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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 李宁公司首席财务官及公司秘书辞职

李宁有限公司近日公布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司董事及
首席财务官钟奕祺和公司秘书李红辞任。

公司表示，钟奕祺因有其他事业发展追求，已辞任有关职
务，自 2012年 11月 1日起生效。同时，公司秘书李红亦辞任，
自 2012年 10月 15日起生效。公司宣布委任严慧燕出任公司
秘书。钟奕祺和李红在辞任后，均会担任公司顾问。

换人 奔驰中国总裁换人

奔驰中国公关部近日宣布，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麦尔斯将于 12月 1 日结束其
在华六年的任期，由奔驰日本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Nicholas
Speeks接替其工作。

北京奔驰 2005年 8月成立，2007年 1月 1日，麦尔斯接
替原总裁韩力达，担任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麦尔斯的离开
意味着奔驰在华一个战略期的结束。

任命 林崇礼任香港利丰 CFO
香港利丰有限公司已任命前花旗集团投资银行家林崇礼

为财务总监，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缺数年的职位。
利丰表示，林崇礼将于 11月 5日履新。林崇礼担任的上

一个职务是花旗香港企业及投资银行部门主管，期间曾参与
利丰不同的收购项目、股份配售、债券发行、贸易融资、企业贷
款及信用评级等顾问工作。

改任 林明彦改任嘉德置地首席执行官

东南亚最大地产商、新加坡嘉德置地近日宣布，任命现任
首席运营官林明彦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林明彦曾担任
嘉德置地中国区主要负责人达十年之久。

嘉德置地表示，对林明彦的任命从 2013年 1月 1日起生
效。由于林明彦原本就是集团高管，熟悉集团公司业务，现任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廖文良将同时退休，但将担任公司董事至
明年 4月，以保证顺利交接。

纪念日

上证指数 6124.04点，对中国
股民来说记忆犹新，因为那时的中
国股市可以说是一场全民“盛宴”，
疯狂的牛市，让百姓体会到什么是
“一夜暴富”。然而，随后股市的垂直
落体运动，股民如梦初醒时，已经
“遍体鳞伤”了。如今，2000点左右的
徘徊股市离历史最高点似乎遥不可
及了，中国股市变成哀声四起、千夫
所指，真的回到“解放前”了。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
的黄金十年，而中国股市却交出了
一份“十年零涨幅”的尴尬答卷。虽
然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但现在香港
股市却已站稳了 20000点，美国股
指离历史新高也仅一步之遥，唯独
A股熊冠全球 3年。

股市暴跌的背后，却是投资者
难以承受之痛。即使在股市新政不
断、利好不断的情况下，A 股市场
却是新低不断，呈现出一种“扶不

起”的窘境。
不可否认的是，经过 20余年

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日渐成熟，
法律法规建设日益完善，但与海外
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们无论是在
制度建设上还是监管目标上仍有
很长的路要走。

经济学家韩志国一针见血地指
出，“圈钱”是中国股市的核心缺陷，
但现在最重要的还不是这点。股市
最根本的问题是权贵劫持权力，股
市已成为权贵资本掠夺社会、掠夺
市场、掠夺民众的重要工具。

历史告诉我们，下跌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失去理性。股民需要
理性思考，资本市场的发展更需要
理性的建议。

唯有在市场环境建设上狠下
功夫，并搭配上恰当的引导措施，
才能扫除市场的沉疴痼疾，才能实
现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使得中国
股市真正成为对全球资金具有吸
引力的投资场所。

（10月 16日—10月 22日）

6124.04点，
中国股市的最高点
南林

一周史记
2007年 10月 16日 10月 16日：

1973年 10月 16日，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爆发。
1995年 10月 16日，中国银行正式参与发行澳门钞票，面值分别为

1000元、500元、100元、50元和 10元。根据中葡双方达成的协议和澳门
的有关法令规定，中国银行参与发钞的数量占澳门元现钞流通量的
50%。
10月 17日：

1986年 10月 17日，我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企业开始还债。
2008年 10月 17日，在香港拥有 62年历史的泰林无线电行在“金融

海啸”影响下全线清盘结业。
10月 18日：

1983年 10月 18日，中央电视台成立。
1995年 10月 18日，全球首家网络银行在美开业。

10月 19日：
1987年 10月 19日，黑色星期一世界股市狂跌。
1990年 10月 19日，中国青岛电冰箱总厂生产的青岛海尔电冰箱成

为中国家电行业中第一个被 UL认证机构列入名录的生产厂家。
10月 20日：

1917年 10月 20日，国内第一家自建百货大楼开始营业。
2001年 10月 20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首脑会议在中国上

海举行，是“九一一事件”以来首次重要会议。
2008年 10月 20日，微软首次启动 office正版验证，所有非正版系统

用户下载验证包后将会每小时黑屏一次。
10月 21日：

1960年 10月 21日，西方国家出现挤兑美元抢购黄金风潮。
2001 年 10月 21日，江泽民主持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
10月 22日：

1991年 10月 22日，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区的协议达成。
2009年 10月 22日，Windows7正式版全球同步上市。

范思绮

今年 9 月，坐落于苏州金鸡湖
畔，外表与秋裤“形神兼备”的“东方
之门”横空出世，受到网友的“热烈追
捧”，更有“有才”之辈用 PS 给“秋裤
楼”穿上性感的黑丝和比基尼，一时
间，“秋裤楼”力压“大裤衩”成为本年
度最受争议的地标建筑之一，而且意
外地成为了“十一黄金周”的新景点。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苏州“秋
裤楼”的走红，不仅创造了自身的价
值，同时引领了建筑界的“时尚”风
潮。一批与“秋裤楼”媲美的地标建
筑，粘上“秋裤楼”人气，关注指数疾
升。沈阳“黄金裤衩”人气爆棚，有望
成为“秋裤楼”的接班人。

“裤衩楼”频遭吐槽

2012 年 10 月 13 日，一条题为
“沈阳街头一建筑酷似黄金版‘大裤
衩’”的微博引起网友热议。
该建筑由南北对称的两座大楼组

成，中间由连桥相连。大厦的上半部分
为金黄色，下半部分为深棕色。从南侧
看，金黄色的部分被棕色分开，好像两
条“裤腿”，“裤腿”中间还有一个类似
正方体的突出部分。建筑上面颜色明
亮，且造型独特，引人注目。

坐落于沈阳兴华北街小北一路
附近的“黄金裤衩”自去年 1 月开工
以来，一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一
只，谁料借着“秋裤楼”的火爆，竟也
难逃被调侃的命运。
“北京有‘大裤衩’，苏州有‘大秋

裤’，沈阳有‘黄金大裤衩’。”“北京的
大裤衩与苏州‘大秋裤’不分男女，
‘黄金裤衩’至少一眼就能看出是男
人，还是个跳芭蕾的王子。”沈阳市民
的调侃颇为“辛辣”。
遭此调侃，“黄金裤衩”表示很委

屈：其实我就是个“鼎”啊。“黄金裤
衩”建筑商出面为其澄清，大厦下面
棕色部分是鼎身，南北突出的小正方
体是鼎耳。上面的金黄色是寓意鼎内
聚集的财富。
可再美好的寓意也难敌网友们

无穷的想象力。“秋裤楼”接班“大裤
衩”，“黄金裤衩”迎头赶上，三座城
市，因为三条不同的“裤子”被紧紧地
联系在了一起。网友直呼：难道真的
逃不开“下半身”的魔咒了吗？
有心也好，无意也罢，短短一个

月的时间，“秋裤”与“裤衩”一度占据
了我们的视线，是否有了调侃才能火
爆，有了噱头才能炒作？所谓“出名要
趁早”看来不无道理，还未竣工，就已
成名。李宇春高歌着“再不疯狂我们
就老了”，“大秋裤”、“大裤衩”们也跟
着唱“再不出名就要出‘新裤衩’了”。

设计理念与现实环境的
格格不入

“秋裤楼”曾有个很有气势的本
名———“东方之门”，“黄金裤衩”也有

“黄金巨鼎”的本意，然而理想与现实
的差距往往要比想象大得多。
“秋裤楼”位于苏州公寓园区中

央商贸区东、星港街以西的繁华地段
上，高达 301.8米，共 69层，是一座双
塔连体门式建筑。负责设计“秋裤楼”
的英国 RMJM建筑师事务所表示，大
楼的设计理念来源于苏州古代的大
门。然而，让设计者没想到的是，他们
的得意之作，在网友的眼中却变成了
一条极具搞笑意味的“秋裤”。

挖掘“东方之门”的设计理念，
不难发现中西方融合的痕迹：弧形
曲面的设计来源于中华文化中对于
圆润之美、柔和之美的追求；而门式
造型却是吸取了西方建筑中的城门
建筑的特点。“东方之门”的整体设
计理念蕴含了古苏州的风韵和国际
化的理念，用现代化的风格演绎了
古典化的美感，将西方建筑理念融
合中国艺术之美，虽中西合璧，但事
与愿违。
网友们纷纷吐槽：秋裤还缺条皮

带哦，也可以穿上内裤扮超人呦。更
有网友将想象付诸行动，直接利用 PS
给绿巨人、奥特曼，甚至玛丽莲·梦露
都穿上了产自中国苏州的“秋裤”。
“东方之门”还未完工，“秋裤楼”

就已扬名。网友们对“秋裤楼”极尽调
侃，建筑单位慨叹“躺着也中枪”，建
筑师直呼“设计很难”。

从建筑艺术角度看“秋裤楼”，不
论是其 300余米的高度，还是顶部的
弧线连接，都可称得上是中国建筑领
域先进代表。从高度上看，100米以下
的建筑被称为高层建筑，而超过 100
米的，就称之为超高层建筑。像“秋裤
楼”这样的超高层建筑可以排入世界
前十位，建筑难度甚至可以与法国的
埃菲尔铁塔一较高下。而超高层建

筑，在消防、抗震、防风等方面都有极
高的要求。

尽管“东方之门”中西神韵兼备，
建筑难度极高，仍然挡不住现实残酷
地打压。网友们以“建筑是凝固的音
乐”的名义批判“秋裤楼”的不雅与暴
露。至于建筑质量、建筑难度另当别
论。管他是否超级抗震，管他有没有
金刚不坏之身，在文化底蕴深厚而悠
久的苏州城内架起 300米的秋裤，网
友直呼“亮瞎了我的眼！”。群众的情
绪在微博的力量下喷薄而出，设计理
念与现实环境的格格不入，似乎道出
了“秋裤楼”存在的偏差。

“秋裤楼”成景点
赞美还是讽刺？

自从 8 月 27日名为“常想一二
02”的苏州网友在其微博上上传了苏
州东方之门的一组图片之后，“秋裤
楼”一夜爆红。短短几天里，这组“秋
裤写真”被微博转发超过了 4400次。
随着时间的流逝，本以为“秋裤楼”风
波已经平息，谁料在 9 月末“‘秋裤
楼’穿上了方头皮鞋”消息一出，又引
起轩然大波。“‘秋裤楼’走上时尚尖
端”的调侃令人侧目，着实令“秋裤
楼”“梅开二度”，又火了起来。更加出
乎意料的是，“秋裤楼”成为了苏州热
门景点，不少游客借“十一黄金周”的
良机，奔赴苏州，观摩传说中的“秋裤
楼”。
“十一”长假，“秋裤楼”成了苏州

除了苏州园林之外的热门景点。有的
游客不远千里奔赴苏州，一睹“秋裤
楼”的“庐山真面目”。更多的苏州市
民走上街头，来到“秋裤楼”下驻足拍
照。

当“秋裤楼”成为了新景点，当戏

谑的调侃成为了盲目的追捧，令人反
思的不仅仅是“东方之门”究竟像不
像秋裤、“秋裤楼”的设计美还不美的
问题了。人们心中不禁要问：斥巨资
建一座“极具争议性”的建筑“奇葩”，
并将其打造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究
竟要推崇还是要抵制？

建筑首先要经济实用，“秋裤
楼”的超大体量、弧线外形以及弓形
门式结构不但加大了建筑的难度，
而且有违“经济性”原则，耗费更多
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换来了不怎
么好听的名声。将“秋裤楼”伫立于
历史文化悠久的苏州城内，由于建
筑体量过大改变了整座城市的空间
尺度与城市天际线，显得与苏州城
格格不入。
盘点世界十大高楼，竟有 6座坐

落在中国。这种盲目攀比之下的地标
性建筑此起彼伏，以前的央视大楼被
比成“大裤衩”，国家歌剧院比成“鸟
蛋”，“秋裤楼”之后更有“比基尼楼”、
“黄金裤衩”承其衣钵，挑战大众的审
美极限。网友的吐槽不无根据，归根
结底那些标榜着“最大体量”、“第一
高楼”的建筑思路早已偏离了大众的
认可范围，以奇、以怪来博得眼球的
建筑物纷纷被登上了“最丑建筑”的
排行榜。

当审美已经疲劳，是否迎来了
“审丑”时代的来临？暂时抛开“东方
之门”是否形似“秋裤”争议，单就“秋
裤楼”已成新景点的事实来看，似乎
有些讽刺。原是嬉笑地调侃，竟“无
心”造就了“秋裤楼”晋升为苏州景
点。不知道“黄金裤衩”是否会重走
“秋裤楼”成名之路，成为沈阳市春节
新景观呢？如果是的话，那些曾经肆
意嬉耍过“黄金裤衩”的网友们不知
要作何感想。

建筑设计：妖魔化抑或“审丑”风潮
让设计者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得意之作，在网友的眼中

却变成了“秋裤”和“裤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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