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誉两岸的台湾统一集团4月1日证实，一
手缔造统一企业非凡传奇的创办人高清愿已于
3月下旬辞世，享年88岁。

对于今天的消费者来说，“统一”是一个再
熟悉不过的品牌。统一方便面、统一冰红茶、统
一鲜橙多、统一番茄汁……统一的各种产品，极
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高清愿祖籍福建漳州，1929年5月出生于台
湾台南。13岁就到布行当学徒，1967年和前董事
长吴修齐共同创立统一企业，最初卖面粉和饲
料。1971年，统一率先生产出方便面，一炮打响。
此后，企业逐步转向多元化经营，包括乳品、饮
料、油脂、饲料、调味品甚至面包等，稳坐台湾地
区食品行业“龙头老大”的宝座。

而在商超流通领域，高清愿也取得了非凡
成就。1978年高清愿成立大型连锁便利商店统
一超商，随后引进7-ELEVEN，并忍受长达7年
的持续亏损。他的远见彻底改变了当地民众的
消费习惯，最终7-ELEVEN成为便利商店龙头，
拥有遍布台湾地区的4000多家门店。

1987年，统一企业与家乐福合作，将第一家
大型超市引入台湾地区；1998年，统一将星巴克
咖啡引进台湾地区……统一企业成为岛内当之
无愧的“流通业霸主”。

目前，统一集团版图涵盖食品、便利商店、金
融、物流、建设、百货等各行各业，集团旗下拥有7
家上市公司，包括统一企业、统一超商、统一实
业、统一证券等。高清愿打造的统一集团所提供
的服务无所不在，也改变着台湾人的生活，他自
己也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其不断开发
新事业的能力被称为台湾版的松下幸之助。

统一集团2015年合并营收达4164亿元新台
币（约合130亿美元），税后净利润141亿元新台
币。不过，淡泊名利的高清愿却并非富豪榜上常
客，直到2014年，他才首次进入福布斯台湾地区
富豪榜，身家约7.7亿美元。

2013年8月，高清愿辞去统一董事长职位，让
贤于女婿罗智先。此后几年因身体原因他很少在
公开场合露面，但很多台湾人对他并不陌生，尤其
是对统一宣传的“三好一公道”（即品质好、信用
好、服务好及价钱公道）的经营理念都印象深刻。

统一集团是最早进入大陆建厂的台湾企业
之一。早在1992年就进军大陆投资设厂，目前已
经拥有30多家工厂。在四川，统一集团于1993年就
进入成都温江建厂，成立了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
限公司。公司位于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
占地200余亩，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总投资1.4亿
美元。主要产品包括方便面、饮料、肉制品等，经
营区域辐射西南各省。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责编 宋德萍 美编 廖敏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 05
2016年4月2日

星期六

“特价1299元的1P定速挂机一开
卖就被市民抢着下单！”“特价2149元
的大1P直流变频空调不到1小时卖出
10台……”昨日，沉寂了一段时间的
蓉城空调市场又刮起了强劲的“价格
风暴”——由成都商报买够网携手空
调业“大佬”美的举行的首届空调特
卖节火爆开幕！不要1899，不要1599，
只需1299元就能把美的1P定速挂机
买回家，不仅价格劲爆，而且送货安
装迅速，特卖节上的多重促销措施让
市民享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拿着报纸直奔看中机型

“大牌空调，价格这么低，怕来
晚了没货！”早上9点10分，特卖节刚
一开幕，现场就涌进许多市民，他们
拿着商报直奔看中的机型。

市民杨女士和老公王先生下单
非常干脆，两人在卖场转了一圈，就
让导购开了两台挂机的单子。“我们
是商报的老订户了，20年来搬了两次
家，都一直在订阅。”杨女士说，她老
公3月28日看到商报上关于空调特卖

节的消息后，就一直非常关注，因为
他们正准备给位于红照壁的一套房
子装两台挂机，“美的质量没啥挑剔
的，今天过来就是比价格，确实很优
惠，所以下单就不需要犹豫了。”王先
生则表示，自己之前参加过一些电视
购物，觉得不太靠谱，“还是商报买够
网搞的活动我们放心！”

空调特卖活动还有4天

一群又一群的市民前来特卖
节，让导购杨小姐直说“忙得连上厕
所的时间都没有”，不过她也表示，
这次的活动力度确实大，因此忙点
也是应该的，只要市民满意就好！

据悉，本次空调特卖节将持续到
4月5日，美的空调全场7折起，而且承
诺“三个月内全城保价，买贵补差”。
如果您错过了昨天的特卖活动，后面
4天一定要记得来抢购哦！ （余兰）

1299元买1P挂机 空调特卖火火火
买够网携手美的空调举行的特卖节昨开幕，全场7折起，特卖5天

成都商报买够网首届空调特卖节

时间：4月1日~5日早上9：10到晚上8：30
地址：金牛区解放路一段202号附14号美
的旗舰店（瑞安·城中汇对面）
价格：美的空调全场7折起！最高直降3000
元！三个月内全城保价，买贵补差
保修期：6年
安装：24小时内送货包安装
公交：乘9路、83路、36路，均可在高笋塘站
下车前往
地铁：乘K1、K2线二环路快速公交均可抵
达，向驷马桥方向行300米左右即到
电话咨询热线：028—86626666空调特卖节现场

她的努力
让女性在建筑行业扬眉吐气

他的标签
奥斯维辛灵魂代言人

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病逝
享年65岁

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去世
享年86岁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汤小均）昨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从平武县委获悉，3月31日16
时45分左右，平武白马藏族乡党委委员杜格
绕（格绕）同志在扑救山林火灾过程中，不幸
触电牺牲，因公殉职，享年54岁。

据介绍，3月31日15时10分，白马藏族乡
林业站接到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通知，
亚者造祖村刀切加组磨房沟新公路三号桥
对面山上发生火情。接到通知后，白马藏族
乡党委书记孟斌带领乡干部立即赶赴现场。
火情现场地势险要，乡干部分头探路前往。
分管林业的乡党委委员杜格绕带领乡林业
站站长齐汝、志愿者阿生克古率先赶到着火
现场开展扑救。

16时45分左右，杜格绕同志在救火过程
中不幸触电，后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杜格绕
同志已触电牺牲。目前，平武县正在对该事
件展开全面调查。

杜格绕同志简介：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厄
哩村人，男，共产党员，1962年12月出生。

4月1日，一场集体公益生态葬仪式在彭
山区莲花公墓举行，38名逝者亲属选择“以
鲜花为伴，融入莲花陵”的方式悼念逝去的
亲人。

“今天的鲜花葬不仅实现了母亲生前的
心愿，我们将母亲、大哥和弟弟都葬在一起，
相信他们会在天堂相聚，应该很高兴。”家住
成都的陈大爷遵从母亲的生前愿望，为两年
前去世的母亲、哥哥和一年前去世的弟弟都
选择了公益生态葬。陈大爷表示，自己和家
人百年之后，也会选择这种方式。

4月1日上午10时30分许，彭山区莲花公
墓内，在眉山市民政系统、彭山区、牧马镇、
莲花公墓党员干部和参加生态葬家属代表
共300余人承诺签名后，集体安葬正式开始。
参加生态葬的38位逝者的骨灰装在可降解
的骨灰坛中，在礼仪人员的指点下，被亲属
共同放进一个深约1米，总面积仅两平方米
的墓穴里，再用土掩埋，然后栽上杜鹃、天竺
葵、长寿花等鲜花。

“这38位逝者免费、集中葬于这两平方
米的鲜花下，既节约土地，又环保生态。”莲
花公墓管委会主任罗永田表示。

在38位逝者的亲属中，白发苍苍的陈
大爷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陈大爷介绍，
母亲是退休公职人员，大哥是一名退伍军
人。弟弟是一名人民教师。母亲从小深受老
一辈革命家的影响，思想开明。“她生前喜
欢鲜花，家里也养了很多鲜花，曾希望将骨
灰撒在鲜花处，后来得知生态葬越来越普
遍，她生前表示愿意选择生态葬，但安葬处
要有很多鲜花”。陈大爷说，2014年，母亲和
大哥去世后，陈大爷等人将两人的骨灰寄
存在火葬场，开始了解鲜花葬等下葬方式，
并报名排队等待公益生态葬，2015年陈大
爷的弟弟去世后，由于尚未选到合适的安
葬之处，陈大爷便将弟弟和母亲、大哥的骨
灰都分别暂存在火葬场。

2016年年初，陈大爷等人得知了莲花公
墓。成都商报记者从眉山市民政局和莲花公
墓处了解到，在几次前往查看环境并询问相
关情况后，陈大爷等人决定让母亲、哥哥、弟
弟长眠于此。在得知4月1日将举行集体公益
生态葬后，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陈大爷等人
将母亲、哥哥、弟弟三人骨灰的安葬日定在
了4月1日。

“今天的鲜花葬不仅实现了母亲生前的
心愿，我们将母亲、大哥和弟弟都葬在一起，
相信他们会在天堂相聚，应该很高兴。”陈大
爷表示，自己和家人百年之后，也会选择这
种方式。 黄河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怀念，比生命更长久

这不是愚人节玩笑
他们相继离开

世界知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
德因为心脏疾病于3月31日在美国迈
阿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65岁。

扎哈·哈迪德，伊拉克裔英国女建
筑师，2004年勇夺普利兹克建筑奖，是
首位荣获该奖项的女建筑师，也是该
奖项自创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扎哈·哈迪德的作品是解构主义
的典范，而她本人也在业界享受崇高
地位，加上性格严苛、行事独断，人们
称她为“建筑界女魔头”。她曾经主持
设计了广州歌剧院、丹麦哥本哈根艺
术博物馆、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
馆、伦敦2012年奥运会水上运动中心
等一系列经典建筑，轻盈的空间感与
灵动的线条让她的建筑作品一直享
有盛誉。

3月31日晚扎哈的合伙人帕特里
克舒马赫在发给事务所员工的邮件
中这样写道，“带着我个人深深的悲
伤，我不得不告诉大家，扎哈·哈迪德
由于心脏疾病今晨在迈阿密去世。对
于这位无与伦比的个人、艺术家、领
导者和朋友的离去，我们与她的家人
和那些关心她的朋友感同身受。确定
纪念仪式后，我会与大家联系。在这
巨大的损失面前，我也向大家保证我
们的事业会不遗余力地继续进行下
去，这是我们必须为扎哈做的，也是
她所期望的。”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的主
席Jane Duncan这样形容扎哈，“她留
下的作品从建筑到家具、从鞋子到汽
车，无一不在愉悦和惊叹着世人。扎

哈·哈迪德是一位灵感无限的女性，
是那种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建筑
师。尽管年纪不大，但她那充满视觉
想象和高度实验化的成果，令人敬
畏。建筑界今天陨落了一颗巨星。”

扎哈出生在巴格达一个富裕的
家庭中。双亲均来自上流家庭，举家
居住在一栋1930年代建造的大房子
中。“我房间中有一面不对称的镜子，
我为此着迷，我想就是那时我开始爱
上不对称的吧。”扎哈曾回忆。

11岁时扎哈便觉得自己要成为
建筑师，不过她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
特修读数学。没有选择建筑的原因是
当时建筑更多被划分在工科，而且扎
哈觉得“我会是那里唯一的女生。”
之后扎哈一家迁徙伦敦，她在英国建
筑联盟学院（AA）开始了自己的建筑
生涯。

曾有一位黎巴嫩的记者在采访
扎哈时问她，“你是一个幸运儿吗？”
扎哈回答，“不！我坚韧不拔地努力！
我花了数倍于人的力气！我没有一天
放过自己。”同时有几十个项目在手，
全年来回奔波，在这个只有10%女性
的行业里，扎哈不仅站稳脚跟，还算
得上顶尖。扎哈事务所的同事曾这样
评价她，“她是一个暴君，更是一个天
才。”今天，所有爱她和恨她的人都会
怀念她，因为人们知道，她曾真真切
切地改变了建筑的样貌。

她离开了人世，而她的作品依然
在大地之上长存。
据《东方早报》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在北京望京SOHO、银河SOHO，
上海凌空SOHO、SOHO东海广场，和
扎哈·哈迪德合作多次的SOHO中国
专门设立悼念地点，供缅怀这位建筑
奇才的人们寄托哀思。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探访了扎哈·哈
迪德建筑工作室位于银河SOHO的北京
办公室。办公室的员工依然在正常工作，
某一种哀痛，化成了更拼命地工作。

银河SOHO的几位工作人员介
绍，这个小小的悼念场所是刚刚才准

备好的。他们并没有见过扎哈·哈迪德
本人，只是知道“银河SOHO就是她设
计的。”一位外籍工作人员正忙着查看
电脑里的建筑图片。扎哈·哈迪德的突
然离世，并没有让这个办公室立刻陷
入停顿。办公室一位负责人礼貌而又
客气地拒绝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他
说，总部目前并没有对外发言，他们办
公室也不能再透露更多。“你可以以个
人身份来表达哀思。”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北京为建筑界“女魔头”点亮蜡烛

昨日，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
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去世，享年86岁。

凯尔泰斯1929年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
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年，他被关进了德
国纳粹分子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
又被转移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1948年返回匈牙利。

凯尔泰斯曾在报社工作，并长期从事文学翻
译工作，主要翻译德国作家的作品，这对他后来
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荣获过包括
德国布兰登堡文学奖在内的多项国际文学奖。

凯尔泰斯的许多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中国。
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命运无常》《船夫日记》
都与奥斯维辛记忆有关。他自己也说，“无论我
思考什么，我都会思考奥斯维辛。”如果要谈
到那场大屠杀，谈到奥斯维辛的文学抒写，没
有人能绕过凯尔泰斯。

凯尔泰斯·伊姆莱于2002年获诺贝尔文学
奖，当获奖消息宣布后，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
询问：谁是凯尔泰斯？据说，在获诺奖之前，他的
九部书在匈牙利总共印数只有几千册。甚至匈
牙利读者听到凯尔泰斯获奖的消息，立即跑到
书店里抢购，结果另一位与他同姓的作家凯尔
泰斯·阿考什的作品也被抢购一空，竟没注意到
那个凯尔泰斯不是这个凯尔泰斯。

在得知凯尔泰斯离世的消息后，译者余泽
民接受了记者采访。他曾翻译凯尔泰斯主要代
表作，如《命运无常》《船夫日记》等。

他称凯尔泰斯和他不是简单的作者与
译者的关系，凯尔泰斯给了他朝着憧憬的
方向上路的机会。余泽民说，凯尔泰斯已病
重很久，早在十年前他就因巴金森氏症很
少再握笔了，几年前就已经坐了轮椅。2007
年匈牙利政府在中国举办匈牙利文化季时
曾经邀他访华，却因为脊柱的问题无法承受
长途飞行而未能成行。

他说，凯尔泰斯的书都是这样，看懂了的
人会激动不已，俨如在珠穆朗玛峰上遇到知
音；看不太懂的人不理解作家为什么一辈子只
写这种让人“读不进去”的书？为什么只写奥斯
维辛，想来它已被烧掉了70年？

“弱星”，用这个比喻凯尔泰斯再恰当不
过。余泽民说，他遥远，光弱，但永远不灭地闪
烁。凯尔泰斯曾说，他不是不会写“一位红唇的
性感女郎在手包里放着口红和手枪”那类的流
行小说，但他不写，只写奥斯维辛。从上世纪60
年代一开始写作，凯尔泰斯就知道了自己的使
命，并接受了自己弱星的命运。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统一创办人高清愿去世
享年88岁

他的远见
改变了大众的消费习惯

平武干部杜格绕
扑救山火牺牲
享年54岁

鲜花为伴
母子三人合葬

台湾地区统一集团创办人高清愿 建筑界“女魔头”扎哈·哈迪德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