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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带你看征云

本报讯（记者王玮萱）5
月，征云·云筑（武陟）向新老
业主许了一个愿望：让我们
今后的每一天像家人一样
生活！带着美好的祝福，前
来参加5月业主生日会的几
十名新老业主也许愿：愿在
新家开心度过每一天。

就这样，在满满温情
中，五月业主生日会于5月
21日缓缓落下帷幕。

征云·云筑（武陟）项目
位于武陟县河朔大道与兴

华路交会处附近，是征云集
团重点打造的品牌项目。
该项目自面市以来，以其优
良品质深受购房者喜爱。
为了拉近与新老业主的亲
情距离，征云·云筑（武陟）
项目售楼中心计划每月组
织一次业主生日会。

吃蛋糕、唱生日歌、许
愿、做游戏、拿礼物……五
月业主生日会上，大家成了
和睦友好的邻居，共同拥有
一个美丽的家园。

这是一次“真刀真枪”的演
练——

5月31日9时，武陟区域突
降“暴雨”，征云·领秀城（武陟）
小区地下车库随时有被大雨“袭
击”的危险。

此时，在武陟县住房保障中
心、武陟县人防办的指导下，河
南居缘物业武陟区域负责人王
冬按照防汛预案，迅速调集了一
支40人的小区防汛抢险队，采
取紧急防汛措施。

一组抢险队员第一时间将
停在负一层的电梯停至地面一
层以上，关闭电梯电源，并提前
将车库内停放车辆转移出库，保
障业主财产安全。

另一组抢险队员已开始在
地下车库口设置防洪挡板。这
种防洪挡板为专业的金属防汛
挡板，高约0.8米，可有效预防1
米以下的积水。

为了进一步加固挡水板，抢
险队员开始堆置防汛沙袋，为地
下车库加了“双保险”。

发电机、排水泵，是防汛关
键。为了保障它们在防汛时正
常运转，小区物业管理部门派专
人负责发电机的运转。一旦汛
情需要，工作人员会启动紧急照
明系统，使用强排泵排水。如果
强排泵不够用，发电机会带动备
用泵上场“帮忙”。设备全部开
启后，排水能力可达每秒1立方
米。

短时间内，险情被有效控
制。

而此刻，又一组抢险队员正
在转移受困群众。一位坐着轮
椅的老人被抢险队员安全抬出

住宅楼，医护人员紧随其后，时
刻守护。

演练成功结束！
王冬告诉记者，从今年4月

底开始，每隔半个月，他们都会
组织一次防汛演练，强化防汛本
领。他说：“未雨先筹谋，手中有
粮，战时不慌。”

迎刃而上，这是一种担当精
神。

大爱无疆，这是一种奉献精
神。

在2021年 7月特大暴雨
中，河南居缘物业公司未雨筹
谋，全员上线，其所管理小区地
下车库无一出现重大渗水事故，

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
障，受到了业主们的一致好评。
在抗灾中，物业人员与业主的关
系也变得更加融洽。

河南居缘物业成立于2011
年，具有国家三级物业管理资
质，是集商业和住宅于一体的多
元化物业管理公司。公司自成
立以来先后接管了中站玫瑰园、
征云·紫云华庭、茂源市场、武陟
家和万世、征云·领秀城（武陟）、
征云·领秀城（孟州）、修武征云·
山水名都、焦作市区征云·悦城
及征云·领秀城（沁阳）等小区，
公司服务面积超过100万平方
米，客户满意度达96%以上。

欢度端午节

本报讯（记者王玮萱）
抓鱼喽！个个都在 1.5 公
斤以上的活鱼。6月3日至
5日，约5000公斤大鱼空
降征云·云筑（武陟），一场
捕鱼大战即将上演。

古时，北方的端午节有
走马观鱼的习俗，这天，人
们会走出室外，折柳望水，
钓鱼取乐。

那么，你是捕鱼达人
吗？征云·云筑（武陟）销售
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活鱼免费抓。抓到大鱼，年
年有余，带回家有个好寓意。

欢乐无极限！抓完
鱼，你还可以试试手气。
征云·云筑（武陟）销售中
心的工作人员为你安排了
抽奖活动，中奖率达百分
之百。智能电视机、高档
电饼铛、品牌洗衣粉、手提

纸、精美凳子、脸盆、清凉
小风扇……每款小礼品都
表达着征云·云筑（武陟）销
售中心对你的祝福。

玩累了，还有鲜果圣
代、香脆炸鸡排、美味炒年
糕、开心爆米花、爆汁烤香
肠等美味食物等你品尝。

活动参与方式：关注
“征云地产”微信公众号，转
发相关文章至微信朋友圈，
转3天可领取门票一张，转
5天领取门票两张。

征云·云筑（武陟）项目
位于武陟县河朔大道与兴
华路交会处附近，是典型的
学区房源，武陟第一中学近
在咫尺，其周边中学、小学、
幼儿园应有尽有。同时，这
个区域又是武陟新城商业
圈的核心，临近郑焦高铁，
宜居宜业。

本报讯（记者王玮萱）
小朋友们有福了！因为6
月3日至5日，位于征云·
领秀城（沁阳）销售中心的
毛毛的水上乐园开园了，小
朋友们可以尽情打水仗。

记者了解到，端午节期
间，小朋友们喜爱的汪汪队
将集合征云·领秀城（沁
阳），爱冒险的毛毛、小力、
阿奇、灰灰、天天和路马将
与小朋友们一起完成一系
列挑战游戏。

6月3日，阿奇的梦幻
乐园开园，相关活动将持续
至6月26日。小朋友可在
阿奇梦幻乐园里痛快地玩
海洋球，把海洋球当作大雪
花“打雪仗”，坐上乐园里的
滑滑梯，来一场速度之旅。

毛毛的水上乐园也将
同日开放。喜欢打水仗的
小朋友们可以带上自己的

“武器”，在清凉的水池里展
开一场疯狂对决。对决中，

输家比赢家还要开心。
小朋友们开心玩耍，超

大号的汪汪队在一旁为小
朋友们加油助威，想一想这
样的画面就很欢乐、美好！

过端午节，咋能没粽
子？征云·领秀城（沁阳）销
售中心工作人员特意为老
业主准备了香甜的粽子。
粽子里包裹着征云·领秀城
（沁阳）对新老业主衷心的
祝福。

活动参与方式：关注
“征云地产”微信公众号，转
发相关文章至微信朋友圈，
转3天可领取门票一张，转
5天领取门票两张。

征云·领秀城（沁阳）位
于沁阳市太行大道与南环
路交会处附近，居于“三水
润沁”的核心区。目前，该
项目一期房源已全部售罄，
现推出二期新品，欢迎品
鉴。

征云·云筑（武陟）：

五月业主生日会温情谢幕

征云·领秀城（沁阳）：

毛毛的水上乐园开园了

征云·云筑（武陟）：

5000公斤大鱼免费抓

练好防汛本领
护航业主安全

本报记者 王玮萱

暴雨袭来，小区地下车库进水了怎么办？行动不便的老人怎么办？从今年4月
底开始，征云集团旗下河南居缘物业公司便组织各小区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

5月31日，征云·领秀城（武陟）小区参加了武陟县2022年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演
练，检验了最近一段时间来该小区模拟防汛成果。请看——

图① 争先恐后
运沙袋。

图② 设置防洪
挡板。

图③ 转移受困
业主。

（征云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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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智玲）“谢谢你，因为有
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
丽……”6月1日上午，市儿童福利院特教学校
活动室里，传出孩子们优美的歌声。当天，市
儿童福利院在此举办“喜迎二十大、同心护未
来”庆祝儿童节主题活动，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分享香甜的蛋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市儿童福
利院实行封闭式管理，此次儿童节主题活动是
在确保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举行的。

“我特别开心，还准备了节目，要给大家唱一首
歌。”市儿童福利院特教学校的小朋友胡旭磊
说。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难忘而有意义的儿
童节，该校工作人员提前一天布置场地，活动
室里挂满了气球，节日气氛烘托得十分热烈。

当天9时，活动准时开始。孩子们穿着崭
新的衣服，带着金色的王冠，随着欢快的音乐
蹦蹦跳跳，内心的喜悦洋溢在稚嫩的脸庞上。
文艺节目表演和游戏环节结束后，市儿童福利
院院长杨红战点燃蜡烛，和孩子们一起许下心
愿，为孩子们切蛋糕，分享甜蜜。

“疫情防控期间，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不能
封闭，在今天这个欢乐的节日里，我们一起
为孩子们送上美好的祝福，希望他们在今后
的日子里永远开心、快乐，健康茁壮成长。”
杨红战说。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小朋友们，没有家
长能不能下水玩？”“不能！”6月1日，博爱县蓝
天救援队队员和幼儿园的小朋友进行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溺水自救游戏。在游戏中，小朋友
们掌握了溺水自救技巧。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溺水也是威胁
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杀手”。当天，博爱县蓝
天救援队队员为孩子们准备了一节生动的安
全课。为了加深孩子们对溺水自救技巧的理
解，队员特意将安全常识编成了顺口溜，和孩
子们一起做问答游戏。随后，队员又模拟了溺
水场景，用手托举孩子练习溺水后自救技巧。

活动结束，小朋友为了感谢这些“蓝朋
友”，围着队员转圈圈，大声地说着“谢谢。”

本报讯（记者宁江东）夜来南风起，小麦覆
陇黄。又是一年收麦时，为让儿童体验劳动的
艰辛和收获的喜悦，6月1日上午，修武县西村
乡大南坡村组织10组家庭走进田间，让孩子
们体验麦收的整个过程。

沉甸甸的麦穗迎风泛起金色的麦浪，田野
里弥漫着阵阵麦香。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
走进麦田，仔细观察，认真触摸，既兴奋又好
奇。他们学着大人拿起镰刀，有模有样地割起
了麦子。不一会儿，孩子们的衣服就被汗水浸
透，深刻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含义。

一个小时后，孩子们将割好的麦子整齐地
摆放在地头。休息间隙，带队老师向孩子们讲
解小麦是如何通过加工变成面粉、馒头和面包
等。孩子们了解了小麦的生长过程，体会到了
农民伯伯收割粮食的辛苦。“农民伯伯好辛苦，
一会儿收完麦我要多吃两个馒头，肯定不浪
费。”一名孩子说。

此次活动通过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劳动，
引导孩子感受劳动人民的伟大和艰辛，体验劳
动带来的辛苦和乐趣，让孩子知道食物来之不
易，要珍惜粮食。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大南坡村与焦作微风
集童书馆共同举办。端午节期间，大南坡村还
将举办麦收活动。届时，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
麦收的乐趣，还可以制作艾草花束香囊、到方
所书店看书等。

上图 孩子在收割小麦。
（照片由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村提供）

节目精彩 蛋糕香甜
市儿童福利院里的

儿童节真快乐

跟着“蓝朋友”学技能

萌娃体验麦收
感受粒粒辛苦

AA0404

6月1日，博爱县县直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参
加赛龙舟比赛。当天，该园开展了“五彩端午，缤
纷六一”活动，通过赛龙舟、包粽子、挂艾叶、做香
囊、编花绳等活动，让孩子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六
一。 本报通讯员 程 全 李 岚 摄

6月1日，孟州市第四幼儿园组织师生举办了庆
六一趣味运动会。 本报通讯员 孔丽娜 摄

6 月 1 日，修武县公安局为孩子们送上了
“平安礼物”。当天，该局向修武县第二实验小
学捐赠适合学生佩戴的安全头盔1000个，同时
在校园附近启动了该县第一座“交警便民服务
站”。 本报通讯员 任 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