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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深涌中支涌经过3个月整治效果显现

珠村“乞巧水街”风貌初现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林北征）

广州互联网法院以“科

技强院”为发展定位，加强粤港澳司

法交流与协作，推动建立共商、共建、

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粤港

澳大湾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

法服务和保障。

日前，由广州互联网法院携手内

地-香港联合调解中心，实现粤港澳

三地首次在线跨域诉调对接解纷。

天河一餐厅侵权

被林俊杰索赔

25

万元

今年 3 月 21 日， 广州天河区天

汇胡桃里餐厅在其认证的微信公众

号“广州天河胡桃里” 中于发布一

篇文章 《林俊杰专场音乐会 | 都怪

我， 不该沉默时沉默， 该勇敢时软

弱》。

广州天河区天汇胡桃里餐厅在

上述广告文章中宣称， 其经营的胡

桃里音乐酒馆天河店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举办“林俊杰主题音乐会” 活

动。 上述文章中包含有众多林俊杰

照片， 同时有广州天河区天汇胡桃

里餐厅制作的“林俊杰主题音乐会”

活动宣传海报， 海报中包含林俊杰

大幅肖像、 举办活动地点、 联系方

式等信息。

今年 4 月 13 日， 广州市越秀区

胡桃里餐厅在其认证的微信公众号

“广州胡桃里 289 店” 中发布一篇文

章 《289 胡桃里 | 林俊杰音乐会向

您发出邀请》。

广州市越秀区胡桃里餐厅在上

述广告文章中宣称， 其所经营的广

州胡桃里音乐酒馆 289 店于今年 4

月 18 日举办“林俊杰专场音乐会”

活动， 在上述广告中包含有众多林

俊杰照片， 同时附有其制作的“林

俊杰专场音乐会” 活动宣传海报，

海报中包含原告大幅肖像、 举办活

动地点、 联系方式等信息。

歌手林俊杰认为， 其系华语流

行乐男歌手、 词曲创作者、 音乐制

作人， 其肖像及姓名具有较高的

商业价值。 胡桃里餐厅未经允许

擅自使用林俊杰的肖像进行商业宣

传， 涉嫌侵犯林俊杰的肖像权； 胡

桃里餐厅在活动中组合使用林俊杰

的名字和肖像， 使浏览者、 消费者

及林俊杰的歌迷误以为双方有商业

合作关系， 涉嫌侵犯林俊杰的姓名

权。

林俊杰认为， 胡桃里餐厅应分

别向其赔偿经济损失 15 万元、 精神

损害抚慰金 10 万元； 维权成本合理

开支 1000 元； 并在全国公开发行的

报纸公开赔礼道歉。

三地联动解纷

餐厅被判赔

5.5

万元

此次调解， 实现了粤港澳三地

“调解+审判”联动解纷。 平台为位于

北京的原告代理律师，身处广州的胡

桃里餐厅澳门藉经营者，与在香港主

持调解的调解员提供线上互动磋商

空间，真正实现跨法域调解、跨地域

审判、跨语言止争。

调解员确认无争议事实与事项，

帮助法官完成“争点前端固定”。本案

中，调解员就胡桃里餐厅使用林俊杰

肖像进行营销的行为以及获利情况

等进行了事实固定，双方就公开赔礼

道歉问题协商一致，但对赔偿数额意

见不一。调解结束后，经各方同意，随

即进入庭审程序。

经审理查明，胡桃里餐厅在未获

得林俊杰授权的情况下，将其本人的

肖像、 合成海报等用于经营性宣传，

并在其实名认证的微信公众号上同

步推送相关文章，可能会使不特定的

受众基于对林俊杰的信任及喜爱参

与餐厅活动，为胡桃里餐厅带来潜在

的商业利益。上述行为违反了相关法

律规定， 侵犯了林俊杰的姓名权、肖

像权。法庭判令两家胡桃里餐厅共赔

偿林俊杰经济损失5.5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赵雪峰）

昨日，记者从河长办获悉，经过

3 个多月的整治， 天河区深涌中支涌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变， 暗渠重见天

日，黑水变清水，之前散发的恶臭已经

消失，马路宽阔畅通，岭南骑楼开始显

现，往日杂乱无章的城中村正在向岭南

特色商业街转变，岭南“乞巧水街”风貌

初现。

3

个月整治 “乞巧水街”显现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中支涌与护

林路西段的交接处， 向北沿着中支涌

的主干道已经铺好， 全长约 0.4 公里，

马路两边均匀分布着细叶榄仁树和方

钢烤漆双头 LED 路灯。 马路西侧与树

相连延伸到河涌的地方是中支涌左岸

的巡河通道， 铺设着 100 毫米厚条形

花岗岩广场砖， 接着临涌设置了 1.2 米

高的花岗岩仿古围栏和休息坐凳， 紧

贴围栏在河涌内侧与地面相平处种植

了杜鹃， 显然已经给这里增添了许多

生机。 在河涌的另一侧， 部分地方还

被围蔽着， 施工人员正在忙碌赶工，

从东桥开始往北有一段已初显岭南文

化骑楼人行道景观， 部分商铺已经开

店营业。

此外， 通向城中村内部的小道小

路也基本贯通铺好了， 这些内街内巷

的道路是这里城中村截污纳管工程铺

设完截污管网后恢复路面时新铺的。

沿着河涌一路向北， 有“情定珠村 情

比石坚” 标识的大榕树根部重建了两

层 12 边形的花岗岩树坛， 与地面的条

形花岗岩广场砖相呼应， 为村民休闲

乘凉提供了方便。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榕树旁边将会铺一些草坪等， 增添古

树风景。

今年 3 月中旬以前， 只有中支涌

上游与护林路西段的交接处向北不足

100 米的地方可以看到河涌， 再往北便

基本看不到了， 本应该属于河涌的位

置早已经被覆盖， 成为各种商铺门口

占道经营的范围， 一片杂乱无章的城

中村景象。 此外， 各种生活污水直排

暗渠， 恶臭难闻， 特别是天气炎热的

时候更是臭气熏天。 如今， 河涌重现、

“黑袍” 已脱， 马路、 步行道尽收眼

底， 岭南骑楼初显， 珠村“乞巧水街”

正在一步一步显现， 中支涌在 3 个多

月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居民自愿配合 纷纷为河涌让路

深涌中支涌在珠村区域河道较窄，

最窄处两侧房子相距不到一米， 俗称

“一线天”， 河涌宽度约 0.8 米， 长度约

80 米。 该段清疏量较大，设计清疏深度

约 1.3 米，大概 400 立方米，而河道宽度

仅 1~2 米，河道中间有桥梁相隔，两侧

现状房屋临涌， 通道过小且人流量大，

因此设备无法通行及在岸上摆放，只能

靠人工用桶、小船转运进行清疏。 施工

人员告诉记者， 这里房屋建在水面之

上，上下空间距离不足 1 米，工人要一

直弯腰将水底的污染物捞上来装入桶

内，而装了桶的小船要在岸上用绳拉才

能运转。

经过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深涌

中支涌部分河段形成暗渠河道，沿岸商

铺临涌而建，揭盖后河涌与沿岸商铺之

间没有空间，无法形成人行道。 首层居

民和商铺纷纷自愿让出距离河涌 2 米

的范围，在不影响整栋楼房安全性的前

提下，将其一一拆通并连贯起来改造形

成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骑楼人行道。 然

而，沿岸房屋数量较多且建造结构不一

致，挨家挨户楼梯、厕所、厨房位置等地

方均存在差异，这同样给巡河通道的贯

通增添了许多困难。 此外，沿涌房屋高

低不一， 首层各商铺门楣上下有别，存

在高差，将一栋一栋打通的巡河通道连

贯起来， 修复成骑楼人行商业步行街，

配上具有珠村特色文化的跨涌桥将河

涌左右两边连接起来，不仅不能影响未

来的商业经营和发展， 而且要提高档

次，不论是设计还是具体施工，的确不

是件容易的事，前前后后每个细节都要

花费不少心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你见过螳

螂捕食舞“大刀”的样子吗？ 你见过甲虫和

蜥蜴的对决场景吗？ 你知道角蛙和蝴蝶之

间的故事吗？ 森林虫王和沙漠虫王 PK，会

有什么“必杀技”？昨日正式开展的 2019 第

二届广州生态昆虫艺术展， 集合了 3 万个

标本昆虫、5000 个活体，共 4 万昆虫、爬虫，

艺术展将持续到 8 月 31 日。

据了解，该昆虫艺术展的昆虫爬虫，不

乏来自马来亚、印尼、澳大利亚、美国、肯尼

亚的罕见物种。 必看的活体物种有中美刺

尾鬣蜥、鬃狮蜥、独角仙、长戟大兜虫、叶

脩

和马来西亚扁竹节虫等， 而必看的标本物

种有大蓝闪蝶、巴黎翠凤蝶和飞蜥等。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告诉记者， 所有参

展物种都是非保育、可展览的物种，活态的

昆虫均为可以自我繁殖的品种， 展览结束

后会放归大自然：“如果是寿命短暂的物

种，我们会提前放回大自然，让它去适应大

自然的环境。 ”

林俊杰“被”开音乐会 起诉餐厅

广州互联网法院实现粤港澳三地首次在线跨域诉调对接解纷

广州生态昆虫艺术展开展

天河区深涌中支涌整治中，涌边的岭南特色商业街雏形出现。 通讯员供图

展览中的

迷你小刺猬。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