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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外慧中 小地块做出大景观

8 月 5日下午，一场阵雨过后，记者开始了

在正商城裕园 6号院的“游园”之行。社区主入

口东大门采用当下时尚的现代风格和设计元

素，石材和铝板搭配出简洁大方、时尚现代的视

觉效果。进入社区，两排高大银杏树迎接业主

回家，带来满满的仪式感和迎宾感。穿过香樟、

桂花、银杏环伺的景观廊道向社区内漫游，阳光

下闪耀着金属光泽的中心廊架随即映入眼帘，

廊架中心，一颗大胸径丛生朴树与廊架互相衬

托，相映成趣，廊架的下方，潺潺流水给社区平

添几分灵动。

记者了解到，这棵特选的丛生朴树胸径达100

多厘米，单棵价格5万元左右，为了与中心廊架组

成一个有机体，工人们使用了吊车、钩机，用了一天

时间才将这棵树栽种成功。记者看到，社区主要

树种是全冠移植的银杏、桂花、香樟、朴树，其中，大

型丛生朴树有5棵，单棵价格2万元左右的大胸径

香樟和桂花树有十数棵之多。

廊架向西，一片平整开阔的草坪恣意生长，几

只雨后觅食的小鸟轻快地走过茂密的绿草地，在

草坪的中心，几只铜制小鹿雕塑在草地上做奔跑

追逐状，给人带来心旷神怡的愉悦。转过廊架，行

走在中心景观的道路上，两边种植的高大乔木，以

及花丛灌木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让人禁不住放慢

脚步，慢慢享受这归家的美好及喜悦，景观效果完

全可以与不少项目的景观示范区相媲美。

裕园6号院采用东西、南北双轴线的景观设

计。走过中心景观区，沿南北轴线向北便到了

礼仪广场，在这里，设计师巧妙利用消防登高场

地，把植物、石材、碎石穿插其中，使之成为一个

让人可行、可观、可思、可静、可留的场所，让景

观不仅可观赏，更可亲近、可互动，让业主与自

然浑然融为一体；向南为全龄儿童活动区，充分

考虑不同阶段儿童需求的游乐设施，搭配色彩

鲜明的塑胶地面，不仅保护儿童安全，更为满眼

青翠的社区带来一抹活泼的亮色。同时，考虑

儿童游乐时老人的看护及健身需求，场地中也

贴心设置了老人活动健身器材。缤纷多彩的儿
童活动场地与红色的小区漫步跑道相得益彰，
加上2号楼前特别开辟的塑胶地面儿童活动区，
让孩子们尽享丰富多趣的运动空间。

记者注意到，社区内设置多个防腐木廊架
坐凳，这种造型独特的廊架坐凳由多块防腐木
拼接而成，不仅具备防雨的实用性，也为社区增
添了品质感，工程师告诉记者，这种坐凳对拼接
施工工艺要求很高，一米造价超过一万元，为了
达到完美的使用和观赏效果，正商为此多次更
换施工团队。

事实上，与正商旗下智慧城、河峪洲等大盘
相比，作为正商城裕园组团中的一个“小院”，这
个只有7栋楼的社区占地面积并不大，如何在有
限的占地中既满足逾千户居民的休闲需求又带
来开阔疏朗的空间感？这考验着设计者的匠心
与巧思。沿着社区的漫步跑道走走停停，记者
发现，这个小社区并没有丝毫的沉闷与拥挤之
感，7栋楼巧妙合理的布局和景观的通透设计，
保证了步移景异，每栋楼的业主皆可推窗见景，
给社区带来了秀外慧中的“公园感”。

据介绍，是这个占地逾 3.2 万平方米的社
区，景观面积达 2.4 万平方米，绿化率 40%左
右。设计中充分考虑居民的观赏性、实用性、便
利性，以及每栋楼的位置和消防的硬性要求，致
力于通过景观的打造，营造出温馨、灵动，人与

环境融为一体的社区空间。
记者了解到，裕园6号院交房正值一年中最

热的酷暑时节，这给各种绿植的成活带来了严
重挑战。为了保证苗木的成活率，正商大量采
用成本更高的毛球苗木，以及四季常绿草坪，并
通过庭院灯、灯带的点缀营造出绚烂的夜景效
果，每平方米的景观综合造价近 800元，如此高
标准的投入，不仅让社区成为小而美的典范，也
将给业主带来舒适、开阔的居住体验。

精于细节 毫末之处尽显匠心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高品质是什么？在正商城裕园 6号院，高
品质不仅是园林设计的巧思匠心，更是一点一
滴的细节呈现，是毫末之处的用心投入。这成
为记者三个多小时实地鉴证的最真切感受。

虽然销售时的价格市场定位是刚需盘，但
项目品质上并不因刚需而有丝毫的折扣。裕园
6号院的 7栋楼外立面采用经典灰色，外墙漆使
用质感漆，三层以下铺砌外墙砖。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社区的外墙砖使用德高粘接剂，配以墙
面、瓷砖双面刮浆工艺，确保外墙砖即便历经风
雨也不会出现大面积脱落，曾吸引不少业内同

行前来学习借鉴。高高悬挂的红灯笼、整洁有

序的红地毯，随处可见的“欢迎回家”标识，加上

带着喜悦之情办理装修手续的业主，为整个社

区带来了浓浓的吉庆氛围。

随意走进一栋楼可看到，每栋楼均为精装 5

米挑高大堂，整个入户大堂两侧墙壁采用简一大

理石瓷砖铺装，大堂左侧墙壁用16块600毫米×

900毫米规格的大理石组成了寓意吉祥富贵的孔

雀开屏图案，每块砖的价格近千元；门头搭配夹

绢玻璃，并用铝合金条装饰提升层次感；电梯门

套舍弃了传统的瓷砖，而采用了更结实耐用的金

色不锈钢，门头用白色亚克力搭配波纹镜，颜色

搭配大气而不失庄重；原本裸露在外的消防栓也

精心装上了和墙砖颜色统一的隐形门；吊顶则采

用龙牌的龙骨和石膏板……如是种种，让整个入

户大堂透出现代典雅的质感。

单元大堂进出皆采用刷卡的方式，充分保

证住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进入电梯可以看到，电

梯的品牌是日立，除了入户大堂精装以外，每一

层的电梯间及楼道区域全部进行贴瓷砖装饰，

墙壁砖及地砖的品牌是斯米克。

来到地下停车场，记者注意到，该项目负

一、负二、负三层的电梯间均和入户大堂同样进

行精装设计，让业主无论以哪种方式回家都可

以体验到尊贵的品质感。地下停车场使用了 8
厘米厚的金刚砂耐磨地坪，不同区域按照颜色
进行明显区分，采用BM综合布线技术，对热力、
自来水、污水等各种管线提前设计一次成型，避
免返工，各种管道也特别进行了喷漆美化，尽管
还未到交付时间，但整个地下停车场整洁明净，
车架灯已安装到位，各种导示标识正在完善，确
保到期顺利交付。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事实上，自
2013年提出高品质战略以来，“高品质”已经成
为正商旗下项目的共同基因，无论择址北龙湖
的“上境”系列，还是具有造城之势的低密生态
大盘正商智慧城、正商河峪洲，抑或是如正商兴
汉花园、正商城裕园6号院这样小而美的刚需楼
盘……只要冠有“正商”之名，都是正商“建造高
品质、配套高品质、服务高品质”高品质战略的
形象代言人。

坚守高品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
年 4月，由正商集团副总裁、研发负责人等组成
的数十名首席品质官、首席客服经理集体上岗，
以项目为抓手，以“责任制”的形式确保高品质
在各个项目保质保量地落地实施。作为正商城
裕园的首席客服经理，正商集团副总裁刘振强
告诉记者，经过 6年的探索实践，正商高品质建
设已经形成了“5优 1严 1体验”的全流程体系，
除了优设计、优材料、优建造、优服务、优配套的

“5优体系”，还通过首席品质官和客服经理的内
部监管、第三方专业检测验收、移动质检App监
管，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的工程质量和服务品质
管控。“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提出的高品质建
设五条硬性规定第一条就明确要求，‘高品质没
有例外，不要认为刚需就是低标准，越是刚需越
要高品质’，因此，即便如裕园6号院这样的小社
区，我们也投入了同大盘一样的用心，执行了同
样的高品质标准，力求做到小而精、小而美。”

据了解，从 7月 29日启动交房以来，该院具
备交房条件的 1385套住房交房率已达 80%，不
少业主已办理装修手续。交房装修期间，裕园 6
号院通过物业服务、400明源客服系统、地产客
服三条线同时为业主提供高效快捷服务，对业
主反馈的门窗、插座等小问题当天解决，空鼓等
问题 3~5天整修到位，同时还有专门的工程师、
楼管对业主装修进行答疑指导，致力于通过高
标准、高品质服务，让业主住得舒心畅意。

刘文良 李 莉

正商城裕园6号院交房实地鉴证—

小社区写就高品质建设“大文章”

对于地产企业来说，项目交房，无疑是一场大考，是检验开发企业建造品质、服务品质、配套品质的标尺和试金石。对于正在

大力推进高品质建设的正商集团而言，一个个项目的交付，更是检验其6年高品质战略成效的直接明证。

正如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日前，正商城裕园6号院正式交房，记者入乎其内，实地鉴证这个只有7栋楼的小社区，

如何用匠心和精心写就高品质建设这篇“大文章”。

正商城裕园正商城裕园66号院东门入口花香满径号院东门入口花香满径。。

住在正商城裕园住在正商城裕园66号院号院，，归家即是游园的开始归家即是游园的开始。。

正商城裕园正商城裕园66号院中心景观区号院中心景观区
草坪上铜质小鹿雕塑栩栩如生草坪上铜质小鹿雕塑栩栩如生。。

二、5月份“文明市民”
1.程万兴，男，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离休干部。助人为乐。
无论是看到公交车上让座的年轻人，还

是十字路口风吹日晒的交通协管员，或者路
边辛勤劳作的清洁工人，他都会上前送上一
张“感谢卡”……退休后的二十年间，他自己
掏钱制作了 8000多张“感谢卡”，体现了一
个老党员的高尚情怀。

2.张菊，女，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会孝
慈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助人为乐。

张菊自1997年起开始投身到公益扶贫
事业之中。为解决贫困山区吃水难的问题，
她发动爱心力量，相继建造了10座水窖，解
了村民的干渴之苦。她常年在穷乡僻壤奔
波寻访，救助贫困地区学生，受她救助的孩
子已超千人。她的公益路，被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称为“张菊现象”。

3.丁娜，女，郑州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三
区主治医师。助人为乐。

失独老人因脑梗死需要定期检测凝血
情况，由于老人活动不便，无法去医院进行
化验，丁娜便义务为老人上门服务，进行抽
血并送往医院化验。这件事情，丁娜一做就
是5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

4.李晓辉，男，河南金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助人为乐。

李晓辉以金路网为依托，多渠道参与扶
贫工作：建设扶贫基地，助力贫困户多渠道
实现增收脱贫；结对帮扶贫困，主动为贫困
户提供花生剥颗机、榨油机等设备；积极吸
纳贫困户及其子女就业。目前，李晓辉安置
3个贫困人员在企业工作，贫困户月均收入
为2500元左右。

5.刘彦锋，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掘部主任。敬业奉献。

刘彦锋发表各类考古发掘报告、简报、
论文 20余篇，出版专著 3部。他编写的《巩
义芝田晋唐墓葬》《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报告》先后获得郑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二十世纪郑州考古》获得郑州市
社会科学调研课题一等奖。

6.郭玉溪，男，河南省地矿局地矿二院
几内亚分院院长。敬业奉献。

郭玉溪常年奋战在非洲野外一线，在自
然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付出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努力，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他主
持的嵩县整合勘查项目、558铝土矿、利比
利亚铁矿勘查等均获河南省地矿局一等奖，
被授予“河南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7.陈超峰，男，郑州市上街区保安公司
职工。孝老爱亲。

陈超峰母亲患有精神病，他常带母亲到
郑州看病，抽空陪母亲到外散心，使老人得
到了精神上的安慰。2017年 11月，他的妻
子出了车祸，他不分昼夜精心照顾，喂饭、喂
药、洗脸、洗头、洗脚等。他的事迹虽然平淡
无奇，但是都充满了爱。

8.周利霞，女，巩义市鲁庄镇西侯村村
医。孝老爱亲。

周利霞的丈夫曾患肾病综合征，在她的
悉心照料下，丈夫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
2008 年她 80多岁的婆婆又患上了老年痴
呆。每当婆婆轮到她家照顾时，她就和婆婆
住在一起，从没有一句怨言。2017年婆婆
去世后，她又悉心照顾90多岁的公公，从不
嫌弃，得到了村民的交口称赞。

9.王泮郎，男，郑州市世纪游乐园职
工。敬业奉献。

王泮郎是郑州市世纪游乐园的一名普
通园林工，参加工作以来，三十多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勤奋好学，为园林绿化事业默默
奉献着才智和汗水，谱写了一个又一个不平
凡的业绩。2007年获得郑州市园林技术工
人中唯一的“五一劳动奖章”。

10.王琰，女，河南省地质调查院高级工
程师。助人为乐。

1985 年参加工作以来，王琰主持及参
与完成数项省部级大中型地质勘查项目的
样品测试工作，上百万个分析数据准确无
误。2008年以来，她默默地资助了藏区的
两个孩子，使她们顺利完成了从初中到高
中、大学的学业。

“月评文明市民”以身边的典型感染身边人

郑州市2019年第二季度“文明市民”事迹
近年来，郑州市持续宣传好人事迹，把公园、广

场、乡村等作为宣传身边先进典型、传递正能量的主
阵地，擦亮了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市民）、新时
代好少年、优秀志愿者等市民认可的郑州好人品牌，
全力把郑州打造成一座“好人之城、文明之城、幸福
之城”。

“月评文明市民”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通过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
的时代新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挖掘各行各业的
先进人物，倡树一批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道德典范，在全市兴起学习、宣传、争做文明市民的热

潮，自觉向模范看齐，与榜样同行，为加快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让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本报
特刊发30名文明市民的事迹，以进一步提高郑州市

“文明市民”的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引导广大人民群
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一、4月份“文明市民”
1.卢光辉，男，郑州晨曦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司机。诚实守信。
2019年 2月 28日，一名乘客深夜打车，

15元钱的车费，却支付了 51066元。卢光辉
发现后立即报警。在众多媒体的帮助下，3
月 1日，终于找到失主并归还多付的钱款。

2.金婵，女，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
局河南公路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见
义勇为。

2019年 3月 23日下午，一辆小厢货车行
至大桥中间突然停下，一名男子下车蹲在地
上。正在值班的金婵迅速赶往现场了解情
况。还未询问清楚，该男子突然翻过护栏就
往下跳。金婵迅速跑过去，死死拽住男子的
胳膊，在过往车辆司机的合力下，最终把轻生
男子救了上来。

3.寇建星，男，新密市东方红灌区水库管
理处职工。见义勇为。

2019年 4月 14日凌晨，寇建星在水库例
行巡查时，发现一名老人蹲坐在水库边上，面
对水面，一言不发。察觉到异常，寇建星一边
循循劝导、稳定老人情绪，一边搀扶老人来到
岸边，摆脱危险处境。原来，老人由于年纪
大，长年病魔缠身，觉得一无是处，不愿累及
家人，因此有了轻生的念头。幸亏寇建星及
时发现，才避免悲剧上演。

4.侯高宇，男，河南省儿童医院放射科技
师。诚实守信。

2018年5月22日一早，侯高宇在自家汽车
后座发现一个装有25万元巨款的双肩包。经
过回想，由于近期他想将自己的车出售，可能是
二手车中介或者买车客户的钱。在联系不到失
主的情况下，侯高宇报警并通过多家媒体寻找
失主，最终将25万元巨款如数送还给失主。

5.白馥榕，女，北京海马美尔地毯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人为乐。

白馥榕自发组织办起为到京看病人员提
供免费吃住的“爱心家园”，连续免费收留
600多名来京看病的困难人员；在巩义投资
40万元建设“免费爱心粥屋”，免费给环卫工
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流浪人员
及拾荒者提供早餐。2012年以来公司及个

人捐款额累计达到230余万元。
6.孙培敏，女，巩义市鲁庄镇念子庄小学

退休教师。孝老爱亲。
孙培敏的丈夫在外工作，公公已93岁高

龄，患年老痴呆，卧床已三年整；婆婆88岁，耳
聋眼花，生活勉强自理；弟弟是聋哑人，弟媳患
精神病，侄女是智障。侄女从出生到现在，都
是孙培敏带着，视如己出。为了不耽搁教学工
作，她总是早睡早起，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家。

7.曾维银，男，郑州市蔬菜研究所品种资
源室副主任。敬业奉献。

曾维银参与并完成了豫白菜八号、郑早
60、郑早 55白菜新品种的选育推广工作，获
得省市科技成果奖 7项、郑州市科技拔尖人
才和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等荣誉，在
省级以上杂志发表科技文章22篇，主持编写
书籍3部，参与编写书籍6部。

8.李柯霖，男，金水区红十字会风马旗救
援队队长。助人为乐。

李柯霖 2014 年 12 月创建风马旗救援
队，参加过 2015年信阳商城水灾救援、2016
年武汉长江洪涝灾害救援、2018年 8月山东
寿光洪涝灾害救援、2018年广东台风“山竹”
救援等。在全省各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义
务开展应急安全知识培训1200余场，累计受
益20万余人次。

9.尚继业，男，巩义市河洛大鼓传承演艺
中心主任、河洛大鼓第四代传人。敬业奉献。

尚继业不仅是河洛大鼓艺术的改革创新
者，而且还是鼓曲艺术的传承者。已出版《河
洛大鼓初探》《河洛大鼓古今曲目选》等八部
专著，多次参与红色文艺轻骑兵走基层等公
益演出。2014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优
秀文化志愿者”。

10.贾小成，男，郑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法
制科副科长。敬业奉献。

贾小成在国家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15
篇，主编或合编了 13项规划，参与环评或验
收报告编写 50多项，7项科研课题获奖或通
过鉴定，获得“郑州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
第三梯队”、河南省环境保护局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国家环境保护一等奖等荣誉。

三、6月份“文明市民”
1.孙鸿斌，男，郑州市技师学院学生。见义勇为。
2018年 6月 17日，孙鸿斌和同学到黄河边玩耍，其中一名

同学不慎掉入黄河。孙鸿斌马上过去施救。由于水流湍急，孙
鸿斌一起被拖了下去。孙鸿斌奋力把同学推到岸边，自己却由
于体力严重消耗再也没从水里出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2.霍嵩峰，男，河南省轮友之家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助人
为乐。

霍嵩峰 2016年因一场意外造成脊髓损伤致高位截瘫。深
知残疾人受伤后及康复时所受的艰辛与苦难的霍嵩峰，于2018
年 12月创办轮友之家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免费的技能培训、创
业孵化、康复培训、生活重建、心理咨询等支持，带动轮友自立自
强、创新创业。

3.牛炳州，男，巩义市站街镇老城村村民。助人为乐。
牛炳州在村里没有配备专职的清洁工前，组织并带领党员、

群众义务打扫村组道路卫生，一干就是两年多。村里组建志愿
者服务队伍，他带头参加，同年轻党员一起进行义务劳动，是一
个闲不住的人。

4.张庆彦，男，郑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休养员。
助人为乐。

2003年张庆彦退休后分到军干一所，退休不褪色，主动为
老干部及家属们义务采购米面油等食品，十多年来风里来雨里
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是军干一所的活雷锋。

5.杨彦芳，男，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站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敬业奉献。

杨彦芳参加工作以来亲自主持和参与完成的工程项目近千
项，审查技术图纸、方案、报告两万余份；主持和参与完成的科研
项目二十多项，十余项获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主持和参与编写
的国家级和省级标准二十余个，为河南省建筑技术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

6.刘娜，女，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医师。敬业奉献。
在精神科这个特殊岗位上，刘娜十五年如一日，无论面对狂

躁型精神病人，还是抑郁型精神病人，她都能态度和蔼地说服病
人积极配合治疗。虽多次因狂躁性病人的伤害而受伤，但她却
毫无怨言，仍然全心全意地奋战在工作岗位上。

7.靳世红，女，河南金色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助人为乐。
靳世红热心公益事业，多次到秦岭路社区为社区群众进行

普法宣传授课，义务为群众解答专业的法律问题。她先后多次
参加郑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温暖回乡路活动、法律援助宣
传活动，每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十起。

8.王成立，男，荥阳市豫龙镇第三小学教师。敬业奉献。
从教 15年来，王成立一直在豫龙镇农村一线任教。2014

年，他因右足底部恶性肿瘤，导致右小腿截肢。经过手术治疗和
自我心理调整后，他立即又投身到农村教育事业当中，拖着残缺
之躯，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9.赵轲，男，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监督四科科员。助人
为乐。

2006年 6月加入河南义工联合会后，赵轲组织并积极参加
了每周六的爱馨养老院心灵关怀活动以及 30余次涉及三门峡
卢氏、温县、新密、登封、禹州、周口等地的贫困学生走访活动，先
后资助了4名贫困中小学生，累计花费达上万元，义工工时超过
3500小时。

10.景慧平，女，登封市嵩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敬
业奉献。

景慧平对待病人热情周到、耐心服务，天天亲自到车上为患
腿病走路不便的病人打针，从不嫌麻烦。并多次无偿到患病老
人家中帮病人插胃管。一位退休老干部在医院输液后，禁不住
赋诗一首讴歌赞美，称她是“最美的白衣天使”。

本报记者 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