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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金山·东方
花园小区内看到，金望物业
东方花园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在对小区内的绿植进行补
栽及养护。

“为保证小区景观的优
美，金望物业东方花园服务
中心提早安排，按照绿化补
栽补种方案，结合小区绿化
养护实际情况，及时开展补
栽补种工作。我们不仅补种
了一些苗木、花卉，同时对小
区的绿植进行了养护。”该物
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说，“近段
时间，专业的绿化师傅对金
山·东方花园小区内裸露的
黄土部位进行了移栽补种，
对园区的花草进行养护，希
望广大业主一起爱护园区里

的一草一木，不要践踏草坪，
共同维护好小区的优美环
境。”

王 倩
上图 物业工作人员在

补栽绿植。
王 倩 摄

“这么冷的天还给我们
送绿萝，谢谢金望物业的良
苦用心，辛苦了！”金山·东方
花园小区一位业主激动地
说。近日，有业主乔迁新居，
金望物业东方花园物业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得知后，亲自
上门拜访，恭贺业主乔迁之
喜，并赠送生机勃勃的绿
植。金望物业一直注重同小
区业主的沟通交流，此次专
程上门拜访送祝福，同时了
解业主的日常生活需求和对
物业服务的评价与建议，以
便为广大业主提供更好的物
业服务。 陶 静

上图 物业工作人员为
乔迁新居的业主准备了绿
萝。

筱 静 摄

清洁、保养户外儿童乐
园是物业服务很重要的一项
内容，因为这样可以保障孩
子们在活动中的安全，为小
业主提供一个健康的环
境。近日，金望物业东方花
园服务中心对小区内的儿
童乐园进行常规清洁、保
养，并进行定时消杀，确保
孩子们的健康。

据了解，金望物业东方
花园服务中心对儿童娱乐
设施有着非常严格的清洁
要求：保洁人员每天都要
将儿童乐园清扫一遍，儿
童乐园周围要保持干净整
洁，无纸屑、果皮、树叶等垃
圾；滑梯每周清洗一次，其
他设施每天清洁；擦拭儿童
游乐设施时，发现设施脱
焊、断裂、脱漆或有安全隐
患时，及时上报。近段时
间，新冠肺炎疫情反扑，为
了保证金山·东方花园小业

主的健康，金望物业东方花
园服务中心特增加了定时
消杀儿童乐园这项工作。

“我深知一个孩子不仅是家
庭的宝贝，更是家庭的希
望，我们定当尽心尽力做好
清洁工作。”保洁员一边对
滑 梯 进 行 消 杀 一 边 说
着。 王 倩

上图 物业工作人员
在对儿童乐园进行消杀。

王 倩 摄

补栽绿植环境美补栽绿植环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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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现在购房就像开盲盒，永远不知
道是惊喜还是惊吓。买了房子一般还要等
两三年才能交房，中间等待的那种不确定
性更是让人揪心，真是太难了！”这是现在
很多购房人都有的困扰。购房是人生大
事，多少人交房贷后望眼欲穿，却仍未见新
房的轮廓，还有的新房交付了却和当初置
业顾问描绘的模样相差甚远，不确定性成
了悬在买房人心中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
面临的各种风险，将心中仅存的购房热情
消耗殆尽。

如果说效果图是对未来的一种描摹和
规划，那么触手可及的实景则是让梦想走
进现实的前提条件。看得见、摸得着，能切
身考察楼盘的真实情况，这样的房子才能
给人安全感。房子是长久的居住地，如果
买到不合心意的房子，后期受苦的还是自
己。实景准现房则让人放心多了，房型、采
光、楼间距、小区轮廓等重要因素一目了
然，购房安全性大大提高。对置业者来说，
只有买现房才有安全感，遥不可及的等待、
翘首以盼的期待都不如眼见为实靠谱。金
山·城市花园实景准现房，以匠心品质筑造
优品，让业主真正体验到所见即所得的美
好。

看得见的期限 节约购房成本

一般购买期房时，需要等待几年才能
交房，等待的时间越长，购房者需要承担的
压力就越大，如果是准备置换的改善需求
房，那么一卖一买之间，要住上新房更是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金山·城市花园
实景准现房缩短等待期，让你离交房时间
更近一些，不仅解决刚需购房者的燃眉之
急，还省去可能存在的租房成本，也避免了
空交房贷的郁闷，幸福生活即刻兑现。此
外，金山·城市花园还推出了“交房还月供，
惊喜特价房”优惠活动，现在购房，交房前
开发商补贴月供，并推出三套特价优惠房
源，让你安家无压力，安心住好房。

鲜氧宜居大盘 繁花美景相伴

坐落于市天河公园之畔的金山·城市

花园，奢享天河公园美景和南水北调运河
景观，说是公园地产一点儿也不为过。住
在金山·城市花园，闲暇之余与爱人带上父
母、孩子，往南步行几百米便是天河公园，
与家人一起漫步在南水北调运河旁，呼吸
着新鲜空气，看孩子在草坪上嬉戏，生活简
单而又惬意。在内部景观打造上，金山·城
市花园尊重城市人居对于返璞自然的渴
望，营造宁静内敛的景观空间，让业主每一
步都沉醉其中。

荟萃繁华配套 实现美好生活

身处繁华，配套成熟，居家静谧，繁花
作伴，这是每位业主向往的理想生活。金
山·城市花园作为金山置业在焦作繁华地
段打造的精品力作，周边有诸多业态的组
合，如商业方面，有丹尼斯百货焦作店、焦
作万达广场、王府井百货焦作店等；教育配
套方面，解放区环南一小、解放区丰泽园小
学、市第十八中学、解放区实验学校等市重
点优质中小学分布在项目周边；休闲娱乐
方面，新城区繁华商街摩登街近在咫尺，人
民广场几步之遥。目前。金山·城市花园
已完成窗户、电梯和入户门安装，客户可以
进楼内更直观地感受房子的户型、通风、采
光和配套设施。今年买、明年住，看得见、
摸得着的安心和品质让人更放心。

图① 金山·城市花园对面天河公园
美景。

图② 金山·城市花园项目实景。
筱 静 摄

看得见的美好

金山城市花园准现房
让你一眼就心动

本报记者 陶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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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世界杯大家似乎都最怕
“球王”贝利预言，巴西前国脚罗马
里奥曾说“贝利沉默时就是一首
诗”。不过，巴西媒体分析了他在最
近十几届世界杯上的预言，发现事
实上正确预言要比错误的来得多。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贝利
不看好桑塔纳带领的巴西队。在
世界杯举办前，贝利说桑塔纳的队
伍缺乏勇气，巴西队华丽却没有效
率。对于巴西队，他预言正确。但
他预言阿根廷队夺冠，真正的冠军
却是意大利队。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贝利对
依然是桑塔纳带队的巴西队批评更
加尖锐，他说巴西队失败的概率是
90%。他认为备战阶段“一点都不
认真”、训练计划错误百出、队员挑
选有问题。这一次他也预言正确。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贝利
批评了巴西队主教练拉扎罗尼。
当时，贝利和意大利传统体育报纸

《米兰体育报》签约成为专栏作者，
他在文章中说拉扎罗尼应该改变
阵容。他认为不应该让穆勒上场，
而是应该在卡雷卡旁边安排贝贝
托和罗马里奥。这届比赛，巴西队
被阿根廷队淘汰的八分之一决赛
中，临近结束时穆勒真的没有把握
住一个很好的机会。

1994年美国世界杯：贝利“乌
鸦嘴”的绰号被叫得最响。因为他
很看好哥伦比亚队，赞扬队内的巴
尔德拉马、林孔等球员，认为这是
一届前所未有的哥伦比亚队，然而
哥伦比亚队在3场小组赛中失5个
球，积分垫底被淘汰。但在巴西队
方面，他赞扬了教练帕雷拉。他预
言准了瑞典队的优秀表现，后者仅
在半决赛中被巴西队淘汰。他还
看好德国队和意大利队，后者最终
获得亚军。

1998年法国世界杯：在巴西
《环球报》的专栏中，贝利认为巴西
队的老对手法国队会夺冠。他还认
为意大利队和阿根廷队表现会很
好，这两支队伍都进入了四分之一
决赛。

2002年韩日世界杯：贝利继
续在世界杯期间为《环球报》写专

栏，认为夺冠热门是法国队和阿根
廷队，然而这两支队伍都没有走
远，倒是巴西队夺冠了。他对罗纳
尔多和主教练斯科拉里的批评，让
巴西队很不高兴。

2006年德国世界杯：贝利赛
前表示，巴西队员的体能准备不
足，罗纳尔多除外。他还说：“即便
我们的足球技术好，但巴西队还是
可能在进入淘汰赛后就被淘汰。”
他稍微错了一点儿，巴西队被法国
队淘汰是在四分之一决赛。

2010年南非世界杯：贝利预
言 2008 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队夺
冠。他还说邓加率领的巴西队在
成长，组织也不错，但西班牙队实
力更强。结果他说对了。

2014年巴西世界杯：作为东
道主，贝利还是没有将冠军押在巴
西队身上，他认为德国队或者西班
牙队会夺冠，这也让巴西队主帅斯
科拉里非常不满。

这一回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德
国队以7∶1“狂屠”巴西队，最终还
赢得了冠军。溃败后，贝利虽然安
慰了斯科拉里，但他也很委屈地
说：“我说德国、西班牙、荷兰和巴
西队都有可能，就西班牙队表现不
佳，我说对的时候没有人记得。”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贝利
对蒂特率领的队伍发表评论，称这
支队伍会集了很多欧洲优秀俱乐
部的球员，比如内马尔、库蒂尼奥、
菲尔米诺等，但最大的挑战是让这
些球员在场上配合好。他还认为
蒂特替代邓加是正确的，但他没有
预测到巴西队会倒在比利时队的
脚下。夺冠热门方面，贝利列举了
阿根廷、德国、英格兰和法国队，最
终夺冠的是法国队。

卡塔尔世界杯，这次贝利认为
巴西队将成为六冠王。巴西队在
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是当地时间
11月24日与塞尔维亚队的比赛，
贝利这一次能预测正确吗？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
23日电）

葡萄牙队来到了卡塔尔，从
飞机上鱼贯而下的一众球员中，
笔者一眼就认出了C罗，没想到
已经37岁“高龄”的他还能参加
世界杯。

国际足球巨星中，笔者最欣
赏的是 C 罗，因为他对球迷友
善，经常看到他和小球迷互动的
暖心场面。他对待球迷那种友
好、友善，总让我想起描写中国
君子的一个成语——温润如
玉。而他的职业生涯也可以用
一个成语来形容——自强不息，
用两个字就是——自律。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同
样是超级巨星，马拉多纳 30 岁
后状态急剧下滑，被誉为“外星
人”的罗纳尔多30岁后变成“地
球人”。而今年已经 37 岁的 C
罗，岁月在他身体仿佛没有留下
任何痕迹。这背后是C罗超级
自律的结果。

4 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C
罗的自律常常被提起。据当年
的《人民日报》报道，C罗每天要
坚持三四个小时的高强度训
练。为了方便训练，他将家里的
客房改成了健身房。他每天
300 个仰卧起坐、200 个俯卧撑
和5公里跑步。

在备战世界杯期间，C罗总
是保证在 23 时之前睡觉；C 罗
每天摄取的食物都是低糖、低
脂，从不饮酒，偶尔的“放纵”就
是吃几片葡萄牙风味的烤鳕
鱼。对此，《人民日报》这样评
价：“世界杯从来群星闪耀，他却
在不被看好的年纪让球迷为之
疯狂。坚毅自律、自强不息，人
们爱慕他的球技，更爱他卓越的
精神力量。有天赋，更有勤奋，
人生场上，你也可以跟他一样。”

世界杯很精彩，世界杯因C
罗的参加更加精彩，他告诉我
们：只有自律，才有开挂的人生；
只有自律，你的巅峰状态才会长
久。

球迷说球

C罗的自律
□赵改玲

这次“球王”贝利是怎么预言的

上图 11 月 23 日，日本队球员浅野拓磨（18
号）破门得分。 （新华社发）

冬天举行的世界杯冬天举行的世界杯

果然很冷冷
本届世界杯冷门不断

？

趣谈足球

日本击败德国
克罗地亚闷平摩洛哥
11月23日，在卡塔尔多哈哈里发国际体育场

进行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E组比赛中，日
本队以2∶1战胜德国队。

当天，F组首轮比赛开打，上届世界杯亚军克
罗地亚队在海湾球场迎战摩洛哥队，双方全场比
赛创造机会寥寥，最终0∶0握手言和。“摩洛哥队
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他们很狡猾。”这场比赛
最佳球员莫德里奇说，“我们今天的防守很好，没
有让他们靠近。”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三场没有进球的比赛，
此前丹麦队与突尼斯队、墨西哥队与波兰队的两
场比赛也互交白卷。

（综合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