们参观了现场展出的20幅
老照片，对照着在场的照片主人，纷
纷指出，这些老照片既讲述了当时
端坐于他镜头前的那些华洋人物的
个人经历，也反映了20世纪中期犹
太社区在上海的精彩生活。

一位专家表示，画册的出版，将
使画册成为一座永不关闭和在全世
界游动的沈石蒂老照片展览，以期能
找到更多的照片主人，深入挖掘这些
照片主人背后的人物命运和历史。沈
石蒂老照片已经成为了一个还原历
史细节，追寻人物命运，挖掘城市历
史文脉的多维度文化事件。

新天地“ 蛇亭”。本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