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记者 赵世全 文
!

图

本报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想起江南"你一定会

想起那充满诗情画意的小桥%流水%

人家"那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那幽

深幽深的雨巷&&

!!

月
!!

日 "锦

绣江南售楼中心对外开放"让你重

温旧梦%再见江南'

当日一大早" 人们就冒着寒风

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赶向锦绣江南

售楼中心( 远远的"他们就被这座

优美的建筑吸引住了)只见整个建

筑面南背北"占地约
"##

平方米"高

约
!#

米"酱红底色的*河南锦博锦

绣江南售楼中心$ 几个金字闪闪发

光" 完全用玻璃装饰的墙体被柔和

的幕帘遮挡着"高贵+简洁( 售楼中

心前面的广场四周密植江南各种名

贵树木"东北角布置有假山%碎石%

小桥%流水"睹之会让你融入江南美

景的诗情画意( 售楼中心大门用墨

绿的大理石建成" 与整个建筑相得

益彰( 售楼中心内"

$

个分区呈一字

摆列"分别为)迎宾区%沙盘摆放区%

贵宾区%儿童乐园区(整个售楼中心

显得干净%整洁%雍容%华贵( 不到
%

时"售楼中心内外已是熙熙攘攘%人

头攒动" 人们或围在偌大的沙盘旁

议论着" 或向售楼员打听项目的进

展情况" 或在贵宾区悠闲地品着茶

欣赏着音乐" 几名调皮的小朋友正

在儿童乐园玩得欢呢(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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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售楼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一时间"鞭

炮齐鸣%鼓乐喧天%礼花四溅"整个

东新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为了助兴"公司还特地安排了

精彩纷呈的演出 ( 只见两位曼妙

的淑女袅袅从幕后走出"缓缓走向

摆在舞台上的古筝 " 玉指轻拂 "

*叮&&$ 美妙的江南旋律立刻向

四周弥漫" 瞬间把人们带向了那满

是鸟语花香%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

随后的江南歌舞表演" 又让人想起

了江南才子佳人聚在一起吟诗作

赋%谈情说爱的情景( 最后"河南
'

位表演艺术家胡希华%任宏恩%孟祥

礼相继登台"为大家表演了,倒霉大

叔的婚事 -%,屠夫状元 -%,黑娃还

妻-等精彩唱段"一招一式%一颦一

笑" 将河南土生土长的生活元素真

真切切地带给了每一位到访的客

人"一下子把活动推向了高潮(

从淮阳赶来看房的王先生说"

在美丽的沙颍河畔打造一座江南小

城" 真是一个美好的创意. 这里有

水+有花+有草"建有红墙绿瓦的别

致建筑"辅以假山+碎石+小桥等江

南元素"真是太有江南韵味了.将来

在此安家"虽身居北方"却常领略江

南韵致"真是太有诗意了. 锦绣江

南项目曹总经理对记者说)!党的十

八大提出来建设 /美丽中国0 的规

划"我们也将为打造/美丽周口0而

献策献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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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建业!桂园
桂花深处的中国院落

!!!!!!

建业1桂园是建业集团产品系列

中的又一高端产品" 淮阳桂园是建业

集团继森林半岛+ 联盟新城项目之后

在周口重点打造的第三个住宅项目"

是一个低密度+低容积率+高绿化率+

高标准的新中式+ 高层+ 高品质住宅

区"具有极高的居住价值和投资价值(

建业1桂园系列属于现代中式风

格"具有浓郁人文特质+桂花主题精致

生活社区( 桂花"寓意吉祥富贵之意"

人生华贵"桂宫折枝( 只有文化的"才

是经典的( 桂园系列继承和发扬中国

传统桂花文化" 不仅专注营造建筑作

品"更关注提升业主生活旨意"营造全

新生活方式" 在实现人们对 *建业房

产"身份象征2认知的同时"更满足业

主生活更高层次333对精神的皈依'

淮阳建业1桂园由国家一级企业

广州集美组担纳设计" 容积率仅
"6"

"

建筑密度
"':

" 项目建筑规划在充分

吸取
(###

年中式传统建筑精粹的同

时"与现代人居习惯完美融合"采用创

新现代中式手法"以围合式院落布局"

唤醒都市阶层精神领域的文化回归"

一种睦邻友好的亲情空间" 被重新发

觉'

项目师法中国园林
(###

年造园

技法"在造园细节上苛求极致"精益求

精' 数十种珍稀植株原木移植"四季飘

香' 存古韵"纳清风"再现中式园林原

味生活" 让整个小区被绿色和树木环

抱"给人更多亲近自然的空间' 既保留

传统元素又尊崇现代生活方式的中式

园林景观" 提升城市人居淡雅人文气

质' 游廊贯穿"让邻里之间保持了一个

适宜的尺度'

以庭+院+街+巷等古典建筑手法

建造"辅以小桥流水+亭台阁榭+花草

奇石等精髓建园手法打造景观" 实现

步移景随的古典园林意境" 打造出一

片真正的心灵绿洲' 在这里"昔日庭院

的情怀被拾起"真正做到*园中有院"

院中有园2' 在这里感受中式园林魅

力"体味五重中央景观内涵4在这里"

业主可以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静静

欣赏四季的风景变幻" 体会 *风舞衣

裾"飘然御风而弛$的至高生活境界'

淮阳建业1桂园从产品到服务+从

建筑到园林" 各个方面都追求中国传

统居住精华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融合"

营造出具有现代时尚与古韵悠长的

*新中式$醇美人文社区'

首批房奴解放无须矫情渲染
据中国之声 !央广新闻"

报道#从本世纪初我国迎来第

一批住房贷款热潮至今#首批

房贷将迎来清款大限#首批房

贷族也将迎来集体还清房贷

的日子#进入无债一身轻的状

态$

之前似乎只有 %房奴 &和

%非房奴&之分#现在看来 #还

有类似于%黄埔一期 &'%黄埔

二期 & 之分 $ 首批房奴毕业

了#还完了房贷 #即将过上无

债一身轻的日子$ 在此#我们

要祝贺一下$ 所谓%有恒产者

有恒心 &#还完房贷意味着有

了 %恒产 &和 %恒心 &#居有定

所#心有所依 #幸福也必然会

来敲门$

可是#首批房奴真是需要

一个被美化的群体吗( 房奴十

余年#意味着人生最重要的十

余年献给了房地产$ 这是一种

青春掠夺 $ 无债一身轻的代

价#是首批房奴背负了十余年

的沉重债务 $ 笔者曾经为房

奴 #回首过去 #月薪
!"##

元 '

月供
!"##

元的日子曾经让我

窒息# 挺过来自然柳暗花明#

可在笔者看来#这些辛酸以及

现在的幸福#都不需要矫情地

去渲染什么$

生活之中#每人每个家庭

都有各自的幸福与不幸$ 我们

可以羡慕
!#

年之前
!###

多

元的按揭压力#但也会苦苦挣

扎于那个时代可怜的工资收

入$ 首批房奴的房产确实已经

涨了多倍# 甚至是十余倍#但

是#房子的户型与内饰 #也已

经渐渐老化#换一套房子仍然

堪比登天$ 只要房子仍然用于

居住#那升值与否 #都根本不

重要$

幸福 # 从来都是一个悖

论$ 记得以前一项调查显示#

%有房贷的人比没有房贷的人

幸福&$ 假如#此项调查数据为

真#那么 #没有房贷的人反倒

是在幸福指数上有所降低$ 我

的疑问是 #在有房贷时 #你们

说有房贷幸福 # 在没有房贷

时#你们说无债一身轻$ 殊不

知 # 幸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也是一个冷暖自知的主观

判断$

首批房奴只是如期完成

了自己的人生考验$ 但是#现

在仍然有许多人为房奴 #而

且#%一人买房# 全家还债&已

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可以肯

定#将来会有更多的人还会成

为房奴#而且 #一代比一代还

款多#一代比一代压力大$ 首

批房奴的解放#说明不了什么

问题$

在房价未完全被控制住

之前#和曾经的房奴和现在的

房奴谈幸福#都是伪命题$ 房

奴再幸福 #也是一种 %奴隶 &$

值得庆幸的是#在十八大报告

中#我们看到了%住有所居&的

执政目标 #也看到了 %收入倍

增&这样的惠民计划#即便%房

奴&作为一个社会名词长期存

在#但是也可以预期 #房奴也

不会再成为剥夺年轻人幸福

时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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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涛
#

售楼中心开放盛况

艺术家精彩献艺

客户围观沙盘

江南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