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南方日报

1、深圳美术馆等 10 展馆免费开放——首届国际摄影周 22 日

开幕

2、2014 中国网球大奖赛开幕

●南方都市报

3、南都“记者街坊”明日到东门

4、突发灾难，救援得讲科学——深港珠澳急救队大“练兵”

5、地铁工地塌陷殃及多家管线——事发地铁九号线银湖站工

地，有人行道塌陷，电信等单位抢修管线

●深圳特区报

6、罗湖计生服务管理有“特别创意”——真情关怀在罗湖，惠

民服务暖人心

7、揭幕战张岳获胜挺进次轮——中国网球大奖赛开幕

●深圳商报

8、罗湖盛开文明花——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全民创建

9、70 岁开始领高龄津贴，可否？——新政若通过可惠及 2万多

户籍老人，为珠三角最高标准

●深圳晚报

10、古诗文公益课堂首期开讲

11、深港珠澳携手，演习联手救灾

12、中年男女公园揽客当众按摩——深晚记者对福田、南山、

罗湖部分公园不文明现象进行调查

●晶报

13、中国网球大奖赛昨天开幕

14、深港珠澳首次联合演练，突发灾难医疗救援

●香港商报

15、深港珠澳首联演应对天灾



2014 年 10 月 20 日 AII03 版

首届国际摄影周 22 日开幕

深圳美术馆等 10 展馆免费开放

22 日下午，“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将在东湖湖畔的深圳美术馆启幕，18 场世界级水平的摄影主题展览将在罗湖辖区内的 10 个美

术馆、博物馆和艺术场所举行。

秋高气爽的时节适合散步、观画，循着布展线路，摄影爱好者可以从繁华的老城区一路行至静美的梧桐山，观赏各个国家和地区摄

影师的佳作，或是 150 多年前的彩色老照片。

据了解，此次“深圳国际摄影周”的展期为 22 日至 30 日，届时，深圳美术馆、罗湖美术馆、梧桐山艺术小镇大望艺术高地、东门

步行街摄影广场、深圳市博物馆（旧馆）、深圳市文博宫等 10 个文化艺术场所将免费向市民开放。

3万多幅作品参评来自 71 个国家地区

18 日，记者来到深圳美术馆，“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的策展团队正为布置展厅而忙碌。作为承办方的负责人，罗湖摄影学会会

长孙成毅正与受邀来到深圳的北京策展人热烈地讨论展厅布置。“我们不做大排档式的展览，希望通过布展给市民带来非常好的参观体

验。”孙成毅表示，自己对这一系列展览充满期待。

此前数月，深圳国际摄影周的会务组向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征集作品，一共收到 32377 幅照片，来自 71 个国家和地区的 5488 位摄

影师。9月中旬，经过 10 位国际权威摄影评委的评选，80 幅彩色和黑白获奖作品从中诞生。22 日开始，上述获奖作品以及部分优秀作

品将在深圳美术馆展出。

据了解，“2014 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是经文化部批准，由罗湖区联合深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市文体旅游局和市文联共同创

办的摄影沙龙。它被视为国内继北京、上海后的第三大国际摄影展，也为广东举办国际摄影展开创了先河。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首届深圳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得到了国际影艺联盟（FIAP）和加拿大摄影艺术协会（CAPA）的认

证，成为继北京、上海后，大陆地区第三个获得 FIAP 认证的国际展览，大赛入选作品均可计入 FIAP 的名衔申请。



10 个场馆同时办展艺术与历史价值兼具

“在一个城市的 10 个展馆同时举办影展，这在国内还不多见。”孙成毅介绍，此次深圳国际摄影周的展览作品可谓丰富多彩，而

主展馆——深圳美术馆的展览更是“不可不看”。除了获奖作品展之外，还有数个特别展览：被誉为“20 世纪摄影先驱”的已故美国

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EdwardSteichen）的原作展览——“一个偶像的遗产”；还有被称为“第一位拍摄北京的摄影师”的意大利人

菲利斯·比托（FeliceBeato）在 1860 拍下的老北京……

孙成毅尤其推荐深圳美术馆中的彩色老照片展，这 60 多张珍贵的彩色老照片，来自美国著名收藏家斯蒂芬·怀特（StephenWhite）

的私人收藏，“这是这批照片第一次进入中国，它们全部是 150 多年前的原作，收藏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非常高。”孙成毅说。

而罗湖美术馆的优秀当代艺术摄影作品也不容错过。例如当今世界上最知名的捷克摄影师简·索德克（JanSaudek）的个展“残墙

前的影像”——作品充满对女性的崇拜、侵略性以及怀旧的非现实感，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美术馆都收藏了他的作品；还有芬兰裔摄影

师阿诺·拉菲尔·闵奇恩（ArnoRafaelMinkkinen）的个展“SAGA”——他以拍摄简洁、瘦削、敏捷和裸露的形体而闻名于世；还有美

国人乔治·泰斯（GeorgeTice）等当代摄影大师的作品。

而其余展馆包括梧桐山艺术小镇大望艺术高地、东门步行街摄影广场、罗湖区文化馆展厅、深圳市博物馆（旧馆）、深圳市文博宫、

深圳中心书城（深圳艺廊）、华美术馆、雅昌艺术馆。不同的展馆各有特色，市民可以欣赏到来自台湾地区、南非、欧洲、日本等地摄

影家的作品。

免费讲座，摄影家与收藏家齐聚

除了举办著名摄影师的原作展览，23 日全天，“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还将在罗湖美术馆演讲厅举办颇具分量的讲座，免费对市

民开放。在孙成毅看来，这些讲座对摄影爱好者来说也是“非听不可”。

23 日最“重磅”的嘉宾非年过八旬的斯蒂芬·怀特莫属。据了解，怀特先生现在是洛杉矶美术馆摄影艺术委员，他以收藏大量历

史照片而被世界所熟知，他还曾把自己用 15 年时间收藏的 4万张照片全部卖给了日本富士艺术博物馆，因为“精彩的、拥有历史价值

的照片，需要和更多的人分享”。怀特先生这次将与观众分享自己收藏彩色照片的经历。

刚在展览中欣赏过阿诺·拉菲尔·闵奇恩作品的观众，也可以在 23 日听一听有关这位摄影师的讲座。据了解，这场讲座的主讲人

是国内知名策展人画儿。在讲座中，观众可以了解在哪些具有超现实主义风味和强烈永恒感的裸体肖像背后那些史诗一般的拍摄计划，

以及它作品中的启示、怪诞、趣味、迷幻、包容和爱。

此外，来自英国布尔顿大学摄影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王溪也将为观众带来题为“中国老照片”的讲座；来自捷克当代摄影师简·派瑞



比尼（JeanPohribny）的讲座“20 世纪捷克摄影”，将让大家了解位于欧洲中心的捷克的文化，如何受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

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影响，而斯洛伐克文化中的诗意和浪漫主义如何影响着捷克的摄影。

近日，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相关的网页也都作完毕，在“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官网”（网址：www.sziphotoweek.org）、第一届中

国深圳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官网（网址：www.szipe.org）上，您可以查看获奖作品图片、展览作品图片和简介，以及参展艺术家的详细

资料，并了解各个展览和讲座的详细情况。同时，您还可以登录罗湖社区家园网（网址：www.luoohu.com）的专题页面，详细了解观展

“攻略”。

■时间：10 月 22 日至 30 日

■地点：深圳美术馆 罗湖美术馆 梧桐山艺术小镇大望艺术高地 东门步行街摄影广场

罗湖区文化馆展厅 深圳市博物馆（旧馆） 深圳市文博宫 深圳中心书城（深圳艺廊）

华美术馆 雅昌艺术馆

■主要内容

●80 幅彩色和黑白获奖照片 ●“20 世纪摄影先驱”爱德华·斯泰肯的原作展览“一个偶像的遗产”

●“第一位拍摄北京的摄影师”、意大利人菲利斯·比托在 1860 拍下的老北京

●当今世界上最知名的捷克摄影师简·索德克的个展“残墙前的影像”

●芬兰裔摄影师阿诺·拉菲尔·闵奇恩的个展“SAGA”

●美国人乔治·泰斯等当代摄影大师的作品

■纵深 国际摄影周办展——花小钱办大事

两年时间里，深圳在视觉艺术领域迎来了两次国际盛会——去年是“深圳水彩双年展”，今年则是“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而数

以万计来稿抵达的是同一个地址：太白路 2009 号罗湖区文化馆。两场国际沙龙都是由深圳市、罗湖区两级政府联合主办，由罗湖区文

化部门承办，思路均是“花小钱办大事”。

“罗湖的市容比较旧，道路比较窄，高楼很密集，但是作为老城区，罗湖的文化沉淀很厚实，”罗湖区文体旅游局局长廖晓说，正

因为有民间文化长年累月的积累以及政府数年来的逾千万元的文化资金扶持，才使得两次活动均能够“厚积薄发”——投入远远小于同

类的国际沙龙，却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

尽管此次国际摄影沙龙系深圳摄影界的啼声初试，但深圳的摄影力量却不容小觑。据统计，深圳是国内人均相机拥有量最高的城市，

获得国内摄影最高奖——“中国摄影金像奖”的深圳摄影师数量在全国也排在前列。孙成毅透露，在筹备这次活动时，罗湖摄影学会与



政府有个共识：办这次活动不为拉动 GDP、发展旅游业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为提升城市品位和促进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并满

足这座城市诸多影像记录者的需要。

■策源 “政府不干预，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罗湖从来不缺摄影展，老年人、女性、白领、外来工、律师、医生、老师……各个群体的摄影展一年到头从没间断过，但要做一

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不是一拍脑袋就能成行的事”，廖晓回忆，在“深圳国际摄影周”举办之前，罗湖区文体旅游局经过了近两年的

筹备和调研。一来是为了解罗湖区摄影界对国际摄影沙龙的需求，二来则是为考察深圳摄影界“大腕儿”们在世界摄影界的影响力。

不久之后，孙成毅和他的罗湖摄影学会受政府之托，担当起策划此次摄影周的重任。在廖晓眼中，在罗湖建立了深圳第一个摄影组

织的孙成毅颇有“江湖地位”，有 20 多次入藏拍摄的经历以及数个沉甸甸的摄影奖杯。“这次深圳国际摄影周的筹办者中本身就有许

多拿过大奖的人，他们亲历过许多国际大赛，有前瞻性，有许多非常好的点子”，廖晓认为，对这样专业的活动，政府在给予资金和行

政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不干预，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尽管深圳的人均相机拥有量居全国之最，但却是国际摄影沙龙的“处女地”，办国际摄影展经验较充足的北京和上海成为借鉴对象。

“北京是首都，有中国摄影家协会这样的权威组织；上海是最早按国际沙龙的方式办摄影展览的，有 20 多年的经验，而我们的定位是

什么？”孙成毅对这个问题思考许久，可以确定的是，“摄影沙龙的国际性、权威性和群众性，深圳都要具备，我们不求大，不做令人

眼花缭乱的展览”。

孙成毅回忆，整个活动的策划过程中没有太多政府干预，罗湖摄影学会与政府的共识是“办展览不是为了拉动经济和旅游，而是提

升城市文化水平，促进文化交流”。他们兵分两路——政府负责取得文化部对举办国际沙龙活动的许可，摄影学会负责取得中国摄影家

协会的认证，并通过中国摄影家协会联系众多世界著名摄影师和收藏家。

这次活动的关键是取得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FIAP）的认证。罗湖摄影学会工作人员介绍，FIAP 的授予过程非常严格，每举办一

届就须申请一次认证，提交材料后一般要等待 6个月，而“深圳国际摄影周”只用了一半时间便取得了资格。廖晓分析，这与罗湖乃至

深圳的一批活跃在国际摄影界的人密不可分。而孙成毅则道出另一段掌故：1997 年深圳承办 FIAP 第 24 届代表大会时，曾有警车开道

送国外摄影师外出采风，这颇富时代感的一幕给 FIAP 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思路 “不要做只有国人玩的游戏”

经由 FIAP 的网站发出的征稿邀请，令“深圳国际摄影周”收获超过 3万幅投稿。在罗湖区文化局相关工作人员看来，“这样的来

稿量出乎意料”。“第一次办展，原本想着有三四十个国家的来稿就很好了，收到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

惊喜的事。”孙成毅说。



若以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来看，初次办展的深圳收获算是丰富：在“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举办的 15 年之中，参加国家和地区

数量的最高记录是 103 个；而“上海国际摄影展”也已经举办了 12 届，历史上的参加国家和地区数量的最高记录是 62 个。

“千万不要以国际展览的名义来做一个只有国人玩的游戏，”孙成毅回忆，这是策展时工作人员们反复强调的理念。为了保证评委

构成的多元性，在确定评委名单时，罗湖摄影学会打破了主办国设较大比例本国评委席位的惯例，10 位评委中，仅有 3位来自中国内

地，另有 2位来自香港，1位来自澳门，还有 4位分别来自意大利、罗马尼亚、法国和泰国。

对说着不同语言的评委而言，影像是最好的沟通媒介。孙成毅介绍，为了保证评分的公平、公正，10 位评委共处一室，被分为两

组，通过“中国摄影在线”的评分系统逐一为 3万多幅作品进行评分，浩大的评审一共进行了 4天，评审结束当天，来自香港的著名摄

影家哈苏先生表示，这是他参与的摄影评选中，评委评分最认真的一次。因为结果是以投票方式决定，所以在被问及对获奖作品的看法

时，孙成毅坦言“评委不会单独对作品做出评价”，但他“对大部分获奖作品都很认同”。

尽管大家对照片的内涵、艺术性和技巧各有侧重，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与“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华赛”（中国国际

新闻摄影比赛）等以真实性为尺度的评选不同，“深圳国际摄影周”的性质是国际沙龙，以艺术摄影为主，允许为了达成艺术目标对图

片进行后期处理。

在罗湖区文体局工作人员看来，获奖名单本身也说明了此次“深圳国际摄影周”评分的公正和获奖者的多元构成。分获 4个最高奖

项的摄影师分别来自印度、西班牙、中国和阿曼。获奖的 80 幅作品中有 57 幅是国外摄影师的作品，10 个金牌中有 8个是国外摄影师

拿下的。

■土壤 “民间早有积淀，政府顺势而为”

“有人问我，‘罗湖区的财政在老区里面不算高，为什么你们就做成了国际文化盛事？’因为我们不靠突击式的大量投入，我们靠

的是厚积薄发”，罗湖区文体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罗湖区文化部门投入了近千万来扶持民间文艺社团，文化氛围一直十分浓

厚，而此次摄影周亦是在民间已有深厚积累的前提下“应运而生”，相较于同类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这次的摄影周可以算得上“花小钱，

办大事”。

据了解，深圳活跃着一批优秀的摄影师，在历届国际摄影展览、全国人像展、全国商业摄影展和新闻摄影展中获奖无数。而孙成毅、

曹红、王琛、张新民、贺建华、余海波等名字在摄影界都十分响亮。加之得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之先，1997 年在深圳举行的 FIAP 代表

代会，也是中国第一次获权主办国际性摄影艺术交流盛事。

而在罗湖区文体局相关工作人员看来，在深圳的整体氛围之下，“深圳国际摄影周”之所以能花落罗湖，也跟罗湖城市经济成熟、

集聚丰富的城市元素有关。另一方面，罗湖摄影学会是深圳最早成立的摄影团体，会员和活动都堪称最多，也为办展提供了后盾。而于



2009 年创立的“东门摄影广场”则是全国唯一的摄影广场，“可以说，罗湖的摄影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廖晓介绍，在国际摄影周初创的几年，政府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但未来应鼓励这样的活动进行自我造血，更多发挥社会的力量。

今年的摄影周已经做出了市场化的尝试，10 个场馆中，文博宫、华美术馆等 4个场馆的展览是由企业提供赞助并承办的，还有更多企

业也想加盟。廖晓坦言，罗湖区文化部门的预期是“举办 2届到 3届后，政府逐渐减少投入，更多发挥社会和民间力量”。

据了解，此次“深圳国际摄影周”在本地展览完毕后，还将仿效深圳水彩双年展的方式，来年到全国各地的美术馆进行巡回展览。

未来水彩展和摄影周将成为罗湖举办国际文化盛事的一对“双子星”，以年为单位交替出现。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策划/统筹：吕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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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网球大奖赛开幕

南方日报讯（记者/刘昊 通讯员/刘虎）19 日上午，2014 中国网球大奖赛在深圳罗湖网球中心开幕，128 位代表国内网坛最高水

平的选手齐聚深圳，争夺年度霸主。此次大赛的挑战赛将从 19 日持续至 21 日，而冠军赛将从 23 日启幕，一直进行到 26 日。诞生

于 2009 年的中网大奖赛至今已经举办了九届，今年是该赛事落户深圳罗湖的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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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记者街坊”明日到东门

南都讯 记者叶淑萍 第 83 期南都深圳“记者街坊”活动明日将走进罗湖区东门街道，该街道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将与南都记者一

起听民意、解民困。受邀参与活动的还有罗湖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俗话说，“没到东门老街，就不算来过深圳”。东门步行街一直被誉为深圳城市发展和商业文化的“根”。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

一到节假日，东门日客流量经常突破百万。如此庞大的客流量，对街区管理人员来说，是一种考验。

为了给消费者打造一个舒适的现代化购物环境，近年来，罗湖区东门街道办在东门步行街的综合治理上下了不少功夫。2012 年 4

月，东门街道采取零容忍，大力整治步行街内猖狂的乱摆卖；2013 年 4 月，东门街道对步行街内存在的大量“职业乞丐”进行清理；2

013 年 7 月，东门街道在全市率先对乱扔垃圾进行罚款。通过常效执法，上述乱象在东门步行街已经基本不存在。

东门老街这张“深圳名片”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升华？南都“记者街坊”邀你献计献策。你可以到活动现场与本报记者互动，也可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 0755-82121212 参与讨论。

活动时间：10 月 21 日上午 10 时至 12 时

活动地点：东门老街广场

广东省委宣传部“十大优秀品牌栏目”

主办方：南都报系

承办方：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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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灾难 救援得讲科学

深港珠澳急救队大“练兵”

突发暴雨，深圳瞬间变成泽国。两辆满载着内地乘客和港澳同胞的旅游大巴在公路行驶中忽然遭遇泥石流，一辆大巴滑下山坡，另

外一辆翻车，包括司机和乘客在内的 49 名人员全部受伤。此时，深圳 120 电话急促响起。别惊慌！这个情况并非真实发生，而是昨日

深港珠澳首次联合进行医疗救援的演习。

四路人马均“真刀真枪”上阵。首先赶到现场的深圳急救中心急救医生承担起向清醒“伤员”核实灾情，并指挥其他两辆救护车建

立验伤分类区的工作。随即赶到的香港圣约翰救伤队将分类区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和黑色。红色代表伤者情况危重，绿色代表轻微，

黄色代表受伤程度中度，而黑色则代表已经死亡。之后，澳门红十字会和珠海急救中心的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急救不仅包括对伤者的

救治，还有安抚伤者的情绪，为了更好地抢救，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两个野战军医院就已经全部盖好。一名“伤者”性命危急，必须

转运到港大深圳医院进行救治，但暴雨导致陆路通行不畅，深圳急救中心通过市政府应急办紧急向特勤大队申请调派直升机转运，而从

天而降的直升飞机立刻将患者接走。

据悉，此次演练阵容豪华，共有 200 余人参与演练，深圳急救中心主任张福林透露，此次演练旨在为提高突发群伤事件发生后四地

联合实施医疗救援和转运的能力，加强四地在医疗卫生救援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建立伤病员经口岸快速转运机制。

摄影：南都记者 刘有志 采写：南都记者 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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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工地塌陷殃及多家管线

事发地铁九号线银湖站工地，有人行道塌陷，电信等单位抢修管线

南都讯 记者李晓敏 陈铭 17 日中午塌陷的地铁九号线银湖站西端竖井工地，事发后因部分管线断裂被埋，连续两日施工方与通信

部门进行挖掘修复作业，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巨型深坑。施工方中建方面表示，土质松软导致地面塌陷，但地铁通道和地面马路安全并无

影响。

塌陷位置出现大量管道和管线

前昨两日，南都记者持续往现场跟进观察，一直有电信抢修人员出入抢修受损地下管线，隔着围起的路障缝隙查看，可以看到一个

巨型深坑，挖掘机正在挖掘作业，而工人们正在约 20 米深的坑底部用沙袋等物加固周边，此外靠近北环大道的路基下方也大量堆积沙

袋予以加固。南都记者现场看到，受事故影响，人行道已经塌陷，塌陷范围逼近北环大道行车主道。

工地施工牌等资料显示，这里是九号线银湖站西端竖井工程所在地。塌陷位置出现大量管道和管线，错综复杂，且多已受塌陷影响

断落，杂乱不堪。18 日，有通信企业抢修人员对记者称，北环大道北侧人行道下方是多年来许多管线埋设的地方，包括燃气、水管、

通信电缆等，燃气公司还在施工方设置的外墙上贴了施工提醒。

现场技术人员介绍，由于受影响的不是通信主干道，影响范围不是很大。一位抢修技术人员称，第一次进入抢修现场时，看到的塌

陷面积约有 40 平米以上，他认为是地铁施工导致。但此说法引起工地周围警戒的一名男子不满，这名男子要求抢修人员不要乱讲。

施工方：事故因地表土质松软

施工方中建四局相关人士昨日称，事故原因初步评估就是因地表土质松软导致的陷落，但下方的地铁隧道工程并未受到影响，此外

地面塌陷并未持续也得到控制和加固，并不会影响北环大道路面安全，目前施工方正在全力配合地下管线各单位的修复工程。



施工方相关负责人日前对南都称，地铁银湖站施工范围包括一个换乘站银湖站、东西两端两个竖井以及两段地铁 6号线隧道区间。

而事发位置，正好就是银湖站向西南方向延伸的 6号线隧道上方，工程实际上已经属于未来六号线接驳的一部分。

九号线银湖站因为用地问题曾与银湖车站的所有方运发集团多次协商，双方曾一度发生群殴事件。直至几个月后，工程才得以顺利

开工。地铁银湖站的施工将影响到整个 9号线能否按时通车。昨天施工方中建四局在银湖站举行保“站通封顶”仪式，争取明年 3月 3

0 日实现银湖站封顶和隧道区间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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