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带你逛小区

楼市动态2023年2月9日 星期四 编辑 陶 静 校对 王金伟 组版 田 耘 新闻报料：8797333 B05

租售购信息
欢迎刊登售房信息

联系电话：8797333

●出售

鸿运国际商城，市人民路与
文昌路交会处附近有一商铺
G3117，面积54.83平方米，价格
面 议 ，欲 购 从 速 。 电 话 ：
18239186666

鸿运国际商城，市人民路与
文昌路交会处附近有一商铺
G3118，面积54.83平方米，价格
面 议 ，欲 购 从 速 。 电 话 ：
18239186666

鸿运国际商城，市人民路与
文昌路交会处附近有一商铺
G3119，面积53.76平方米，价格
面 议 ，欲 购 从 速 。 电 话 ：
18239186666

金山·东方花园，市人民路
焦作大学东有一复式房源，位
于7号多层楼6层（6+7跃层），
面积295.97 平方米，现出售，欲
购从速。电话：15036546520

解放区烈士街附近电梯房
一套，二楼，面积 125.51 平方
米，可签购房合同，可银行按
揭。电话：18439115777

市太行路与岭南路交会处
北300米云河丹堤新房一套，面
积132.26 平方米，2号楼 2单元
东户14层（总高22层），四室两
厅，现出售，欲购从速。电话：
1862588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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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
京。元宵节是春节过后第一个重要节
日，也代表着新的一年正式开始。在这
新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我市不少小区
都举办了观花灯、猜灯谜、闹元宵等一
系列的喜乐会活动，现在记者就带大家
一起去看看。

记者在走访时了解到，2月4日、5
日，我市不少小区广场上都布置了五颜
六色的彩灯笼下面挂着一条条灯谜，像
一树一树鲜花在盛开，小区业主们三五
成群，扶老携幼，一起走出家门，欢聚在
自家小区里，尽情享受着暖心的邻里浓
情，感受元宵佳节的节日氛围。2月4
日，在都市花园教育小区记者看到，小
区内的小广场成为了业主元宵节聚会
的文化生活场地，工作人员精心挂上了
灯笼，灯笼下挂着元宵节特有的灯谜，
业主不分男女老幼，年龄大小，全都参
与其中。小区内的人们像赶了一场早
春集市般，有的推着小宝宝，有的搀着
老人，小孩子们更是像一条条快乐的鱼
儿在人海里来回穿梭着，大家徜徉在

“谜海”中，或冥思苦想，或互相讨论，现
场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家住远大·未来城的姚女士对记者
说：“今年的元宵节和前两年相比更有
节日气氛，上午看到有工作人员在装扮
小区，孩子就开始趴在窗户上往下看，
期待着活动的正式开始。这不，刚参加
完猜灯谜活动，看到其他小朋友在吃汤
圆，她也非要和小朋友一起吃，小朋友
在一起吃热闹，我也得积极参与！”

建业·公园里、建业·森林半岛、建
业·壹号城邦、建业·春天里等建业集团
旗下的小区也不甘落后，一排排灯笼成
了各小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此外，手
工DIY、玩游戏、吃元宵等活动的推出，
吸引了众多业主排队参加，不少业主全

家齐上阵，不仅给孩子领取了元宵节小
礼品，还让孩子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
息。

为了营造节日气氛，金望物业东方
花园服务中心不仅组织了猜灯谜、吃元
宵、套圈、送棉花糖、送气球、送爆米花
等活动，还特邀专业人士到金山·东方
花园小区内为业主画糖画，受到了业主
们的拍手称赞。金山·东方花园小区一
小业主告诉记者：“今年的元宵节我非
常开心，不仅和朋友一起猜灯谜，猜中
了很多，而且还得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
糖画。”“今年的元宵节，让我找回了童
年的感觉。金望物业举办的活动寓教
于乐，既让孩子增长了知识，又彰显了
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让
人乐在其中呀。”金山·东方花园小区业
主原女士说。

此外，在我市其他多个小区也组织
了异彩纷呈的元宵节活动，有的小区工

作人员还为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介绍了
灯笼的历史来源和灯笼的制作过程。
之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小
业主们一步一步地动手操作起来，慢慢
地搭建灯笼的框架，然后利用材料制作
出一盏盏别致的元宵灯笼。当孩子们
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灯笼成型时，都乐
在心头，喜在眉梢。

鸟儿攀枝叫，喜鹊登门梢。暖风吹
嫩柳，新春闹元宵。我市各小区开展的
形式不同、丰富多彩的“闹元宵”活动，
为居民们营造了温馨、欢乐、祥和的节
日氛围，在提高小区的凝聚力的同时，
也给业主的日常生活注入了新鲜的元
素，使得小区氛围空前活跃，受到广大
业主的一致好评。

上图 业主在参加小区的元宵节
活动。

王 倩 摄

我市多个高品质小
区虽然已交付，但景观
依旧美丽，现在跟随记
者的镜头到各个小区逛
一逛吧！

本期《记者带你逛
小区》栏目，我们走进焦
作碧桂园小区。

图①②③ 焦作碧
桂园小区实景。

王 倩 筱 静
摄

近年来，不少购房者更倾向于购
买现房，但很多在售现房都是顶层，这
让一部分购房者十分矛盾，他们担心
顶层夏天热、冬天冷，还有可能存在漏
水等问题。而且高层的顶层一旦停
电，更是相当麻烦，无论是爬楼梯回
家，还是走下来都是一个“大工程”。
此外，顶楼可能会存在供水压力的问
题，如果停电，用水相当困难。那么，
相对于其他楼层来说，顶层房源除了
价格更便宜外，真的就没有其他优势
了吗？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顶层屋顶
厚度大于20cm，隔热效果相对就比较
好，冬天冷、夏天热的问题能有明显缓
解。“置业者在购买顶层前，应该注意
房屋防水和排水效果，最好是下雨天
到顶层观察积水情况，晴天观察屋顶、
窗户周围的渗水情况，还可以在楼板
承重范围内刷专用的防水漆、沥青漆
和水泥砂浆防止渗水。”业内人士说，
购房者还应该仔细检查开发企业使用
的防水材料，了解顶楼防水材料标准，
保证顶楼居住舒适度。此外，当下有
些住宅都采用了坡式屋顶设计，这种
设计除了不易存水、有效防止渗水漏
雨外，对顶层房源的隔热也十分有利，
可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顶层房源的
弊端正在逐步缩小。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购房者把房
子买在顶楼，利用层高上的优势可以
最大程度地优化采光、通风和视野。
如果开发商能赠送屋顶的面积，那置
业者还可以得到一个大露台这也未尝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王 倩

欢喜闹元宵 浓浓邻里情
本报记者 王 倩

购买顶层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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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昔日石头山，今朝绿满
坡。走在绿意盎然虎头山中的周文
政。

图② 周文政的座右铭。
本报记者 贾 蓝 摄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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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首届““焦作楷模焦作楷模””风采风采

周文政：太行垦荒牛 青山鉴初心
本报记者 段美如

他，从教40年，用心教书，桃李芬芳；他，开荒20
年，种树百万株，终将荒山变青山；他，始终坚守初心，不计
得失，久久为功，植树造林；他就是沁阳市西向镇政府退休
干部周文政。

周文政作为焦作市唯一离退休干部代表，2014年，被
中组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6
年，被中央文明办推荐为“中国好人”；2017年，被评为感动
焦作“十大人物”；2023年1月，获评首届“焦作楷模”荣誉
称号。

昔日石头山，今朝绿满坡。如今
走在虎头山上，满眼绿意盎然，改变的
是生态环境，蕴含的是振兴的希望。
住在山脚下的人们，从此告别了风吹
满脸沙的日子。这是周文政带领村民
坚守信念、绿化不止的结果。

种树 20 年，周文政没有懈怠，从
不抱怨，他的辛勤耕耘春风化雨般感
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年接着一年
干，一代带着一代干，他让绿水青山更
美，把金山银山做大。

信念支撑 笃行不辍

1月11日一大早，简单梳洗过后，
81岁的周文政走到院墙西南角，开始
擦拭摩托车，这已经是他植树造林20
年间，骑坏的第三辆摩托车。

“每天跑25公里山路，靠着它，我
才能踏遍这片山头的每一处地方、照
看每一棵树，它可出大力了。”周文政
一边擦拭摩托车，一边向记者说。

缘何要放弃悠闲时光，回乡种
树？面对记者的疑问，周文政娓娓道
来……

沁阳市西向镇辖区，有8座高高
的山头，远远望去犹如下山猛虎，故得
名虎头山。虎头山层峦叠嶂，绵延25
公里，过去一遇刮风下雨，山上泥沙俱
下，山下的百姓苦不堪言。

“无雨渴死牛，有雨满坡流，年年
栽树不见树，风大沙又多。”周文政
说。虎头山属太行山脉，石头多、土层
薄，存不住水，种不活树。

2002年，国家下发通知，要求加
大对荒山的治理力度，位于太行山南
麓的虎头山成为治理重点。西向镇虎
村“两委”决定对虎头山采取无偿承包
的办法，承包期50年。然而公告发出
一个多月，却无人问津。

也就是这一年，老党员周文政年
满60岁，从西向镇政府退休返回虎
村，看着无人响应的公告，他着急上
火：“没人接，我来干。”就这样，周文政
承包下虎头山的8个山头。

听说周文政承包了荒山要种树，
可“吓坏”了家里人，老伴和儿女都劝
阻他。“石头山上种树能活吗？”“钱从
哪里来？”面对亲人的疑问，周文政说：

“党员要发挥带头作用，刚好我退休
了，让我试一试吧！”

为了筹集资金，周文政四处奔走
借钱。在西向镇政府和虎村“两委”的
帮助下，他找到几家福利企业，解决了
一部分资金问题。

最终，他揣着千辛万苦筹来的
100多万元，一头扎进虎头山，开启了
荒山绿化之路。

脚步丈量大山 汗水孕育希望

万事开头难。起初，周文政一
个人上山勘察地形和植被，鞋底磨
穿了，脚底磨破了，胳膊划伤了，丝

毫不以为苦。
半个月时间，他跑遍了虎头山的

上上下下、犄角旮旯，绘制出详细地形
图，制订了绿化方案：种植基础林与种
植经济林相结合；土壤贫瘠的地方以
基础绿化为主，土壤相对较好的地方
以种植经济林为主；用5年至10年时
间使荒山吐绿、黄土生金。

为了节省资金，他在山上搭起帐
篷，吃住在山上。最长一次，他连续
40多天没下山，在各个山头来回穿
梭。种树头一年，他硬是穿坏了5双
鞋，用坏了3把镐头。

为了便于灌溉管理，他修建了8
座蓄水池、2000米水渠和人行便道。
为了调动乡亲们参与种树的积极性，
加快植树的速度，他对挖一个坑、栽一
棵树“明码标价”，工资一天一结。为
了防止牲畜啃食树芽，他不厌其烦到
附近村的饲养户家里做思想工作，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得到了群众的理解
和支持，树苗成活率保持在 90%以
上。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经过周文
政多年来精心管护，虎头山从昔日的
荒山秃岭变成了满目青翠，山上遍布
核桃树、花椒树、枣树，经估算经济价
值达上亿元，生态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青山鉴初心 坚持结硕果

时间飞逝，20年间虎头山树已成
林，被沁阳市政府列为荒山绿化示范
区。谈起成就，周文政总是谦虚地表
示，自己只是作了“一点点贡献”。

谈起过往，周文政不无歉意地向
记者说起那令他终身遗憾的事情：
2003年7月，他正在检查种树成果，
兑现群众工资，突然接到女儿电话，

“爸，快下山，快来医院，我妈病重
了”。为了不失信于群众，他打算发放
完工资再赶去医院照顾老伴，可是没
等他处理完事情，就传来了老伴去世
的噩耗。

记者采访当日，周文政抚摸着已
经长至两米高的柏树动情地说：“老
伴，你看，咱们种的树长大了。”

2021年7月1日，作为全国“两优
一先”代表，周文政站在了天安门城楼
上，现场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盛况。“拍大合照时与习近平总书
记握手的那一刻，是我这辈子最激动
的时候。”周文政回忆道。

从北京回来的周文政更加坚定初
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
要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既要山青水绿，又要日子富
裕。”

“只要我能动，就要一直把树栽下
去，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座绿色银行。”
展望未来，他说，“等我干不动了，就把

这片树林无偿移交给国家。”
如今，81岁的周文政体力已大不

如前，但他每周仍会带着护林队前往
虎头山。与以往不同的是，护林队中，
周文政的孙子也在其中。“我们这代人
要接过接力棒，继续保护好我们的绿
水青山，守护好我们的金山银山。”周
文政的孙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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