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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报纸，看一下今天的新闻，看
着看着总觉得这些字像是不认识似的，
每个字越看越陌生，特别是“人”字。

想想人的一生有太多的酸甜苦
辣咸，五味俱全，但关键还是看你以
怎样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你以喜悦的
心情看待人生，人生回报你的也将是
一片阳光。但如果你以忧郁的心情去
体味人生，它必然给你一阵阴霾。就
拿下雨天来说吧，有的人看了会兴高
采烈，而有的人看了就会愁眉紧锁。

当然谁也都曾遇到过挫折，谁也

都曾灰暗过，谁也都曾自暴自弃过
……但你可以灰暗一天两天，一月两
月，但你绝对不能灰暗十年二十年，
更不要说一辈子了。人的一生太短暂
了，我们要珍惜今天。你可以用积极
明媚的心情生活是一天，你也可以用
忧郁低沉的心情生活也是一天。同样
是一天，那为什么不积极点，阳光点？
要多多转变一下看问题的角度。

当你以积极阳光心态对待人生
时，你也会不自觉的影响你身边的
人，你的阳光会让你身边的人感到温

暖，感到阳光的存在，自然而然地，他
们也会变得更加阳光积极。反之，他
们就会受你的影响而变得低沉。当和
客户洽谈业务时，是开朗阳光地和客
户交流成功的可能性大，还是愁眉苦
脸地和客户交流成功的可能性大？这
是不言而喻的。

有时间可去亲近大自然，在那
里，有鸟语花香，有明媚的阳光。多多
亲近大自然，你将拥有一个更加阳光
积极的心态。

（杭州南北 孙巧颖）

感 悟 祝福

Happy
Birthday

本报祝 3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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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工联动 围绕销售重心发布倡议
凝心聚力 助推销售工作再攀高峰

本报讯 为贯彻集团公司 2012 年
度工作会议暨销售工作会议精神，响应
集团公司“把销售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强
势推进销售”的号召， 3月 19日下午，
集团公司党支部、工会联席会议在三楼
会议室召开。集团公司工会主席许尚志
出席会议，党员代表、工会委员、员工代
表等二十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集团党
支部书记麻斐主持。
会议重点围绕集团公司在年度工作

目标中提出的“以销售为中心”的工作任
务，向集团公司全体党员、工会成员发起
倡议：全体员工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群策群力、共克时艰，发扬党员的先锋模
范、战斗堡垒和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为全面完成 2012 年销售工作指标做出
应有的贡献。具体有三点要求：一是立足
本职工作，围绕销售开展各项工作，要坚
决执行集团公司的战略决策，一切工作
都要为销售工作创造条件，为销售工作
开道，为销售工作服务；二是汇聚集团全
体员工的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公

司各在售楼盘的宣传；三是群策群力，对
销售工作建言献策，向集团公司提升销
售业绩、打开销售局面提出建议和意见。
会上，集团公司营销管理中心经理

马奕林向大家介绍了南北·乐章项目的
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均表示对该项目的
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纷纷为集团的销
售工作建言献策。集团公司工会主席许
尚志希望与会人员将关于销售工作的
倡议传达到每一位员工，只要大家目标
一致，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
路上的艰难险阻，夺取销售工作的新胜
利。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职工 2012 年文

体活动方案。集团公司工会主席许尚志
希望每位员工能树立起“新南北大家
庭”的企业文化意识，通过开展各项活
动，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增进同事交流、
增强公司凝聚力。最后，经员工代表举
手表决，决定增补财务部姚国武为工会
经审委委员。

（周 游）

本报讯 “把握 2012
之临平（春季）置业节”于
3月 11、12日两日在余杭
区体育馆顺利举行，本次
置业节共聚集了 10 多家
开发商的 20多个优质项
目参展，活动两天共吸引
了近两万人次到场参观。
杭州欣北投资有限公司
携欣北·钱江国际广场项
目参展，吸引了众多眼
球。
欣北公司在参加此

次活动前，会同策划公
司、销售代理公司及销售
部相关人员进行了多轮
地讨论和研究，并对本次
置业节活动期间在人员
分工、项目宣传及客户跟
踪等方面进行精心布置。
公司在现场准备了看房
车，接待意向客户到销售
部现场进行深入介绍和
实地查看。临平置业节期
间，公司选择了 20 套特
价房源，并在现场设置了
若干极具吸引力的活动
宣传展板，其中最低的总
价为 17万元。4400元/平
米的价格堪称临平区域
内酒店式公寓最低价，吸
引了大量潜在客户来电
来访咨询。
此次欣北公司高品

质、低价位的营销推广策
略实实在在地将项目的
投资价值提升到最大化。
置业节期间共成交 12 套
房源，来电来访客户达到
了近 300 组，钱江国际广
场也成为了展会期间成
交率最高的楼盘。

（欣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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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感谢广大新老业主，由杭州新南北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南北·乐章项目于 3月 24
日至 25 日，在瓶窑现场售楼部举行了“金花四溅 砸
蛋有礼”的业主回馈活动。每个金蛋里面都藏着一份
“万元大礼”，等待新老业主前来一试手气。

3月 24日上午十点，砸金蛋活动正式开始。第一位
“砸金蛋”的业主，是早早就来到现场等候的老业主，当
被告知礼品价值从 9600多元至 10500元不等时，他表
示心情多了一份忐忑。随着“砰”地一声，大家帮忙在金
花四溅中寻找中奖纸条。“第一锤就砸出了本场的最大
奖！价值 10499元的索尼彩电一台！”主持人话音未落，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第二位、第三位……地上满是金色碎片，售楼部里
气氛不断地被推向高潮。

不管礼品价值如何，无论是已签约的老业主还是
刚刚下定的新业主，均对新南北集团组织此次活动
表示感谢。周末两天，回馈业主活动的带动，以及南
北·乐章本身的超高性价比吸引了大量的潜在客户
到场咨询、洽谈。

（营销管理中心）

金花四溅 砸蛋有礼
———南北·乐章“万元大礼”激情回馈新老业主

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几大特点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古典文化的一个组

成部分，在它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不仅影响
着亚洲汉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等地，甚至
远播欧洲。中国传统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不
仅客观而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历代王朝不
同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的兴衰和工程技
术的水平，而且特色鲜明地折射出中国人
自然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演变，蕴含了
儒、释、道等哲学或宗教思想及山水诗、画

等传统艺术对人造园的深刻影响。下面我
谈一些自己对中国传统园林特点的浅见：
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
自然风景以山、水为地貌基础，以植被

作装点。山、水、植物乃是构成自然风景的
基本要素，当然也是风景式园林的构景要
素。但中国古典园林绝非一般的利用或者
简单的模仿这些构景要素的原始状态，而
是有意识的加以改造、调整、加工、剪裁，从
而表现一个精炼概括的自然、典型化的自
然。这个特点在人工山水园的筑山、理水、
植物配置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作为中国
古典园林的创作主旨，目的在于求得一个
概括、精炼、典型而又不失其自然的山水环
境。这样的创作又必须合乎自然之理，方能
获致天成之趣。否则就不免流于矫揉造作，
犹如买椟还珠徒具抽象的躯壳而失却风景
式园林的灵魂了。

二、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合
西方古典园林的两大主流：法国的规

整式园林与英国的风景式园林。前者按古
典建筑的原则来规划园林，以建筑轴线的
眼神而控制园林全局；后者的建筑物与其
他造园三要素之间往往处于相对分离的状
态，把建筑美与自然美对立起来，要么建筑
控制一切，要么退避三舍。中国古典园林则
不然，建筑无论多寡，也无论其性质、功能
如何，都力求与山、水、花木这三个造园要
素有机的组织在一系列风景画面之中。突
出彼此协调、互相补充的积极的一面，限制

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的消极的一面，甚至能
够把后者转化为前者，从而在园林总体上
使得建筑美与自然美融合起来，达到一种
人工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境界。
三、诗画的情趣
文学是时间的艺术，绘画是空间的艺

术。园林景观既需“静观”，也要“动观”，即
在游动、行进中领略观赏，故园林是时空综
合的艺术。中国古典园林的创作，能充分把
握这一特性，运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触
类旁通，通融时间艺术的诗与空间艺术的
画于园林艺术。使得园林总体到局部都包
含这浓郁的诗、画情趣，这就是通常所谓的
“诗情画意”。

四、意蕴的蕴涵
意境是中国艺术创作和欣赏方面的一

个极重要的美学范畴。简单来说意即主观的

理念、感情，境即客观的生活、景物。已经产生
于艺术创作中此两者的结合，即创作者把自
己的感情、理念熔铸于客观生活、景物之中，
从而引发鉴赏者之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
联想。
五、从传统园林景观中挖掘对现代房

地产项目景观的表达方式：
1、借助人工的叠石理水把视线中广阔

的山水风景缩移模拟于咫尺之间。
2、预先设定一个主题，然后借助于山、

水、花木、建筑所构配成的物境把这个主题
表述出来，从而传达给居住观赏者以意境
的信息。

3、意境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在小区环
境建成之后再根据现成物境的特征做出文
字的“点题”———景题、匾、联、刻石等。

（规划发展部 张莹）

忆瞬间

九寨

（资产经营部 翁伟强）

传统园林融入现代别墅入户门设计

传统景观细节在现在景观环境中的体现
通过绿化造园要素将建
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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