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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丁新科

中 原 大 地 星 光 璀 璨 ，照 亮 梦 想 ，引 领 现

实。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 届大

众电影百花奖）在完成各项程序后圆满闭幕，

既是对过去两年内行业好作品的表彰总结，也

吹响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电影行业再出发的

冲锋号。这届电影节热度居高不下，显示出观

众对电影行业快速复苏寄予很高的期盼。

一个小故事可以反映群众对电影节的热

情。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郑州多个社区组织星

空电影放映。笔者家附近的社区小广场临时被

改成了放映场地，连续几天每天都有百余人。人

们或坐或站，儿童嬉戏其间，颇有当年放露天电

影的感觉。直播颁奖典礼的那天晚上，演员刘晓

庆深情回忆出演电影《小花》情形，场下几个年纪

大的观众一眼就认出了她。一对年轻情侣路过，

看到新生代演员易烊千玺上台领奖，不由得停下

脚步。由此可见，即使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露天

电影这种形式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一部优秀的电影，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

鸣，让人感同身受，进而引发思考，这就是电影

的魅力。据统计，从电影业复工到现在，短短

70 多天的时间，全国院线上映了 200 余部电

影，收获了近 60 亿元的票房。加上国庆档期

的到来，下半年电影行业定会快速回暖。

在电影节上，众多业内人士通过多种形式

感知中原大地“脉动”，共话电影事业的发展。

正如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

名誉主任侯光明所说，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主根脉，百花奖定会推动中国电影对优秀的中

原文化传承和发展。

电影节，也让我们看到了不足。好故事一

直都有，欠缺的是转化能力。除了专业人才的

不足，更有工业能力的不足。比如，为了拍《八

佰》，制片方花费近 3 亿元，不仅人工挖掘了一

段苏州河，完整复制了一栋四行仓库，甚至连两

岸的建筑也给还原了。电影已形成庞大的产业

链，尤其是后期制作，越来越成为数字技术的比

拼。在这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饺子凭动画电

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获得最佳编剧奖，这部电

影中特效镜头占比超 80%，用了 20 多个特效团

队来协助完成，实际参与制作人员超过 1600

人。如果要在电影行业实现大的突破，既要在

基地、道具等硬件建设上夯实基础，又需要后期

制作、编剧等“软件”储备上精准配合。

具有 5000 年文明史的河南，文化资源丰

富、人文底蕴深厚，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地

珍珠，颗颗晶莹剔透，但需要细心打磨，再现辉

煌。正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主任韩

松所说，河南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值得电影

业深度挖掘。电影节，让我们看到电影产业资

本化运作现状和高水平专业制作团队，也更激

发起我们讲好黄河故事，传播中原好声音的信

心与决心。

最关键的是讲故事的人。得益于制片人

对传统文化的精妙理解，BBC 纪录片《杜甫》好

评如潮。但电影《花木兰》上映后，其虚化的历

史、浮夸的剧情又让人感到迷惑，难获认同。

由最熟悉故事的人讲故事，比如我们自

己，不是更好吗？这也许是电影节留给我们的

一道思考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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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根脉，
百花奖定会推动中国电影对优
秀的中原文化传承和发展。

疫情让“共享用工”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

特殊时期企业间“抱团取暖”的用工模式。“共享

用工”能灵活调配人力资源，但其隐藏的法律问

题不容忽视。人社部和多地人社局纷纷要求用

人单位在共享过程中不得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见9月28日《工人日报》）
“共享用工”打破了传统以行业划分为前提

的市场竞争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力资

源配置效率，缓解了人员富余和短缺同时存在

的矛盾。然而，新事物也可能衍生新问题。譬

如，有的原用人单位克扣借用单位给员工的工

资福利，有的单位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

户以规避用工责任，等等。

依照相关法规，“共享用工”不改变原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间的劳动关系，原用人单位和借

调单位不得以“共享用工”之名，进行违法劳务

派遣，或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规避

用工责任。要想推动“共享用工”这一新生事

物健康成长，让劳动力互助、技能互补、智慧共

享等优势惠及更多的企业，就必须要有更多部

门能够介入，依法对“共享用工”模式予以规范

管理，推动“共享用工”系统化、标准化、规范

化，从而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度和就业市

场稳定性。3 （谢晓刚）

据澎湃新闻9月28日报道，近日，安徽阜阳颍东区的王先生向媒体反映，阜阳市
颍东区杨楼孜中心小学营养餐味道差，小孩不爱吃，将营养餐全部倒进垃圾桶里，校
长回应称，众口难调，学校会加强宣传教育。该校另一位负责人表示，营养餐由阜阳
一家名为“快道厨房”快餐公司负责配餐，“可能在配送的时候时间长，导致味道有些
差异。”5 图/沈海涛

1995年的一个夏日，因建房纠纷，安徽休宁

县板桥乡板桥村 27岁的程美枝被同村村民王氏

父子殴打致死，行凶父子分别被判 14 年和 12

年。陷入失去至亲痛苦的程家人，在数月后竟

然发现王氏之子王某并未入狱服刑，直至 2020

年 9月有媒体曝光了这一蹊跷事件。（见9月28
日新华网）

近期有一个新词，叫“纸面服刑”。此前，内

蒙古呼伦贝尔男子巴图孟和因犯故意杀人罪，于

199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却连一天监狱都没

进过，直到 2017年才被收监。目前，安徽休宁县

委县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王氏父子保外就

医进行核查。不过，纠正错误，让该坐牢的人坐

牢，只是第一步。还必须深入调查其中曲折，公

布事实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责任，才能真

正维护法律的权威，抚慰受害者家人。

尤其是有必要借此来一次对相关制度设计

的健全完善，来一场刮骨疗毒式的排查，全面清

理违法违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

行，进一步强化常态监管。像“纸面服刑”这样

恶劣的案例，必须从中得到教训，不仅要一查到

底，还要反思和弥补制度漏洞，杜绝类似事件的

发生，让遵纪守法者扬眉吐气，让违法失德者寸

步难行。5 （吴学安）

规范管理“共享用工”

“纸面服刑”需一查到底

再见，电影节！你好，新河南！
——我看金鸡百花电影节之三

画中话锐评

□王丽晴

国庆中秋“双节”将至，又到了“荷包捂不住”

的消费旺季。不过，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的数据显示，节假日期间的非理性“突击消费”

也容易引发预付费合同纠纷。法院提醒，消费者

在“买买买”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并妥善保管好

预付款凭据等，方便日后维权。（见9月27日中国
新闻网）

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们也恢复了正常

的生活节奏。国庆中秋 8天长假，承载了人们满满

的期待。人们迫不及待计划出行、购物的同时，也

应警惕“预付费”陷阱。教育培训、旅游、餐饮、娱

乐等行业是“预付费”现象比较普遍的行业，受疫

情的影响，营业额大幅下降，消费回暖后商家更热

衷于通过让消费者“预付费”的方式增加营业收

入。然而，预付费行为由于缺少正规合同，导致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一些商家又

缺乏基本的诚信意识，导致消费纠纷层出不穷。

说 到 底 ，“ 预 付 费 ”是 消 费 者 信 任 商 家 的 体

现。“预付费”纠纷的出现，导致消费者的信任消失

殆尽，商家将遭受信任和利润的双重损失。如何

避免预付式消费纠纷？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

首先，应细化、明确相应的法律法规，将“预付

费”纳入法治框架，约束商家与消费者签订有法律

效力的消费合同，让消费者和商家均有法可依。近

些年，“预付费”兴起，但相关法律监管并没有同步

完善。预存金额是否有保障，是否应由第三方监

管，如因企业破产等原因消费无法如期进行是否能

得到赔付等方面均缺少细化的法律规定。在此情

况下，很容易出现退钱难等纠纷现象。因此，相关

部门应加强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条文，让消费者有

法可依；其次，消费者应勇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当利益受到侵害时，消费者不应放弃维

权，只有人人都拿起法律武器，才能督促不良商家

自觉遵守法律，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漏网之鱼才

会越来越少；再次，消费者预存了金额也是预存了

信任，商家应将目光放长远，主动维护消费者利

益。疫情大考后人们消费欲望激增，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商家只顾眼前利益，而将消费者权益置之

不理，最后损失的恐怕不止金钱，还有信任。

疫情大考后的金秋十月更加宝贵，在这个来

之不易的假期中，将“预付费”纳入法治框架，消费

者懂法用法，各商家诚信经营，才对得起这个迟到

的消费月。5

将“预付费”纳入法治框架

郑州孔雀城星河府精奢外立面效果图擎峰策动 南区核心巨变

近年来，郑州市以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为统揽，借力“一带一路”建设，释
放国家战略叠加红利，推动郑州大都
市区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的郑州，作为
孔雀城在全国化战略布局的重要环
节，一脉相承的将“让住区为生活创造
更多美好”的愿景沿袭下来，择南郑州
核心区地段，让美好生活在郑州孔雀
城星河府触手可及。

自2012年起，孔雀城开始全国战
略布局，通过对宜居城市不断实践与
沉淀，业务覆盖华北、华中、华东、西
南、华南等区域，截至目前，孔雀城已
在全国布局了 50座具备“美好生活体
系”的孔雀城宜居住区，形成了1+8都
市圈的全国化布局。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国家中心城
市的确立，当前省委、省政府正在积极
打造大都市圈，在此背景下，孔雀城落
子南区，打造生态、宜居之城，实乃上
策。

郑州孔雀城星河府项目雄踞郑州
主城区、航空港区、新郑主城区“三区
叠加”优越区位。从中华路至东三环，
一路直达郑州东站、CBD；双湖大道、
G107连接线，通达航空港区，多条道
路，畅通无阻，占据城市主轴位置。

横轴为金水路，它贯通郑州东西，
沿线集中分布郑州高端写字楼、酒店，
是郑州最繁华的主线之一，代表着郑
州的商务形象；纵轴则为东三环—中
华路沿线，它北起北龙湖，向南依次延
展至郑东新区 CBD 中央商务区—郑
州高铁东站—经济开发区。

新的战略形势下，郑州南区到了
新的节点，从承接郑州外溢，到郑州南
部副中心重点建设区，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正拉开帷幕。

致敬城市 构建生态人居

每一座孔雀城，都是以生态底板
为核心而规划的，郑州孔雀城星河府
也不例外。

一直以来，郑州孔雀城星河府研
发团队突破传统思维局限，利用科学

规划，打造特色鲜明的生活图景；结合
土地现状，尝试通过规划现有用地，形
成兼具功能性与实用性的空间形态。

依托约 24 平方公里的古枣林公
园作为生活背景，与潮河生态廊道合
成一脉绿芯，通过中央公园、生态滨水
岸线、黄水河、南水北调运河等自然肌
理，向城市无限蔓延，层层深入各个街
道，形成丰富的活力生态空间，构建

“两园、三河、三绿廊”多元化生态体
系，筑就城市防护风沙、防治雾霾、改
善空气质量的一道天然屏障，实现理
想人居生态圈。

除国家古枣林公园外，郑州孔雀
城星河府周边还将建设潮河湿地公
园，潮河景观工程项目将以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为标准，打造生态环境系统，
是新郑继双洎河生态治理工程之后，
又一重要生态修复工程。

古枣林公园与潮河水系彼此依
托，形成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系统，郑
州孔雀城星河府将坐享这两大工程的
生态红利。置业郑州孔雀城星河府，
在城市公园中，感受灵动而鲜活的花
鸟虫鱼，让都市人重新找回自然的归

属感，在大自然中汲取养分、放松身
心。

高压之下的都市人，鲜活的生命
需要丰富滋养，多彩多姿生活的实现
不应该只局限于居室内部，更应该让
居住空间向外延伸，而生态公园便成
为一种无可代替的休闲场地。

郑州孔雀城星河府致力于打造郑
南人居住区典范，探寻匠心品质，找回
城市人居的信仰，力求使居者感受到
都会万千繁华里公园秘境般的诗意生
活，给这座城市中热爱生活及对生活
不将就、对人生持态度的人一个心灵
栖所。

弦歌不辍 匠心筑造精品

2017年孔雀城进入中原，用前瞻
性的战略眼光读懂了这片大地的抱
负，以国际化的视角重新探索中原人
居方向。

城市在改变，而由它镌刻的理想
恒久不变。

2019年 8月孔雀城公园海项目实
现了“开盘即清盘”的行业佳话，正式
开启新时代的环郑州大都市圈生活方
式。今天，孔雀城集团环郑州区域第
五个项目，同时也是孔雀城集团环郑
州第一个 top系即府系项目——郑州
孔雀城星河府，瞩目而来。

郑州孔雀城星河府是孔雀城集团
在环郑州区域打造的一个标杆品质的

“府系云端社区”项目景观设计方案，
经历了数十轮沟通讨论和推敲演变，
结合潮河湿地公园，万亩古枣生态园
林，打造出“与环境共生，与自然对话”
的内外双修景观。

星河府“云端品质社区”，不仅有
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有的外立面风格
和卓越的景观设计，同样还配备了最
高的建材标准及智能化服务系统。

除此之外，项目整体采用现代建
筑风格，深浅色调搭配，运用三段式经
典立面设计，整体轮廓整齐，庄重宏
伟。外立面更是在整个南龙湖区域仅
有，利用玻璃与真石漆完美结合，展现
最具“云端品质”的外观。

郑州孔雀城星河府承袭孔雀城
“府”系奢宅基因，不仅坐拥潮河一线
河景和万亩古枣林这样绝无仅有的生

态环境资源，而且占领南区发展价值
洼地，通过高建筑标准和精工细作，打
造具有现在艺术建筑气息、集高颜值
和高品质于一身的孔雀城府系产品。

翻开孔雀城 17 载对宜居城市探
索、实践与沉淀的篇章，以独特的企业
文化和精神奋勇前进，专注成为中国
宜居住区的引领者，以智慧城市、生态
城市、文化城市三大系统构建幸福城
市体系，营造引领未来城市发展的幸
福典范。

择天时、得地利、致人和。17 载
淬炼，郑州孔雀城星河府正以得天独
厚的叠加优势与厚积薄发的品质理
念，提升郑南区域的高端人居标准，用
府系钜献中原。

大城崛起风正劲 启幕中原新篇章
——郑州孔雀城星河府打造郑州南部生活宜居地

□张光强

一纸规划，绘就发展蓝图。

2019 年 2 月 21 日，国家发改

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

圈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提

出，到2022年，中国都市圈同城化

取得明显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

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政府文

件除了具有前瞻性的洞见外，更是

指明了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2016 年，随着国家发改委印

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

划》，郑州被正式批复为国家中心

城市，成为全国 8个国家中心城市

之一。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印发《中

原城市群发展规划》。至此，以郑

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正式列为

国家第七个国际级城市群。

最新出台的《新郑市城乡总体

规划（2016-2035）》又明确提出，

坚持“融入大郑州、融入航空港”战

略，将龙湖、郭店和孟庄建成郑州

南部的宜居新城和产业新城，将中

心城区和薛店建设成航空港的西

部门户区和协同发展区。

随着郑州大都市战略格局的

不断扩展，郑州南向崛起之路，已

然势不可挡。

从郑州南区布局规划来看，依

托“航空港区、郑许一体化、新郑撤

市划区”，叠加华南城、新郑产业新

城、航空港区多个重大城市配套的

多重利好，该区域未来发展不可限

量。

郑州孔雀城星河府，正是在这

样的城市区域发展大背景下卓然

而立，近拥一线潮河景观，紧邻潮

河生态走廊，立身于中华路与双湖

大道东，以百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

成为郑州南部区域的标志性项目。

新郑产业新城服务中心

郑州孔雀城星河府效果图

潮河湿地公园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