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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由上海建工施工总承包的“梦幻世

界”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六大主题园区的精

华，也是上海迪士尼乐园中最大的园区。

在“梦幻世界”园区内，有上海迪士尼

主题乐园的地标性建筑，全球所有迪士尼

中最高、最大、最具互动性，具有使用功能

的“奇幻童话城堡”；在这个童话般的“梦

幻世界”仙境中，还有“七个小矮人矿山

车”在闪烁着钻石光芒的矿洞隧道中惊奇

地穿梭；有“小飞侠天空奇遇”坐着飞船横

越伦敦的天空；有伴着小熊维尼探索百亩

森林和爱丽丝一起在梦游仙境迷宫中穿

行……

城堡群塔与2万多个构件

奇幻童话城堡位于迪士尼乐园的核

心地带，城堡总高 69.28 米，建筑面积达

10532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高度最高、体

量最大且最具互动性的迪士尼城堡。

城堡外观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莫过于

城堡的群塔。屋面以上塔体共计 28个，

塔身主体为钢结构，塔尖尖顶用 24k金箔

贴金。造型优美，光彩夺目。其中，又以8
个大塔为典型。在这些夺目美艳的塔尖

群背后，是上海建工人的智慧与汗水的真

实写照，更是上海建工人“工匠精神”的完

美体现。

其实，如今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塔尖群

造型与最初的设计蓝图造型完全不同。

“很多设计、技术、创意对于美方来说也是

第一次，因此双方一起边创作边修改，最

终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上海建工迪士

尼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人介绍，在长达半

年的时间里，上海建工人对塔尖群进行了

56次大改、100多次小改。由于艺术构件

的特殊性，数百名工匠夜以继日地设计，

最终破茧成蝶。

在图纸最终确定后，还要进行泥模制

作、树脂模型翻模、原模组装、原模分件、

沙模浇铸、金属件打磨、金属件组装、分

件、贴金箔、运输、现场组装等重重工序，

这每一道工序我们设立了严格的验收机

制，确保塔尖的奇幻夺目和百年流芳。

为了展现梦幻世界的艺术效果，上海

建工制作了 10600件GRC构件和 9520件

GRP构件。每一件构件也都要经历原型

制作、翻模、浇注等生产工艺，工作量之惊

人堪称艺术界的壮举。

在制作艺术构件时，原来打算采用三

维打印技术辅助城堡塔尖和GRC、GRP
等构件模型的制作。这样可以大大减少

工作量，但在实际试验中发现，三维打印

的产品不够细腻，且没有手工制作出来的

艺术神髓。为了能在世人面前展现最梦

幻的城堡景致，数百名工匠拿起手中的

“榔头凿子”，一笔一划地刻画出了奇幻童

话城堡的“神奇”。在城堡建设的过程中，

全程使用三维扫描技术进行严苛的质量

管控。

假山塑石是这样“形”成的

假山塑石是迪士尼最为核心的主题

化工艺之一。在梦幻世界中，大量的假山

元素构成了童话世界的梦幻与神奇。梦

幻世界中假山面积总计 19460平方米，其

中“七个小矮人矿山车”单体是梦幻世界

中体量最大的假山单体，假山总面积

10636平方米；城堡周围覆盖假山总面积

5509平方米；晶彩奇航航道内假山总面积

3315平方米。

为了更快更好地将迪士尼假山的风采

展现于世人面前，上海建工引入了预制装

配式假山的施工工艺。以“七个小矮人矿

山车”为例，其 2525片网片均为三维钢筋

弯折机自动弯折生成，生产加工精度达到

了“毫米级”，从根本上确保了所展现的塑

石假山的“原汁原味”。这种工业化的塑石

假山生产加工工艺在国内当属首例。

大胆创新的施工工艺给建设者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要实现预制网片安装，对

假山钢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七个

小矮人矿山车”项目3366平方米的建筑面

积中，错综复杂地安装了 1.2万余个钢结

构构件，这在同体量建筑物中钢结构构件

密度之高，全国首屈一指。

为了确保“多”而“密”预制网片的精

确安装，上海建工采用了高科技全站仪和

三维扫描技术。通过天宝机器人全站仪

的追踪功能和 360度全方位棱镜的配合，

对测量点进行实时自动的捕捉，不间断获

取测量信息。在“七个小矮人矿山车”钢

结构安装过程中，进行实时且精确的测量

和放样，大大提高工效的同时还确保了安

装点位的精准度，为后续的预制网片安装

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在钢结构安装过程

中运用天宝机器人全站仪的同时，还运用

了三维扫描技术，对假山钢结构进行了

“事后”控制，双管齐下、取长互补。

在完成假山网片的安装固定后，就进

入了喷浆上色阶段。喷浆师对喷浆厚度

的精准把握，雕刻师的高超技艺，上百名

上色师对油漆进行仔细调配，令梦幻世界

的假山栩栩如生，充满灵动。

用BIM技术打造百怪屋顶

在“梦幻世界”园区里，你绝不会在世

界其他地方见到这么多造型千奇百怪的

屋顶。这样异形扭曲的屋面给游客们带

来了宛如进入童话故事般的梦幻体验。

但在建设这些屋面过程中，施工人员遇到

了极大的挑战。

为了再现童话世界中的千奇百怪的

屋顶和异形扭曲的屋面，项目部联合了

BIM工作室、深化设计人员和现场技术人

员组建了攻坚小组，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就

屋面的外形问题进行了 30 多次协商讨

论，也对模型进行了 36次更改。其间为

了令屋面的细节表达更符合设计师的意

图，BIM人员甚至从动画片中截取了相应

的场景照片来对模型的造型进行完善。

在施工过程中，就屋面的施工工艺也

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最后确定了采用钢上

加覆网片喷浆的施工工艺来构造屋面的

扭曲造型。这样的屋面施工方法在国内

尚无先例。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5月27日，川沙新镇总工会正式启动了

“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五”职工劳动竞赛活

动。据悉，此次职工劳动竞赛活动包括技术

创新竞赛、技能竞赛、“我为节约作贡献”竞

赛、优质服务竞赛等内容，旨在弘扬“工匠精

神”，激励职工争当工人先锋模范带头人。

在技术创新竞赛活动中，组织方将以

单位为主体、班组为基础、岗位为平台，围

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广泛开展以“五小”

为重点的技术创新竞赛活动，引导职工积

极参加“小革新、小发明、小改造、小设计、

小建议”活动，鼓励职工在原始创新、集成

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多出成果，

在技术创新的实践中发挥聪明才智。

技能竞赛活动则围绕生产经营开展

各类活动，为职工构建一个学习技术、展

示才华的平台，不断提高职工技术素质、

技能水平。今年，川沙新镇将开展驾驶

员、物业行业、包装行业、叉车、印刷行业

等技能比武。

“我为节约作贡献”竞赛主要围绕节

能、节水、节材、节电，教育职工增强节约意

识和环保意识，引导职工积极开发和推广

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此外，川沙新镇

还将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在全镇窗口

服务单位及事业单位开展讲礼仪、讲诚信

和创建文明窗口、文明岗位等活动。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上海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目前正

如火如荼地进行，浦东各地赛事火爆。

日前，第二届上海市老年人混合团体乒

乓球邀请赛、“新场古镇杯”老年桥牌邀

请赛、“祝桥杯”门球比赛先后举行，浦

东各代表队展示了高超的竞技水平。

上海市老年人混合团体乒乓球邀请

赛由上海市乒乓球协会、浦东新区三林

体育中心主办，浦东新区乒乓球协会、浦

东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来自14个

区县的24支乒乓球队参赛。本次比赛执

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

则，第一阶段8个组采取循环赛，由小组

第一、第二名出线的16支队，经抽签后进

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最后，浦东新区上

港浦东乒协队获得第一。

“新场古镇杯”老年桥牌邀请赛吸

引了来自静安、普陀、虹口、杨浦、闵行、

奉贤、松江、嘉定、金山等 10个区，以及

上海铁路局、建交委等直属单位的24支

老年桥牌队参加。经过两天的比赛，金

山、闵行、杨浦、上海天凤队获得淘汰赛

前四名，上海长寿队、上海明日之星队、

上海建交队、浦东新区老体协队获得附

加积分编排赛前四名。本次活动由上

海市桥牌协会、浦东新区老年人体育协

会、新场镇老年协会共同主办，浦东新

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和老体协桥牌工作

委员会、石笋中学等单位承办和协办。

“祝桥杯”门球比赛在祝桥江镇中学

举行，来自本市黄浦、静安、普陀、长宁、

嘉定、闵行、青浦等 8个区的 32支队伍，

256名运动员参赛。据介绍，祝桥镇扩建

的8片门球场地将于明年对外开放使用，

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健身，以促进门球

健身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祝桥杯”门球

赛得到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上海

市门球协会指导，由浦东新区教育（体

育）局、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主办，

浦东新区体育管理指导中心、祝桥镇文

广服务中心承办，祝桥镇江镇社区委员

会、浦东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上海和轩

体育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协办。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黄丹 郑岗

产品畅销全球的瑞士著名巧克力

生产商“Lindt”（中文名称“瑞士莲”）在

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然而，“Lindt”发现

市场上出现了“Lind”这一品牌商标，与

其商标外观近似。为了维护自身的品

牌形象，“Lindt”商标向“Lind”商标毅然

“宣战”，并获得了法院的判决支持。

“Lind”却拒绝更换商标，德国老板

更是玩起了“躲猫猫”。对此，浦东新区

法院“陈文健法官执行工作室”及时出

动，采取了财产冻结、限制出境、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一系列连环举措，最

终让被执行人主动拆除并更换了商店

的招牌，及时保障了“Lindt”商标的胜

诉权。

上海市场惊现“Lind”门店

瑞士巧克力生产商林德和斯普伦

杰利巧克力公司（下简称Lindt公司）最

早成立于1845年，其持有的商标“Lindt”
拥有广泛的知名度。上世纪九十年代，

Lindt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为了更

易使中国消费者接受，Lindt公司将瑞士

国名与Lindt字号的音译结合，形成目前

被消费者广为知晓的中文品牌名称“瑞

士莲”。除巧克力产品外，经营咖啡馆

及生产销售面包糕点亦是 Lindt公司业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次偶然的机会，Lindt公司发现，

在上海新天地、港汇广场等黄金商圈

里，出现了一家名叫“Lind”的甜品咖啡

连锁店，“Lind”商标的字体也与“Lindt”
近似，容易给人造成误解。

“Lindt”打赢品牌“保卫战”

“Lind”原是德国品牌，由成立于

2010年的琳德食品（上海）有限公司（下

简称琳德公司）引入中国，琳德公司先后

设立了琳德港汇店、琳德新天地店和琳

德御锦轩店，销售咖啡、茶、面包、蛋糕等

食品。琳德公司三家门店的装潢、宣传

资料、名片等处大量使用“Lind”标识，其

销售的商品上亦使用了“Lind”标识，其商

标与“Lindt”商标外观颇为近似。

为此，Lindt公司将琳德公司和其门

店诉至浦东新区法院，要求停止使用

“Lind”标识并支付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

理费用等共10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应停止侵害原告商标，并支付原告经济

损失及其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

理费用共计12万元。

“Lind”门店换上全新招牌

然而，琳德公司却迟迟不履行判决

内容，直至Lindt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进入执行程序后，“陈文健法官执行

工作室”的刘佳书法官承办了该案。由

于琳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德国人，一

直拒绝露面。综合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的

差异，刘佳书试着找到其中国籍妻子并

与之进行积极沟通，但是依然没有进展。

既然被执行人不愿意主动履行，刘

佳书随即在第一时间对琳德公司的账

户进行全面查控和冻结，最终“捕获”了

12万元的执行款。

案子执行虽然取得突破性进展，却

又出现了新的难题，琳德公司依然拒绝

履行停止侵害“Lindt”商标这一义务。

为防止其擅自出境导致执行不能，执行

法官又进一步对琳德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采取了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强制措施。同时，

执行法官又想尽办法与双方进行积极

沟通，促成了“Lindt”公司和琳德公司就

更换新标识的名称、方式和时间进行了

面对面的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履行方

案。最终，琳德公司主动为门店换上了

全新的门店招牌。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5月27日，“浦东新区首届经典歌剧

选段演唱大赛暨 2016上海市民文化节

民族歌剧经典唱段市民演唱大赛”在浦

东新舞台举行。来自浦东各单位、街

镇、社会团体、个人组成的 20多支队伍

参赛。

根据规则，每支参赛队伍都将演唱两

首中国红色经典歌剧唱段，第一首为必选

曲目，须在《白毛女》《刘胡兰》《江姐》《洪

湖赤卫队》等8部歌剧的14个唱段中选择

其一，第二首则为自选曲目。比赛帷幕还

未拉开时，全场 500多名观众议论不断:
“老百姓唱出的歌剧会是怎么样的呢？”等

到台上演员一开嗓，洪亮声音响彻全场，

观众席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在惊喜中享受

了这场近4个小时的歌剧饕餮盛宴。

在第一组 5支队伍中，康桥歌剧演

习社带来了《江姐》中的“绣红旗”“五洲

人民齐欢笑”两个选段。演员造型亮

眼，演绎精彩，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最后被评为该组第一名。“我们对能否

得奖并不在意，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康桥

有一支由居民组成、为居民演出的歌剧

团队。”康桥歌剧演习社社长陈建玲介

绍，团队20多名成员都是康桥镇本地居

民，平均年龄 57岁，她们因相同的歌剧

爱好组合在一起，通过交流共同进步。

来自上海歌剧院的评委王仁亮点

评道:“群众文化能达到如此高的歌剧演

唱水平，相当不容易，所有表演者都非

常尽心尽力。”本月中旬，排名前六名

的参赛队伍将代表浦东新区参加 2016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红色经典歌剧选段

市民演唱大赛决赛。

上海建工建设上海迪士尼乐园亮点纷呈

践行“工匠精神”建造“梦幻世界”

川沙总工会启动
职工劳动竞赛

瑞士“Lindt”告赢德国“Lind”侵权

浦东法院促履行“Lind”换上新招牌

上海市民运动会
浦东赛事火爆

新区举行首届经典
歌剧选段演唱大赛

“七个小矮人矿山车”项目错综复杂地安装了1.2万余个钢结构构件。 □上海建工/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