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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穗规资宣）

东京体育馆、幕张展览馆、代

官山集合住宅……这些日本游的著名

“打卡点”， 都出自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日本现代主义建筑大师

槙

文彦之手。 4

月27日，“筑·梦———

槙

文彦与

槙

综合计

画事务所作品展”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展

览中心开幕。

槙

文彦亲临现场，并与何

镜堂、 崔

愷

两位本土建筑大师对话，探

讨过去、现在、未来时代的建筑设计理

念。

九旬大师亲临现场作演讲

4月27日上午，“筑·梦———

槙

文彦

与

槙

综合计画事务所作品展”开幕。 据

悉， 本次展览由何镜堂院士担任策展

人，以回顾

槙

文彦大师的建筑人生历程

为起点，通过50多年来

槙

综合计画事务

所的代表作品，诠释

槙

文彦的空间化和

社会化的建筑哲学，并通过图片、模型

和多媒体的形式呈现他的一些近期作

品。

当日下午，“建筑与时代———院士

大师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举办，现场座

无虚席。 91岁高龄的

槙

文彦亲临现场，

作了《走向人文建筑》的专题演讲，还介

绍了他本次展览作品之一、也是他在中

国的首座建筑———深圳海上世界文化

艺术中心的设计灵感。

槙

文彦介绍，项目起源于2011年左

右，当时完全是一片空地，但刚接手项

目的他马上发现了几个在景观方面有

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公园、山、海。 为了

这个项目，他与助手前前后后一共到深

圳60次左右，最终设计凸显了多处室内

外公共空间，让普通市民不花一分钱就

能享受到山海美景与人文空间。

据悉， 该项目已于去年底正式开

业。

槙

文彦说，开业次日已经有一些艺

术家自发地在这里弹唱，还有一些听众

自发聚集过来。 正如他所期望的，这里

不同于功能单一的博物馆建筑，而更像

一个“小型城市”，是一处具备丰富社会

性的城市空间。

何镜堂分享规划展览中心设计理念

众所周知，有着“广州城市客厅”之

称的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由何镜

堂院士主持设计。 当日活动上，他以《地

域性、文化性、时代性———为激变的中

国而设计》为题分享了这座建筑的设计

理念。

来到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首

先要经过一段6米长的架空桥， 还可以

望见不远处的白云山。 水池上方悬挑的

展厅有3000多平方米， 没有用一根柱

子。 何镜堂说，这段路程的空间是流动

的，悬挑式的展厅又组成了一个类似骑

楼的结构，很多到访的外宾都觉得非常

符合广州特大城市的身份，颇显“岭南

大气”。

展览馆在靠近白云山一侧还设计

了“白云步道”，参观者可以一面走一面

看白云山的景。 何镜堂还特别提到，设

计该建筑时，特意把有开口的地方都对

着白云山风景区，青山一览无余。

何镜堂表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

筑，只有具体的、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建

筑。 中国由辽阔的疆域、差异的地貌、融

合的民族、多元的文化构成，扎根地域、

融入环境、淬炼文化、彰显时代，建筑将

自然生长、珠玉纷呈。

院士呼吁建筑师留下这个时代

的精品

演讲结束后，主题对话环节邀请了

槙

文彦、 何镜堂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崔

愷

参与。 对话

以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

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为索引，衍生

出建筑在曾经的时代、当下的时代以及

未来的时代所承担的重要角色等话题。

崔

愷

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建筑师跟

随着时代不断进步，应该留下这个时代

的精品。 高质量的建筑，在未来五十年

或者一百年都会被人们所尊重。 在三十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越来越觉得，个

人的风格固然重要，更多地还要去看待

社会发展的需求。

何镜堂则指出，中国建筑师应该探

索一条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这

条道路是具有我们民族几千年沉淀的

好的精神财富，又同时紧紧地与当今世

界的科技结合，与时代接轨。 建筑设计

谈来谈去还是离不开地域、文化、时代，

离不开融合的问题。 不管如何探索，一

定不能保守。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实习生

赖新旖 通讯员 吴晶平）

昨日，“世界上

最大的恐龙”国际巡回展

（以下简称恐

龙展）

正式登陆广东科学中心。该展自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引入， 揭示了一

群超大型恐龙———长颈长尾的蜥脚类

恐龙的生物奥秘， 从而推断这些巨兽

是如何作为一个种群在地球上繁衍生

息约1.4亿年之久。

进入展区， 迎面可见一个巨大的

阿根廷龙头部。 这种恐龙发现于阿根

廷，可能重达90吨，身长140英尺（

约合

42

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脚类恐龙。

蜥脚类恐龙以体型巨大而著称，

这类恐龙体型、纹饰各异，其中一些身

长超过150英尺，相当于四辆标准城市

公交车的长度。 展览不仅向观众展示

恐龙骨骼， 更将其身体构造一一“解

剖”，揭示了恐龙心率、呼吸、新陈代谢

和繁殖等与其庞大体型之间的关系。

恐龙展最大的亮点要数按真实比

例制成的18岁雌性马门溪龙模型，它

长60英尺（

约合

18

米

），直立肩高11英

尺（

约合

3

米

），约等于一辆大型拖车的

大小。 往模型前一站，观众对“庞然大

物”有了最直观的体验。

你知道恐龙吃什么吗？ 展区介绍

了蜥脚类恐龙的“发酵罐”消化系统、

适合食草动物的食料、 门齿状牙齿以

及囫囵吞枣式的摄食机制。 一只马门

溪龙以马尾、银杏、针叶树和蕨类植物

为食， 每天需要10万卡路里才能维持

生存。 展厅内有一个装满叶子的玻璃

柜， 代表一只马门溪龙一天需吃的植

物量———约1000磅（

约合

454

千克

）。 一

个小型有机玻璃柱里装着能维持其一

小时的食物，通过交互装置，观众可尝

试“喂养”一只蜥脚类恐龙，十分生动。

恐龙展不仅能“看”，现场还有一

系列互动展项和实践活动。 最有趣的

是模拟挖掘坑。观众戴上护目镜后，用

刷子等工具可体验发掘、观察“化石”。

挖掘坑内有蜥脚类恐龙股骨、 腓骨等

“化石”， 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和成人

观众寻宝。 这个挖掘坑灵感来自怀俄

明州的豪微采石场———美国自然历史

博物馆古生物学家在那里发现了4000

多块蜥脚类恐龙化石。

据悉， 恐龙展将持续至10月7日，

地点为广东科学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

小谷围大学城科普路

）二楼专题展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何

旭鹏 翁云霞 ）

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

常之一。 目前， 我国房颤患病人数超

1000 万，发病率约 0.05%，且新发患者仍

在不断增多。昨日，记者从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东院获悉， 该院的房颤中心近

日揭牌， 这预示着广州东部首个国家级

房颤中心正式落户东院， 为黄埔区乃至

广州东部心脏病患者搭建了房颤规范化

救治通路。

据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教

授董吁钢介绍， 目前我国房颤管理主要

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房颤早期诊断率低，

我国房颤患者知晓率仅 40%； 二是药物

治疗不规范， 房颤患者抗凝比例约为

30%，远低于世界水平，同时，室率、心律

控制药物应用不规范； 三是如导管消融

技术等新型技术普及不够； 四是房颤长

期管理欠缺。董吁钢表示，中国进行房颤

综合规范化管理迫在眉睫。

中山一院东院心内科副主任郑东诞

提醒，房颤患者一般有心跳加速、心脏搏

动明显、胸闷或胸痛、头晕目眩、运动呼吸

困难等症状，如出现上述症状，应紧急就

医。部分心脏功能不好或有心脏病家族遗

传史患者，应定期检查心电图，排查房颤。

到科学中心看“世界上最大的恐龙”

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引入的恐龙展开幕，持续至10月7日

九旬普利兹克奖建筑大师来穗开展

“筑·梦———槙文彦与槙综合计画事务所作品展”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开幕

广州东部首个

国家级房颤中心成立

主题对话环节邀请了槙文彦、何镜堂及崔愷三位建筑大师参与。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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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雌性马门溪龙模型约等于一辆大型拖车的大小。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