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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时间 一处告示牌坍塌 ! 处工棚倒塌
宁波紧急排查施工现场安全隐患
记者 张文静

近日，位于永丰路上的宁波恒威置业横河街项目
建筑工地围墙及告示牌坍塌，
致一名花季少女死亡。
仅隔一天，宁波市区 ! 处工棚倒塌。其中，位于百
丈东路与海晏路交叉口的一处简易彩钢工棚倒塌，致
两名女子被埋，随后救出。
夏季高温、雷暴大风天气频发，导致建筑工地围
挡、工棚等坍塌，甚至造成人员伤亡。针对此情况，
宁波
市住建委昨日紧急下发《关于切实加强夏季高温、台风
和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以下简称
“紧急通知”
），在排查施工现场安全隐患、认真贯彻作
业时间要求、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等方面，对建筑工地施
工安全进行规范。

具，
工棚内乱拉乱接电线的现象比较普遍。
昨日，
宜家花园的广告牌倒塌，硕大的广告牌砸向
了路边。
面对安全隐患随处可见的现象，
宁波市住建委下发
紧急通知，要求全面排查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全数排查
施工现场的临时设施、围墙、标牌设置、大型广告等，有
问题的立即加固或拆除处理。同时，
对深基坑、
建筑起重
机械、
承重支模架、
脚手架等进行全面检查，
特别是要对
基坑围护、
机械设备和脚手架基础及稳定系统进行重点
检查，
发现存在重大隐患的应立即停工、
整改。
此外，准备好应急预案，在暴雨、大风等天气来临
时，
必要时及时迁移临时设施、
撤离现场人员。

工地现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昨日，临近中午 "# 点，鞋子踩在道路上都有灼热
的烫感。据宁波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告显示，当天最
高气温为 $% 摄氏度。
记者来到施工火热的东部新城几个建筑工地，看
昨日记者走进在江东一家施工工地现场的临时工
棚，只见一间房间内摆满了电磁炉、热水壶等做饭工 到宁波中心项目的建筑工地已经静悄悄，工地上空荡

安全隐患随处可见
紧急通知全面排查

荡的。一位负责人说，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已经安排工人们
去休息了。
而与宁波中心不远的一处建筑工地上，
传来机器操作
的声音。记者在工棚附近的小店门口，遇到两位来自山东
的工人，他们说中午有简短的休息时间，下午两点还是要
准时开工。
夏季高温期是建筑事故的易发期、
多发期。在宁波市住
建委下发的紧急通知中，
要求有关企业适当调整作息时间。
紧急通知说，企业和工程项目部要严格按照《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及市政府的要求，遵守高温作业要求：日
最高气温达到 !&!以上，停止当日露天施工作业；日最高
采取
“做两头、歇中间”的
气温达到 $'!以上、
!&!以下时，
方法，上午 (& 时 $& 分至下午 $ 时不得安排露天施工作
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以上、$'!以下时，采取换班轮休
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露天施
工作业劳动者加班。同时，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确保临时宿
舍通风良好，含盐清凉饮料和仁丹等防中暑药品供应充
足，确保高温作业场所的通风隔热降温措施到位和工地食
堂食品卫生安全。

"#$$ 幅摄影作品 呈现家园十景
卡纳湖谷夏日风情摄影大赛圆满落幕
由华润置地（宁波）有限公司联合都市快报、快拍 品奖”。
快拍网等共同举办的“卡纳湖谷夏日风情摄影大赛”近
快拍小友“不知道的人”最终拿下本次活动的金
日落幕。本次摄影大赛自 . 月下旬启动以来，吸引 $++ 奖，获得现金奖励 !+++ 元。“不知道的人”拍摄的卡纳
多位摄影爱好者、快拍小友前往卡纳湖谷采风、取景。 湖谷组图，从各个角度挖掘了卡纳湖谷的美景，其中用
“鱼眼”技术拍摄的红酒会所酒窖的照片，让人眼前一
截至活动结束，收到有效参赛作品近 "<++ 幅。
在近期举办的颁奖典礼上，共 $+ 幅入围作品在东 亮。
“太漂亮了！以前也来过红酒会所几次，
没想到酒窖
现场前来参与投票的卡
钱湖畔的卡纳湖谷红酒会所进行了展示。通过紧张而 还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拍摄。”
严密的现场投票及专家评选，最后有 "" 幅作品获得了 纳湖谷业主陈女士说，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摄影作品，
金、银、铜奖和 - 个单项奖。
让自己对每天居住的家园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卡纳湖谷依托天鹅湖、世族山等自然景观资
颁奖典礼现场，两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
获奖者、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傅拥军，宁波市摄影家 源，在项目内部打造了“卡纳十景”，作为献给业主最美
卡纳湖谷业主依
协会主席沈一鸣以及华润卡纳湖谷相关领导等组成 的私家风景。十景的打造已渐入尾声，
的专家评委团队，对 "" 幅获奖作品进行了一一点评 据自己对十景的理解以及体验，为其命名的征名活动
及颁奖。另有不少快拍小友在微博上转发了自己的摄 也已经结束。本次活动现场根据投票情况，揭晓了“卡
最后的命名。
影作品，而转发量前十的作品也获得了“网络人气作 纳十景”
记者 张文静 摄影 李默男
卡纳湖谷夏日风情摄影大赛颁奖现场

世界版画大师传递童稚和快乐的魅力

村上隆版画作品 % 月下旬亮相宁波
快报与你相约和义大道购物中心
简讯

原太丰面粉厂面粉桶
变身“!·艺厂 "#$%”
在原太丰面粉厂面粉桶基础上改造而
成的“*·艺厂 (%$(”近日亮相。项目由美
麟文化、一风艺术联手打造，旨在文化创
意和历史建筑保存开发之间实现完美结
合，打造符合城市居民追求、融合城市美
学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目前入驻
的有世茂品牌文化馆、大型文化企业“东
方水墨”、意大利国际集团国际生活体验
中心等。
（张文静）

&'"$ 宁波婚庆博览会
( 月 %' 日举行
“#+,$ 爱你 一 生 浙 江 宁 波 婚 庆 博 览
会”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在宁波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本次博览会是迄今为止宁波
规模最大的婚庆展，囊括婚纱摄影、婚庆酒
店、婚房婚车等婚庆行业链上的 ,)& 余家
知名品牌商家。同时，组委会还将同步推荐
兴普·东方一品、新中宇·维萨公馆、金达
（张文静）
利·公园一号等婚房楼盘。

凝视一朵花，你会会心微笑；遇见一朵大笑的花朵，
缤纷的色彩、可爱的造型扑面而来，你又会如何？跟着这
些花朵一起大笑，让你心情舒展，这就是来自村上隆版画
的魅力。- 月下旬，来自世界版画大师村上隆的近 $& 幅版
画作品将在宁波和义大道购物中心与市民见面，而一件
大师级作品价格仅相当于一个奢侈品包包。这个夏天，用
笑脸、花朵、水母等可爱造型，来感染你的好心情吧。

记者 张文静

隆动用几十种颜色，樱花、蘑菇、熊猫、樱桃等多彩图案，用在 /0 经典系列上，掀起了热
卖高潮，为路易威登带来了上亿美元的进账，使这个品牌在欧洲消费的低迷时期攀上了
销售榜首。
村上隆在正式出道以后，
《*12345》成为他的识别性作品，随后的《我孤寂的牛仔男
孩》和咧开嘴笑的花儿们被频繁曝光于全球。
#++$ 年，村上隆的一幅作品以 .-++ 万日元（约合 !#)2-- 万元人民币）成交，从此一
跃成为
“日本人单件艺术作品的史上最高价”
。#++. 年 ) 月，
村上隆的作品在拍卖会上被举
到 , 亿日元（约合 .#.2#) 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村上隆迎来他的辉煌时代——
—作为名单上唯一的视觉艺术家，被《时代》杂
#++- 年，
村上隆是谁？
村上隆，是上世纪 .+ 年代以后出生的日本艺术家中 志评价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村上隆个人作品回顾展在巴黎凡尔赛宫开展。
#+,+ 年，
极具影响力的一位，
在日本受到广泛喜爱，也是日本新一
代年轻人的偶像。这位与一线大牌频频合作并引领潮流的
艺术顽童，打通了高雅艺术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被称 传递童稚和快乐的魅力
作当今国际上最热门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艺术家之一。
缤纷色彩的笑脸花朵，充满整个画面，在你的眼中，你会感受到这些花朵开怀地笑
你一定听说过成为众多女明星心头好的 /0 樱桃包， 着，
向你展示着美好的生活。
在村上隆的版画世界里，一直保存着一种让人愉悦的童稚感，
扁平化的漫画人物、植
这个樱桃包就是村上隆与 /0 携手打造的一个奇迹。村上
物、
花朵，
这些充满童稚感的元素，受到了大众和收藏家的喜爱。
主持人蔡康永就曾在 《康熙来了》 录制现场展示他最爱的收藏品——
—村上隆版画
“678 39: 新生活”。此系列版画是村上隆为慈善推出的作品，鼓励灾后人们重建新生
活。他还经常将村上隆的版画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明星朋友们。
村上隆的作品既融合东方传统与西方文明，高雅艺术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对立元素，
同时又保留了其作品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是一种结合日本当代流行卡通艺术与传统日本
绘画风格特点的产物。
村上隆将米老鼠的变体形象植入自己的作品（*;2345），将它视为自己的化身并成
为独特的视觉符号。疯狂彩蘑菇和蘑菇云也是村上隆的象征图腾，那些被制作成立体的
蘑菇总让人想起幼儿园里的蘑菇建筑或者童年的种种记忆。
而在 345 和蘑菇上经常又会出现漂浮的眼睛，虽然在村上隆的心中，每个符号都代
表着一种沉重的社会意义，但这样的“想法”并无损他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和轻松，
以至于参观他的作品展览的观众，从潮流的年轻人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
村
村上隆曾发表
“幼稚力宣言”，向世界推销着日本潮流文化。这些充满童稚感的元素
上
隆
也名正言顺地进入西方时尚的中心。如今，这个鬼才艺术大师的版画作品也将登陆宁波，
版
为宁波市民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和心灵愉悦之旅。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