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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曾赞誉“建筑
为凝固的音乐”，由此可见，户型，是房子
的核心灵魂。选择一个好户型，就是选
择一处好的居住空间，既能容纳全家人
的欢声笑语，也能装下自由专属的静谧
时光，更能承载一个家庭所有成员对理
想生活的美好期待。

建业·云境作为焦作宜居住宅的代
表，从多角度深研业主需求，匠心打造建
筑面积约115~140平方米宽境舒居，引
得无数置业者接踵而至。建业·云境的
户型究竟有多优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

阔境横厅，纵享从容生活。建业·云
境融合不同人居习惯，匠心精琢每一寸空
间。阔境横厅连接超大观景阳台，通透敞
亮、大气从容，大幅度提升空间的开阔
感，阳光穿堂而过，光线明媚整个居住空
间。餐厅、客厅、阳台一体，既满足居家
宴请，又方便家庭成员在同一空间中随
时互动。

奢阔阳台，妆点美好日常理想的栖
居。建业·云境所有户型均拥有约1.8米
进深阳台，还免费赠送种植花池，春赏花
夏纳凉秋赏月冬观雪，一年四季纵享诗
意生活。

美味厨房，品味温情时光。建业·云
境采用“U”形台面设计科学规划厨房动
线，合理划分烹饪、洗涤、储藏等功能区，
流水动线操作，减少来回走动，节省更多
烹饪时间。下班后的每一天，太太在厨
房做饭煲汤，先生进门就能闻着饭香，家
人一边烹饪一边交谈，其乐融融。朗阔
的采光，向阳沐风，为主人呈现私属通透

的观景空间，让生活蕴藏自然哲学，寄托
居者心灵的理想向往。

主卧套房，打造主人私享区域。如
果说客厅是圈层交际和亲朋相处的主
场，那卧室则是回归真我的归宿。建业·
云境匠心打造套房式主卧，配备独立卫
浴及瞰景大飘窗，既拓展了卧室的生活
容度，也跃升了主人非凡的气度。阔绰
的尺度，为主人提供从容、舒适的睡眠环
境，既能融合白天的从容优雅，也能静享
夜晚的宁静安逸，疏解主人一天的疲惫
与紧张。

好户型，不仅经得起大众和时间的
考验，更能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和幸福
感。居于不羁的天地，才有不凡的生活
新境界。建业·云境宽境舒居突破传统
思维格局，秉承大尺度、高利用的设计理
念，匠心打造六款臻品户型，将每一寸空
间的凝练，化为理想生活的至诚献礼，据
了解，近日建业·云境至尊会员全城火热
招募中，恭迎全市人民品鉴！

上图 建业·云境置业顾问正在为
购房者讲解区位。 韩静淼 摄

本报讯（记者韩静淼）“这不像
是营销中心，而更像是艺术馆！”5
月29日，建业·书香院子营销中心
提前到访的客户王女士赞叹道。6
月3日上午，建业·书香院子营销
中心暨景观示范区即将正式开放
运营，此次开放将采取焦作建业视
频号现场直播方式进行。

在焦作，有一处新晋的“网红
售楼处”，拍照一秒出片，氛围感满
满，既包含了超1000平方米绿氧
景观逸境，又包含了奇趣的哦业小
象儿童乐园，还有文艺书屋、古生
物化石“藏馆”，甚至还有动植物标
本……这里就是建业·书香院子营
销中心，融生态、文艺、童趣于一
体，全方位将理想生活呈现。

当城市建筑被注入更多的人
本精神，建业·书香院子用它对这
座城市的理解与热爱，通过建筑与
艺术具象化的呈现，向人们讲述着
它所理解的人居艺术。萌态各异
的“哦业小象”傲立营销中心门前，
大而成片的玻璃幕墙与诗情画意
的超美园林示范区，围合出一处

“繁华不离静谧”的至美之境；满目
葱郁与光洁玻璃墙延伸空间感，让
人陶醉于“不知此间真面目，只缘
身在诗画中”的美好诗境。

步入营销中心，留白的墙面，
张弛有度的线条，给人一种灵动而
自然的视觉冲击。穿越千年的古
生物化石、生动的艺术品植物标本
墙等内部空间、陈设融合为一个整
体彼此渗透，意境与生活交融，每
一个细节皆传递着理想生活的质

感。循着柔和的光影，震撼且高耸
的环形书墙营造出仪式感与律动
感，引领着我们进入建业·书香院
子所营造的宏大故事格局里。整
个邻里书屋打开了参观者的视觉
空间，这里既与孩子们的成长乐园
相呼应，又与整体设计灵感“书香”
的演变相契合，书本上光影的交
织，美学与生活灵感跨界互融，随
手一拍即是大片。

夏日清浅，繁花树影间，美好
生活已初现。你可以带上萌宝在
以建业IP形象“哦业小象”为主题
的梦幻儿童乐园畅玩，收获孩子成
长的小惊喜。游玩之余，美景流淌
在心中，美味在舌尖流转。

营销中心现场更有凤梨青桔、
芒果、蓝岛悬月等缤纷多样的茶歇
特饮提供。贴心入微的建业物业
服务，让您尽情感受生活的清凉与
舒心。不管是打卡发微信朋友圈，
还是周末遛娃，这里定让你不虚此
行。建业·书香院子从营销中心到
景观示范区的每一隅空间打造，处
处传递着真诚与用心。

建业·书香院子营销中心线上
直播开放盛典即将如约到来，超值
大礼、惊喜互动等活动多多、精彩
非凡，快提前关注焦作建业视频
号，一起领惊喜吧。

图① 建业·书香院子营销中
心萌态可掬的“哦业小象”。

图② 建业·书香院子营销中
心外景图。

韩静淼 摄

好的地段要兼具城市资产和醇熟配
套双重资源，汇聚舒居理想与城市万象，
成为一城中坚向往的生活主场。正如李
嘉诚所说：“决定房地产价值的因素，第
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
近年来，在政府“房住不炒”政策的指导
下，成熟区域的价值日渐凸显，不可复制
的位置，纯熟生活的多维配套，保值增值
的价值属性，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追求
品质生活的进阶首选。

当房子逐渐回归居住属性，在成熟区
域置业日益成为当下购房的新趋势。其
稀缺的地段和纯熟完善的生活服务配套，
在经过市场的多次检验后，给予置业者更
多购房安全感和舒适的居住体验感。

焦作建业府作为老城资产硬通货，
入市一周年便热销全城，赢得了市场和
客户的信赖。在取得优异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焦作建业府稀缺地段的占位和丰
盛生活配套的加持。

成熟区域的老城区地段具备不可复
制的属性。城市后期的大规模拓展和延
伸也是以其轴线为半径进行发展扩大，
城市向外缓慢扩张，但真正的价值高地
依旧在老城区。焦作建业府择址焦作市

老城区域，项目坐拥寸土寸金的稀缺地
段，土地资源少有，商品房市场供小于
求，其不可复制的地理位置，成为多数人
的奢望，少数人的独享，深受广大购房客
户的认可与追捧。繁华是城市黄金场域
的象征，而纯熟配套则是繁华地段的代
表。选址区域优质资源集聚，可以更好
地兑现资源发展红利。尤其是学校、医
院、商超、公园等周边配套，更是居者高
奢生活的代名词。

焦作建业府周边焦东路小学、焦作市
第十七中学、东环路小学等学府汇聚，让
孩子早起多半个小时的睡眠；市人民医
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优质医疗护航家人健
康；百货大楼、百大超市、和平街商超等商
业资源聚集，开启娱乐购物新体验；雕塑
公园、焦作市体育馆，方便家人日常休闲
散步，于繁华处焕新美好人居住新体验。

上图 建业府营销中心每周末暖场
活动赢得众多小业主的喜爱。

韩静淼 摄

建业·云境：

懂生活的好户型 焕新焦作人居美好想象
本报记者 韩静淼

焦作建业府

当下买房 先看地段
本报记者 韩静淼

①①

②②

建业·书香院子

营销中心暨景观示范区即将正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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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通讯员胡华伟）送君一程，
鹏飞万里。又是一年毕业
季，最近几天，是河南理工
大学 2022 届毕业生离校
的日子。为做好毕业生离
校服务工作，营造温馨而
美好的毕业氛围，河南理
工大学多个单位组织爱心
车队，为毕业生提供送站
服务，护航毕业生离校“最
后一公里”。

河南理工大学非常注
重毕业生的服务工作，力求
将暖心举措体现在细微
处。学校后勤管理处（集
团）临时增设多辆公交车
辆，为同学们提供免费送站
服务。6月3日前，学校每
天将不间断将学生送到焦
作市汽车客运总站、焦作火
车站南站，减轻学生托运行
李和打车的压力。

此外，在各单位积极动
员下，爱心车队志愿者征集
信息发出，就有数百名教职
工加入爱心车队，表示特别
乐意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学生通过在线表
格填写个人行程信息和联
系方式，老师看到信息后与
学生对接，把车开到学生宿
舍楼下。教职工志愿者协
助学生把行李运送到车上，
随后将学生送到相应的车

站。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
月1日，已经有上千名学生
被送达。

测绘学院2018级本科
生辅导员丰习才已经连续
四年参加爱心车队，今年自
己所带的学生将要离校，他
第一时间报名加入送行队
伍。他说：“和学生四年的
相处，还是到了离别的时
候。几天来，虽然出了不少
力，流了不少汗，但能为自
己的学生再尽一分力，也是
为带完这一届学生画上一
个完整的句号。”

据了解，教职工爱心
车队由学校测绘学院自
2019年组织实施，已成为
学院以广大毕业生为服
务 对 象 的 志 愿 服 务 品
牌。近几年，爱心车队已
经辐射到该校多个单位
和学院，不少学院每年开
学季和毕业季都会组织
教职工接送学生，让学生
无形之中感受到“家”的
关怀。

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
翟耀南说：“今后，学校会更
加精细、精准、精确地为学
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更
加暖心的举措，将能力作风
提升体现在以学生为中心
的人文关怀中，让育人更有
情怀、更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李晓军）
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

“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
一责任人”。6月1日上午，
市林业系统召开“安全生产
月”动员会、“森林火灾应急
预案学习年”动员部署会，
拉开林业系统“安全生产
月”活动帷幕。

当日，市林业系统各单
位及部门负责人递交《安全
生产目标和任务责任书》、
认真聆听行业专家——市
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王孝
飞授课、集中学习观看《生
命重于泰山——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电视专题片等。

据了解，在“安全生产
月”中，市林业系统将按
照省林业局和市委、市政
府统一部署，开展一系列
活动：

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咨
询日”和安全宣传“五进”
活动。6 月 16 日是全国

“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市林业系统各单位将
在公众场所开展主题咨询
服务；推动安全宣传进企

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家庭。

强化安全生产警示教
育和应急演练。观看安全
警示教育片、安全警示微
电影和安全生产事故典型
案例，引导全市林业生产
经营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围绕
安全生产重点领域，有针
对性地组织木材加工企
业、林区居民等开展灾害
避险逃生演练。

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怀
川行”活动。6月至12月，
市林业系统各单位将积极
参与市安委办组织的“安全
生产怀川行”活动，宣传典
型、排查隐患、查处安全生
产突出问题和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适时曝光典型案
例。

以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为契机、动力和抓手，
市林业系统将明责任、建机
制、谋长远。摸清安全生产
底数，厘清监管事权，明确
各项林业安全生产任务，健
全林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
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促进
林业生产发展。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健身
从来没像今年这么流行，先有

“刘畊宏女孩”，现在，焦作人在
北大出圈，带来北大版实用养生
操，教练是来自焦作的太极拳世
界冠军柴云龙。

5月31日，北京大学官微推
送一条《北大版实用养生操，全
家跟着世界冠军练起来！》，教练
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柴
云龙，是从焦作走出的太极拳世

界冠军。
长期伏案久坐办公或学习

的你，是否感到身体机能变差，
关节僵硬酸痛？北京大学党委
教师工作部特邀体育教研部专
业老师制作了健康锻炼的系列
课程，其中第一期就是柴云龙带
来的《养生保健操》。

柴云龙带来的第一套养生
保健操，有养生拍打操、肩颈保
健操、下肢健身操、运动强身操

等。
这套养生操多受人们的欢

迎？且看评论。
网友“黄伟国”：动作舒缓容

易学，手舞足蹈协调飘。看似空
中在飞舞，实乃功夫为其中。

网友“飞来了一个”：实践完
了，真的全身都舒畅了！感觉也
不焦躁了。

网友“薄弱菠萝蜜”：跟着儒雅
的柴云龙老师练起来，健康第一。

本周五就是端午节了，随
着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越来
越自信，我们过传统节日的热
情也是越来越高，这不，端午
节未到，满城艾叶飘香。

焦作人如何过端午？记
者这两天去打探了一番。

满城尽飘艾草香。
按照传统，每逢端午节，

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要插上
艾草，据说能避邪驱瘟。

这两天，艾草抢了不少风
头，走在我市大街小巷，随处
能看到艾草的叫卖声。行色
匆匆的市民，都不忘买一把艾
草将其插到门上。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买
艾草的市民，他们告诉记者，
艾草很便宜，插在门头，不仅
清香，还有防疫作用。

据了解，艾草的茎、叶都
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
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
蚁，净化空气。

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手
拿一把艾草的人，可见艾草在
端午节上的重要作用，可见艾
草多抢手。

悠悠端午节，浓浓粽香
情。

端午节的美食是粽子，这
两天，人们对粽子格外“粽情”。

记者昨日在我市不少商超
看到，都有粽子专柜，粽子的品
种很丰富，不仅有我们常吃的
蜜枣粽，还有叉烧粽、咸肉粽、
菠萝粽、豆沙粽，真是花样繁
多，大有万物皆可“粽”的架势。

不过，令人可喜的是，和
往年一些粽子被过多包装不
同，今年商超卖得粽子明显

“瘦身”，是“轻装上架”，多是
包装简约的网兜粽，一袋不超
过20元钱。

昨日是六一儿童节，我市
小朋友们很多都放假在家，他
们和家人一起包粽子、买粽
子，了解我国传统文化节日。

昨日，在我市一家超市，
卖端午香囊的摊位前挤满了
人，大家争相买香囊。

据了解，端午戴香囊是我
市的传统。据卖香囊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香囊里装的是
富有香气的天然中药，戴香
囊、闻香均具有保健作用。很
多市民告诉记者，戴香囊也是
人们为防范疫病流行而发明
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保健方式，
可见咱传统节日里闪烁着古
人的智慧光芒。

走进不少药店，也在端午
节期间推出香囊，中药味扑
鼻，香囊很受年轻人喜欢，他
们觉得香囊样式新颖、做工精
细、香气扑鼻，具有国风味，非
常喜欢。

市民过端午节，艾草、粽
子、香囊少不了，这些过节元
素，让我们的端午节香气十
足，这也是咱中国传统文化散
发出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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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离校“最后一公里”

焦作人在北大出圈
焦作太极拳世界冠军带来北大版实用养生操

市林业系统

“安全生产月”活动拉开帷幕

6月1日上午，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
协联合举办的2022年焦作市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
启动。此次活动围绕“走进科技你我同行”的主题，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惠民活动。图为当日上午，
市科技局的志愿者在活动现场向市民发放“万人助
万企”政策告知明白卡。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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