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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天，丝丝凉意带来了一叶知
秋的寒意。正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
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
人间好时节。在郑州众多楼盘项目中，
哪一个最能感受早秋的别样风情?当属
恒大雅苑 16000 平方米欧陆皇家园
林！恒大雅苑园林遵循生态开发理念，
最大程度上保持原生风貌，园林中注重
花带、乔木、大树的运用及亲水性设计，
形成了独具异域风情的园林社区构建，
为忙碌的人们提供一个居住和放松心
灵的家园。无论从最基本的布局到局
部元素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得淋
漓尽致，唯美演绎欧式园林的自然风情
和中式园林的尊贵大气。

一方园林，一汪湖水，
只属于你一个人

生活需要空间，人生需要空间。恒
大雅苑皇家园林，是属于业主自己的私
人空间。恒大雅苑聘请国际园林设计名
家加盟恒大建筑设计学院，众多行业精
英组成跨国设计团队，引入先进的成功
经验，在园林欧陆风情中加入精致、瑰
丽、典雅、神秘、尊贵的景观元素，让原生
自然与后天建筑浑然一体，并保持景观
的开放性和观景的私密性。园林的景观
体系与业主的居住空间是以人、建筑、环
境和自然有机融合为主旨建构，利用自
然环境和地形地势，精心组织景观节点，

采用自然微地形环绕，以高低错落疏密
有致的种植围合空间，充分体现了皇家
园林景观的多样性、享受性、艺术性。
1500平方米臻美大湖镶嵌其中，如众星
拱月般光芒璀璨。每家每户都能推窗见
湖，湖四周以喷泉、亲水平台、近水景观
亭等景观加以点缀，营造出“一步一景、
步移景异”的别致生活。

一个雕塑，一瞬静止，
一份灵动的色彩

雕塑是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造型
艺术，它能美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
情操，赋予园林独特的精神内涵和艺术
魅力。恒大雅苑引入众多动物雕塑小

品，比如象征美丽的孔雀、善良可爱的梅
花鹿、憨厚萌萌的熊猫等。动物型雕塑
小品使环境更显自然生动，丰富了园林
的艺术趣味性。除此之外，恒大雅苑的
湖边有朱雀喷泉，湖里有金鱼、荷叶。大
湖因朱雀喷泉而愈益生动，湖水因荷叶
而愈显多彩。加之岸上的动物雕塑小
品，水里的鱼儿与岸上的“动物”遥相呼
应，为园林增添了不少色彩与活力。

恒大雅苑VIP全城招募，享开盘额外
85折钜惠，席位分秒递减中。80平方米—
140平方米阔景华宅，全明户型设计，户
户瞰景，再送1500元/9A奢装，实景皇
家园林，五星级铂金会所、9A奢装样板
间均已盛装绽放，恭迎莅临品鉴。（李飞）

“一步一景、步移景异” 恒大雅苑的别致生活

一张老照片 穿越三十年
——同学们，马老师喊你回家

□张光强 赵永刚

2016 年 7 月 21 日，发现·城市之
美——楷林汇摄影大赛正式启动。

启动当天，为了启示我们发现城市
的当下之美，主办方策划了一场关于郑
州的老照片展，一批珍贵的老照片为我
们鲜活呈现了郑州的过往之美。这些
珍贵的影像，记录着一个城市的变迁，
也记录了城市中人们生活状态的变
化。其中有几幅平静的人物照片尤其
引发关注，有媒体发起寻找“画中人”的
活动，希望“找到老照片上动人的面孔，
发掘他们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岁月故
事！”

毕竟，时间很久了，茫茫人海，悠悠
岁月，找到这些人非常不容易，奇迹会
发生吗？

奇迹真得发生了！发生在一幅老
师带着学生在河畔写生的照片上（见
图），据照片的拍摄者刘予平回忆，这张
照片拍摄于 1984年的金水河畔，照片
里的场景是当年郑州七中的师生课外
写生的情景。

正是通过这条线索，中间历经多位
热心人士和机构提供信息、推测、查询，
主办方终于联系上其中的老师——马
瑞增先生，并第一时间将照片发给马老
师核对，令人欣喜的是，马老师确认照
片中的老师正是30多年前的自己。这
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

2016年 7月 28日，楷林置业客户
服务中心总监赵永刚、河南日报等媒体
朋友一行前往高新区马瑞增老先生的
居所拜访。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已经
81 岁高龄的马老师依旧眼不花耳不
聋，他非常爽朗地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马瑞增老师曾是郑州七中的省特
级美术教师，在4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
他呕心沥血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美术
人才。马老师在 1984年和 1985年连
续指导学生参加了世界儿童画大赛，夺
得了一枚金奖、一枚银奖、三枚铜奖、一
枚优秀奖的佳绩，为河南赢得了荣誉，
为中国赢得了骄傲和自豪，被业界称之
为“郑州七中现象”。在他教过的学生
里，现在有很多都已经是美术圈里的精
英，如李明现任河南省美术协会副主
席、河南省书画院副院长；曾获国际大
奖的史方方现任广州美术馆主任；曾获
国际大奖的唐蓉现在旅居英国；学生冯
锋现任中州大学美术系主任等。还为
郑州市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美术教师，真

正是桃李满天下。
拜访马老师的现场，发生了一个有

趣的小插曲。楷林置业的一位工作人
员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找到照片中老师
的消息发送到朋友圈，很快有一位姓卞
的摄影爱好者秒回道：我跟马老师在七
中学过两年画画，并通过微信语音分享
了当时的情景。他说：“记忆中马老师
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印象很深的是一开
始上课的时候，马老师教我们画圆圈，
尽量画得圆一些，大家都画圆圈，每个
人都画，我是比较调皮的那一种，我画
了好几个圆圈，画成小猪的样子，小猪
的头是圆圈，耳朵也是圆圈，就被马老
师很和蔼地批评了几句。”马老师非常
开心地通过语音给予回复：“我是马老
师，刚才听到你讲的话了，现在怎么样，
工作挺不错的吧！”卞先生非常兴奋，又
发来好几个语音信息，感谢马老师给予
自己精心的指导，他说：“我上大学时有
一门课叫作工程绘图，其他课我都不是
很优秀，但这门课每次都是全班第一

名，当时就想起来马老师教我们画圆、
阴影、立体空间感的场景，没有马老师
教导我肯定也不会有那么好的成绩。”
他还分享了自己现在的工作和爱好，并
表示一定要登门拜访。

师生重逢的喜悦与温馨感染着我
们每一个人。马老先生说，带学生去金
水河畔写生是每届学生的必修课，照片
里的学生具体是哪一届他已经记不清
楚。如果能有机会再见到当年的学生
们，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正是摄影的记录力量，穿越时
空，让故事发生。作为“发现·城市之
美——楷林汇摄影大赛”的发起方，楷
林置业决定在 9月 10日教师节那天，
在楷林汇举办一场“穿越老照片，师生
再相逢”的特别活动，希望届时马老师
和当年的学生们再次相逢，回首师生情
谊，共叙岁月故事。

如果您曾经是马老师的学生，或者
如果您曾经在马老师的指导下在河畔
写生，请尽快联系我们！让我们共同期
待一场充满惊喜和感动的重逢故事的
发生！

嘿，马老师的学生，您在哪里，马老
师期待和您重逢！

一场关于郑州的老

照片展引出一场寻人活

动，奇迹般寻访到后希

望继续寻找照片中人的

学生，让分别30年的师

生在教师节重逢！

“

马瑞增老师

马瑞增老师带着学生在河畔写生

坚持本心 以匠人之心做产品和服务

□朱荣梅

2016年上半年郑州房地产市

场在全国去库存政策的支持下，

楼市持续升温，呈现量价齐涨的

态势。市场火了，购房者需要为

房子付出更高的价格，自然对产

品也更加挑剔了，对于老百姓来

说，关心的不是市场火不火，而是

什么样的产品适合我。

对于康桥来说，市场升温的时

候，我们更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念，

不能有任何心存侥幸，专心盖好房

子，是15年来康桥作为一个责任房

企义不容辞坚持去做的事。15年

来，康桥一直以客户为中心，为客

户创造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更优质

的服务，这也是康桥地产即便在去

年去库存压力最大的时候产品依

然能持续快销的根本原因。

不管是业内还是身边朋友，

最近大家都在问我，郑州房产市

场是否真的如报道所言，未来会

出现拐点，有些朋友甚至直接问

我郑州如火如荼的房价是否会进

入冷却期。其实在我看来，市场

是很难一直这样火下去，同样也

很难一下跌入谷底，回归理性是

大势所趋，决定购房者买单最终

的将不再是市场，而是产品本身

能否满足自身的需求，“一招鲜吃

遍天”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康桥除了在产品创新研发上

不断钻研，更深入到生活的每一

处细节，15 年产品研发经验积淀

和近 20 万业主的深度洞悉，打造

康桥 5+好房，拥有“观建侍体研”

五大体系，从“景观、建筑、物业、

体验、研发”这五个方面，打造出

更懂中原人的好房子。

市场是变化的，人的需求也

是与时俱进的，谁能跟上时代的

步伐，谁才能被铭记，不然就会被

抛弃。时下 80、90 后已成为当下

的购房主力，他们的观念更新潮、

更好奇、更愿意尝试新领域，例

如，他们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不再

是“今天，你吃了吗？”而是“你家

WiFi的密码是多少？”

于是康桥在产品创新的同

时，更关注科技带给生活的便捷

和舒适性，举个例子，在康桥的社

区公共休息区 WiFi是全覆盖的，

让年轻的父母和爱人，在花园内

散步、照看孩子时也能实时关注

他们喜爱的新鲜事。同时针对年

轻客户对于当前城市节奏下健身

的需求，我们不单单提供了 LED

夜光健康跑道，更在休憩区实现

了社区内蓝牙音箱覆盖，让康桥

的业主时时刻刻都能在曼妙的音

乐中享受生活，聆听生活之美。

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这些年，

有过太多的高峰和低谷，好在康

桥在利益和诱惑面前从没有迷失

过方向，一直坚持着本心。任何

一个行业都没有绝对的好市场，

也没有绝对的差市场，去了解你

的消费者，去钻研你的产品，以匠

人之心做产品和服务，才能立于

市场的不败之地。

（作者系康桥集团执行总裁）

红星美凯龙“精装中国”下的什么棋？

中建七局25天攻坚克难
商丘高铁站保通工程如期完工

8月28日，郑州世贸购物中心潜心
打造的两条主题时尚街区盛大开业，“雅
典娜的秘密”“V星时尚街区”双街联动，
荣耀绽放。这既是中原服装人对时尚的
探索，也是对中部服装核心地——郑州
火车站商圈的献礼。

据了解，两条街区的改造升级历时
三个多月，其中一层街区被命名为“雅
典娜的秘密”，整体街区采用桃红色基
调，辅以靓丽炫彩的双束灯带，营造绚
丽时尚的购物氛围。街区创新性的提
出以“女神的衣橱”为核心诉求，主要以

时尚女装业态为主，致力打造凝聚年轻
女性关注度，引领商圈时尚风的潮流街
区。

与之不同，世贸二层“V星时尚街
区”将轻工业时尚风首次引入郑州。首
先映入视线的是灰色地坪漆地面上极
具设计感的“Vogue”字母，街区内统
一采用灰色地坪漆和浅色裸顶，配置前
卫的字母凳，科技炫新的电子屏幕，整
体营造现代前卫的时尚气息。街区业
态以欧韩女装为主，致力打造风格化的
衣饰流行天堂。 （杭娜）

8月 13日，经过25天的持续奋战，
商丘高铁站保通工程顺利贯通，为郑徐
高铁的开通试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商丘高铁站位于商丘市梁园区境
内，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保通工程
拆迁规模大、周期长，涉及人数众多，再
加上四个施工单位交叉作业，互相牵
制，整体建设进度受滞，这给工程进展
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了使商丘高铁站保通工程顺利
施工，早日通过铁路总公司的验收。7
月 18日，商丘市政府召开商丘火车站
高铁保通协调会，决定在中建七局原本

就负责的新胜利路的基础上，把河南路
桥负责的前进路及人民路、中铁十七局
负责的站前临时道路三面围绕及4171
米道路、新增加的东侧公交大巴停车
场、西侧社会停车场都交给中建七局来
施工。从接到承建命令具备条件施工、
快速集结队伍、调配一切人力物力保
障、全力攻坚冲刺到 8月 13日胜利贯
通，短短25天，中建七局全体参建人员
精诚团结，克服睡眠不足、持续高温等
众多难题，加班加点抢抓工程进度，使
得工程如期完工，给商丘人民交上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 （张霞）

8月 27日，红星美凯龙宣布在
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精装中国行
动，首站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未来，
红星美凯龙每年将从全国数以万计
的地产项目中，优选出100家楼盘，
协同平台内优质供应商，联合打造
绿色正品成品住宅，践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为用户提供“绿色、
正品、智能”的居家生活，

在红星美凯龙集团副总裁张贤
看来，此次活动意义重大。首先，红
星美凯龙率先提出“第二开发商”的
概念，彰显出敏锐的市场判断和前
瞻的商业洞察，有望引发行业示范
效应；其次，这也意味着红星美凯龙
在住建采购业务上的角色升级，未
来将倚靠高附加值和全国布局，打
通、联动上下游，提供涵盖设计、产
品、施工等在内的精装一体化解决
方案，开启成品住宅新纪元；再次，
红星美凯龙也希望凭借对家居美学
30 年的厚重积淀和极致追求，以

“绿色、正品、智能”的核心标准，重
新定义成品住宅。现场，红星美凯
龙住建集采副总经理吴晓东与近期
诸多新增客户完成签约。 （杭娜）

厚积薄发 山顶·御景园优雅绽放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细流，无以成江海”。企业生命线的
存续在于积累和开拓，在于企业完
善的运营体系，更在于企业独特的
产业链格局建设和优化。

山顶公司成立以来，在郑州市
区接连开发了经开区创业大厦，金
水区山顶·御金城、山顶·御鑫城等
项目，同时公司作为国企，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成为第一批进入港区的
开发商，先后开发出了富士康蓝领
公寓、豫康新城三期公寓、山顶时代
商业广场、山顶·御和园以及正在开
发的山顶·御景园等项目。

其中，最值得山顶人称道和自
豪的当属山顶御景园项目。该项目
位于河南省航空港区鸿运路以南，
郑港二街以西，郑港一街以东，郑港
二路以北的围合地块，占地面积

120亩。项目紧邻郑州市地铁二号
线延长线、郑州至新郑机场轻轨，公
共交通便利。

山顶·御景园是山顶地产11年
厚积薄发之下的全新产品，也是山
顶地产 11年品质升级之作。以浓
浓的“法兰西风情”打造项目建筑外
观和园林景观。从建筑立面的设
计，到园林绿化的细节，每一步都体
现出来自法兰西的浪漫情怀。

项目在细节上也甚是考究，主
入口迎接来客的是充满对称美的主
景观轴线，穿过景观轴线，是各个独
具特色的组团景观，从叠泉翠幕的

“枫丹白露”到自由逸趣的“诗人国
度”，从精雕细琢的“格拉斯”到五层
立体绿化的“贵族后花园”，置身其
中，足以忘忧忘返。

（张光强）

9月 1日下午，“2016和昌集团新
品战略发布会”在北京饭店召开，活动
现场近 500人到访，全国多家主流媒
体参加。

和昌集团成立于2007年 9月，总
部位于北京，坚持全国化发展战略。
下辖三大产业：和昌地产、和昌物业、
和昌资本，主要负责房地产开发及经
营、房地产生产资料及终端服务提供、
房地产投资业务及金融服务业务，三
大产业的独立运营及业务之间协作互
补，为集团的发展及全球化扩张道路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支撑。

活动开始，和昌集团董事长武磊
登台致辞，他首先对参加发布会的所
有嘉宾表示欢迎，并介绍和昌集团 9
年10城28盘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深耕
二线城市，择机进入一线城市发展，
2016年品牌重塑年，打造共享“和社
区”美学模式，2016年获得中国房地
产品牌百强企业。接下来和昌集团员
工将把公司打造成百年老店，为百姓
奉献更多精品人居。

经过几年重点深耕二线主流城
市，和昌集团积累了大量的项目打造
经验，形成了一套极具和昌特色的产
品体系——即以“将城心繁华与居住
舒适度结合”为出发点，全方位升级城
市优质人居体验的云端系；以“为了居

住者提供一生居住所需”为出发点，打
造一个可自我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梦
想之城的城邦系；以“专注精美、品质
于心”为出发点，坚守对建筑风格、户
型空间等细节追求的匠心系；以“在幽
雅的环境中放松心灵”为出发点，建筑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生态社区的云
舒系。作为一个向来注重客户体验的
开发商——和昌集团，更是提出新型
社区理念，重塑品牌形象！

作为中国社区生态实践者，和昌
集团还在产品服务端持续发力，2016
年提出的“和社区”价值体系，以“共享
社区美学”为理念，倾力打造“和沐人
居”、“和美生活”、“和乐成长”、“和善
分享”四大系统。“和社区”不仅将成为
和昌产品标签在未来呈现，更已成为
一种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深入到每一
个员工的内心。 （张霞）

2016和昌集团新品战略发布会在京召开
——“和社区”价值体系打造新型社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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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郑州世贸购物中心时尚主题街区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