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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万国工

业博览会”，一项由众多国家参与的

展示人类文明进程的展示活动，从此

闪亮登场。1910年，小说家陆士谔

在其幻想小说《新中国》中，以梦托

愿，遐想百年之后强盛的中国举办万

国博览会，地点正是上海。当历史的

镜头慢慢摇过159年的岁月并定格在

黄浦江畔时，一幅美伦美奂的长幅画

卷跃入眼帘，让人赞叹不已。

洋洋世博，万国炫奇，争奇斗

Preface
前　言

1878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

1867年，巴黎世博会，开幕式，法国
国王和王后参观机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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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艳，风彩各异，世博带着她倾城的

笑容，走进了我们的百年梦想。这是

一次比历届世博会拥有更多参展国、

更大园区、更多参观者的世博会，这

是一次让世界近距离了解中国的世博

会，这是一次中国向世界各国学习的

世博会，这是世博史上的一次世界文

化大交流。

世博之美，美在形，“形美以感

目”。伸展色彩与线条构成的华丽翅

膀，世博的绰约和风姿，在我们的眼

中瞬间蔓延开，绚丽多彩，风情万

种。

世博之美，美在意，“意美以感

1867年，巴黎世博会，埃及馆

1878年，巴黎世博会，清政府首任
驻英法大使郭嵩焘参观中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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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心”。触摸历史与文明这对清晰的脉

搏，世博的创意与智慧，在我们的心

中慢慢浸润着，珠联璧合，魅力四射。

不同风格的文化在这里相遇，不

同文明的成果在这里呈现。“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此情此

景，怎能不令人怦然心动？

大和之境，大美无言！

这美，召唤着我们拿起镜头，循

着城市的足迹，从晨光初绽到繁星似

水，走遍世博的各个角落，捕捉她呈

现的每一道风采，每一缕娇娆；传递

她演绎的每一个主题，每一份诉求。

一幅幅高清精美的图片，超越时空和

1867年，
巴黎世博会，
德国馆

1867年，巴黎世博会。北部展区施工现场，画面有湖、
假山、灯塔、教堂等

1867年，
巴黎世博会，
俄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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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

地域、超越语言和种族，传递出世博

场馆抒情诗一般的神韵，直抵心灵。

我们喜欢并钟情于用田园牧歌式

的图画来描绘我们生存的地球，渴望

流放掉岁月的悲伤与冰冷。而这一次

的上海世博，给予了我们那么多的营

养与能量，让我们的作品可以充满更

多的和谐与温暖，清澈与美好。

愿世博之美伴随着每一度的花开

花落，将她的幸福与光明引向未来，

引向世界的每个地方。

美哉，世博！

尹小林　　

2010年5月　

1878年，
巴黎世博会，
日本馆

1867年，巴黎世博会，法国馆中展出的手工艺品

1867年，巴黎世博会，法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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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Pavilions  
主题馆

《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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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an Pavilion 
城市人馆
主　题：人的全面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有人的地方就有家，有家的地方就有梦。追梦的路上虽各尝
各的辛酸苦辣，幸福的滋味却万变不离其宗。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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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ilion of City Being 
城市生命馆
主　题：城市如同一个生命活体，城市生命健康需要人类共同善待和呵护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广场，城市的灵魂苏醒了。你听天
上的钟声，那是他的心在跳。你听地下的水声，那是他的血
在流。

《春秋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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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ilion of Urban Planet 
城市地球馆
主　题：人类、城市、地球是共赢、共生的关系

我们总是把地球踩在脚下，贪婪地向她索取。直到她的血已
榨干，泪已流尽，面容憔悴，不复昔日丰盈，我们才懂得她
的伟大和珍贵。珍惜地球吧，她是我们的母亲！

《春秋公羊传》

008



Pavilion of Footprint 
城市足迹馆
主　题：展示世界城市从起源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人与城市与环境之间互动发展

的历史足迹

我打尼罗河畔走过，那等在爱琴海边的浪潮如花开花落。通
天塔上的风，吹走了玛雅的太阳。清明雨里，不见了繁华若
梦的汴梁。

《春秋穀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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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ilion of Future 
城市未来馆
主　题：梦想引领人类城市的未来

是昨日的桃花源，还是明日的乌托邦，为何世界全然变了模
样？为何汽车飞在空中，城堡漂在水上？为何总也走不出梦
想的天堂？

《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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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Pavilions  
主题馆（全景）

《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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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片区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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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The Wonders  Of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014
汉·韩婴

《韩诗外传》



China Pavilion
中国国家馆
主　题：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

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

以道为体，以史为脉，以人为本，取其自然之姿，尽其自然
之势，浑厚古朴，豪壮中正，合天道而通人性。

015
汉·伏胜

《尚书大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