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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筑家 精工营建 生态宜居 品质筑城

美的世茂·云筑呈现品质、配套、环境整体风貌
“

”

位于常州经开区丁塘河湿地
公园旁的美的世茂·云筑，一面市
就出现了热销场面，今年1月至5
月保持经开区成交总金额、面积、
套数销冠。随着一期交付，“云
筑”产品系的品质、小区景观及功
能配套，特别是其呈现出的商业
配套与丁塘河湿地公园的有机融
合，为经开区增加了一个集宜居、
休闲、生态于一体的住宅项目。
而“美的置业”大国工匠的精工精
神，也在科技、品质、智能、绿色等
方面得到充分展现，从美的电器
到美的置业，同为美的系成员企
业，共同的是对现代智造的不懈
追求与行业引领。

融入城市整体设计，贡献现
代绿色休闲新场景

美的世茂·云筑正对丁塘河湿地公
园正门，项目商业配套的建筑形态在此
次交付时已完全呈现，这个社区商业体
不仅规模达1.4万平方米，而且定位为
丁塘河特色水街，不仅是社区的主要消
费休憩场所，也与丁塘河湿地公园形成
整体化设计，成为未来网红休闲文旅街
区。将住宅项目融入城市整体设计之
中，美的世茂·云筑的前瞻性可见一斑。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美的世茂·云筑由
美的置业与世茂集团共同开发，择址得
天独厚，是经开区核心生态宜居住区，
在项目定位与规划设计过程中，强化了
项目设计与城市发展融入度，重点强化
三方面的核心价值体现。首先是融合
绿色生态价值：丁塘河湿地公园，占地
约25万平方米，总投资3.6亿元，是经
开区重要城市湿地。这里不仅有大片
芦苇，还可种植水稻、蒲苇、美人蕉等多
种湿生植物。公园南侧不远处是“丁堰
果园遗址”，是古文明的历史见证。湿
地公园还设计了游览栈道、3个面积约

100平方米的游客“休闲小站”，保留并
改造了原机床厂厂房遗存，营造现代休
闲空间。为增强湿地公园的休闲配套，
项目将社区商业体与公园正门进行整
体融合性规划设计，在建筑、功能布局
上进行超前规划，使之成为经开区未来
重要的休闲文旅地。同时，云筑项目北
侧约1千米便是玫瑰湖公园，作为重点
规划的城市生态湖泊资源，它是常州城
区最大的自然湖泊，仅水面就有46万
平方米。于是，美的世茂·云筑挖掘“两
园”价值，宜居休闲并重，整体融合规
划，打造独特亮点。

第二是融合区位配套价值。美的
世茂·云筑紧邻地铁2号线重要站点丁
堰站，城市东部重要地标商业体天宁吾
悦广场与项目相距仅200米，还将配套
大型综合商业、五星级酒店等一系列高
端商业。整个社区商业以更有烟火气、
体验感、休闲性、便捷性的特点，与之形
成完整配套。

第三是融合优质文教价值。美的
世茂·云筑近邻戚墅堰全民健身中心，
总投资约8000万元，3000平方米体育
综合馆内有标准游泳池、室内篮球场、
10片标准羽毛球场地、10片乒乓球场

地，还有1500平方米的综合健身房。
项目一路之隔就有优质教育资源：常州
经开区小学（局前街小学教育集团）、经
开区初级中学（常州外国语学校教育集
团），体现了近年来常州经开区在文教
事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美的置业”深耕市场多年，对常州
经开区的发展与潜力有深刻了解，将为
东部新城贡献一座有新城场景感的住

区地标作为“品质筑城”的追求。

倡导森林美学，完善社区
功能空间

作为“美的置业”主力产品系，美的
世茂·云筑汲取了新加坡花园城市的设
计理念，倡导城市森林生活理念与美学
思想，打造充满生态感、活力感、体验感

的新加坡公园式现代生态住区。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考虑到美的世

茂·云筑紧邻丁塘河湿地与玫瑰湖两大
天然生态系统，项目风格定位在森林生
态美学高度，邀请国际著名设计师毛明
镜，考察新加坡城市森林特色建筑，带
领设计团队规划设计。从一期交付的
实景效果看，项目取得了满意效果。整
个小区采用南低北高布局，确保房子拥
有最佳通风采光条件，通过楼栋合理布
局，打造夏季风廊，增强通风降温效果，
削弱冬季来风，让夏天更通透凉爽、冬
天有更充足日照时间。小区建筑风格
为现代风格、东方美学与国际时尚相结
合，立面整体以米黄色为主，点缀咖色；
楼栋大堂为石材干挂，上部为真石漆，
体现云筑系品质感。

为打造城市森林特色景观，设计团
队在北区规划了童悦缤纷园、休闲公
园、氧活公园，南区则由礼序公园、翠池
风华、康体公园等构成。景观功能形成

“多功能健康园林”社区特点。其中，社
区健康跑道分为环形健康慢跑道、健康
步道，并采用无障碍设计。同时根据不
同年龄段需求，规划五大生活功能圈：
养生圈、生态圈、亲子圈、邻里圈、便利
圈，使居民生活更加丰富便捷。

科技赋能智慧生活，展现美
的置业新运用

“云筑”系是美的置业重要产品系
列，其中“云”取意为云计算、云科技、云
智慧，万物智联，体系企业坚持制造业
思维，进行精细运营、精准定位与精益
生产，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美的置业
将“智慧生活，美的人生”的开发理念从
制造领域向地产业的延伸。

美的世茂·云筑采用云智慧管理
模式，社区实现云智慧平台、业主、物
业三方互联，只需一个APP即可实现
所有的智能化操作。包括：智慧家居
系统、智能安防系统、全屋净化系统、
智能社区服务系统。其中，先进安防
技术最为醒目，参观者可直观看到可
燃气体探测器，在煤气泄漏时及时触
发报警，报警信息同步推送业主及物
业服务平台，同时打开抽油烟机与空
气净化器。另外，一键智能开门，手机
端随时查看老人、小孩在公共区域活

动等功能，让参观者体验到美的置业
APP带来的便捷。

精工设计与精工制造体现了美的
世茂·云筑的精工精神。首先体现在人
性化家居设计方面，通过系统化提高设
计精益度。美的世茂·云筑推出玄关系
统、厨房系统、厅房系统、家政系统、卫
浴系统，打造人性化功能空间，让空间
为生活所用，让生活拥有自由的空间。
同时，全系统打造精工品质，项目制定
四大品质管控体系：标准化体系、工程
展示体系、后评估体系、工程管控体系，
从选房、施工、交付、入住四阶段保障住
房质量。房屋交付完成3轮模拟验收，
围绕19大项100多条执行标准，保证
模拟验收有效执行。通过全年4次第
三方全面评估检查，对影响客户居住感
受的62项指标进行“实测实量”，误差
范围控制在5毫米以内。

美的世茂·云筑一期交付，交付的
不仅是住宅本体，还有社区环境、社
区配套，是其与城市湿地、城市湖泊
的整体融合，更是开发企业对城市的
承诺与愿景。一座城市的美好，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一座座建筑的个体形
态，并汇聚成城市美学、城市风格与
特点。美的世茂·云筑后期开发还在
进行中，且产品密度更低、环境设计
更优、功能配置更新，这种不断提升
的创新精工精神，正是宜居建设应有
的方向。

□刘燕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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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芮伟芬）“这几天一直
有村民去看我妈，她觉得特别不好
意思，关照大家千万别来了。”昨天，
市民顾蕾说到母亲前阵子救火被燎
伤的事，一再强调，母亲认为这是她
应该做的，作为女儿，她既心疼母
亲，又感到自豪。

顾蕾的母亲叫孙瑞琴，今年79
岁，家住武进礼嘉村委西街村民小
组。6月8日下午5时许，老人去镇
上买菜回家，路过新辰村委谭家塘
小组时，忽然看到一户人家的门开
着，有浓烟从窗户往外冒。老人心
想着火了，便大声呼叫，见一时没人
过来，她便扔下手中的菜冲进屋去，
见屋里没人，灶台上正点着火，锅里
面烧着了。

老人来不及多想，立即去关阀
门。不料火势有点大，飞溅的火苗
燎到了她的右脸、右手，顿时觉得火

辣辣地疼。就在这里，一名小伙子
冲了进来，老人赶紧请小伙子把着
火的锅扔到地上，她抬起右脚，将锅
一脚踢出屋外，右小腿又被烧伤。

见火灾隐患已除，老人拎起自
己的菜，走回五六十米外的自己
家。同住的小女儿见状，吓了一大
跳，通知了姐姐顾蕾，姐妹俩带着妈
妈到常州消防烧烫伤专科医院治
疗。经检查，老人头面部、右手右腿
轻度烧伤，并无大碍。

“妈妈一直没有对别人说自己
救火的事。后来，我想到妈妈买了
保险，就打电话给村书记，想了解一
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理赔。”顾蕾说，
母亲救火受伤的事才传了出去。

一传十、十传百，这几天，陆陆
续续有村民去看望老人，老人觉得
非常不好意思，关照女儿，如果再有
人打电话来，一定要说自己不在家。

发现邻居家着火
79岁的她冲进去扑救

□记者 汪磊

“老大去哪了”是任忠胜、任忠祥兄
弟最近天天要被问起的一个问题，兄弟
俩回答了一次又一次，没有一丝不耐烦，

“这是老顾客对老大的关心。”
“老大”是兄弟俩的大哥任忠保。

1984年，兄弟仨跟着父亲经营北环新村
“兄弟发屋”，因为手艺精湛、价格合适、人
情味足，小店成了北环、红梅、翠竹一带居
民心中的“明星理发店”，38年来一直很火。

今年春节后至今，任忠保患病在家
休养，大部分顾客来剃头时没见到他，都
要关心打听一下。“我在他们家老头子、
兄弟手里剃了60年头，兄弟发屋对我来
说远远不只是一个理发店了。”从湖塘赶
来剃头的王国华说。

北环一带的“地标”之一

“兄弟发屋”位于北环新村西面，是
一个55平方米的两居室。在老爷子任
德福去世前，他和一张理发靠背椅曾占
据了中间的客厅，大儿子忠保，小儿子忠
胜在西屋专攻“男士头”，三儿子忠祥的

“女士美发厅”在东屋。
在本地论坛、抖音上，有博主提到

“兄弟发屋”，有人点赞，更多人怀旧。“从
新丰街到北环，这一带没有人不知道兄
弟发屋。”“我爷爷、我爸、我、我儿子，都
在这里剃头。”

现在，各种“时尚发廊”“美发连锁
店”风靡市场，这个老店仍在努力地保留
着过去的一切：古旧的理发镜，梳齿已经
磨成圆弧状的梳子，各种老式的电推、梳
篦、剃刀、轧剪，牛皮的刮布，简单但可以
360°旋转的靠背椅。“老幺（任忠胜）用
的梳子，锯齿都凹进去了，一道半圆弧，
最起码20年以上的功底。”说起这个“地
标”小店，粉丝们滔滔不绝。

“老大去哪了”

下午3点过后，是任忠胜一天里最
忙的时候，在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等着
剃头的客人已经排到第七号。就见剃
刀、梳子灵活地在他的左右手间交换，顾
客们一个接着一个坐上理发椅。以往，
男士头由他和大哥轮流剃，吃饭都只能

飞快地扒几口，现在都靠他一人，更是忙
得停不下来。

“一天要剃30个头，还有很多客人排
不上。这几年北环陆陆续续拆了几次，客
人少了一点，不然生意根本来不及。”虽然
忙得不可开交，但并不影响任忠胜和客人
们闲聊。“老大去哪了？”“这一阵，老大的
身体怎么样了，啥时候回来？”“你一个人
忙得过来吗，也要注意休息。”每一位进店
的客人，都要问这几个问题。

“病了，手术后还要休养，暂时不能
回来做生意。过年后到现在，每天都有
人问，有人路过没看到他，也会隔着窗户
问。”任忠胜说。

手艺精湛

兄弟们的手艺传自父亲任德福，老
头子十岁出头就在老家扬州学成了一手

“刀活”，然后到上海做学徒，1947年前
后来到常州，在火车站周边的火炬理发
店、丽华理发店工作。事业稳定后，除了
次子，另外3个儿子先后来到常州，跟着
老爸学手艺。老大老幺剪“男士头”，老
三负责“女士头”，并于1984年开起了

“兄弟发屋”。
“老爸十分严厉，我们一个不小心，

就要挨骂甚至挨打。”任忠胜回忆跟着父
亲学艺的经历时说，“运刀全凭软劲，每
天都要不停地挥刀，一天数千次。脚步

也很有讲究，时刻都要保持严谨的‘丁字
步’。”任忠胜左脚脚跟始终贴在右脚中
间，呈“丁”字形状。

“兄弟们的手艺没话说。我喜欢和
他们聊天，所以每次都从湖塘赶过来。”
王国华躺了下来，任忠胜开始给他刮脸，

“这也是一种信赖，躺下来，脸就交给了
他们。”

人情味浓

1984年开业时，“兄弟发屋”剃头的
价格是8角，现在是15元，生意是一如
既往地红火。

“很多老客户搬走了，但还是习惯在
这里剪头发。”任忠胜有一位顾客，搬到
了无锡鼋头渚，“每次回家看望父母，他
就来剪头发，他自己开玩笑说，在兄弟发
屋呆的时间，比在父母家的还多。”

任忠胜有时晚上11点多钟回家，并
不是因为生意做得晚，纯粹就是和顾客
聊天，“老伙计们聊得开心，我就晚一点
关门。”

“这家小店的人情味很浓。”一位姓
莫的老顾客说起自己在兄弟发屋的一次
见闻。那也是一个夏天，一位90多岁的
老人理完发后，希望任忠胜把他送回
家。“当时店里至少有十个人排队，生意
根本来不及做。可他二话没说，跟客人
打了声招呼，就扶着老人一步一步挪回

家，来回半个多小时。送一个行动不便
的老人回家，不仅要担责任，还要耽搁生
意，哪个理发店能做到？”

剃着头还把疙瘩解开了

时间长了，任忠胜兄弟仨还成了“和
事佬”。曾经，一位客人接了个电话，语
气十分强硬，说要开除两名清洁工人，还
要去报警。

这名客人任忠胜很熟悉，在一家房
产公司的上海项目部工作。客人挂完
电话后，他很随意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情。对方说，浦东一个小区要交付，两
名清洁工“偷”了十几根支撑树木的棍
子。“我跟他说，这个事情要谨慎一点处
理，工人不一定是故意盗窃。可以先把
情况跟两人说清楚，看看他们怎么解
释，不要急着报警。”任忠胜说。一个月
后，这名客人又来剪头，主动和任忠胜
说起这事，说按着他的办法处理了。两
名清洁工人认错的态度特别好，工作也
越来越勤快。

婆媳纠纷、夫妻纠纷，兄弟仨也帮着
说和了不少。“一个老阿姨总说媳妇好像
盯着她的一套金器，所以心里不舒服，天
天挑儿媳的刺。我说了一句，你的这些
东西最后不都是儿媳的吗？你找个机
会，装作随意地提一下这事，让她吃个定
心丸不就行了？”任忠祥说。

父子两代，兄弟三人，坚守着一项老手艺

一家“兄弟发屋”，在北环“火”了38年 本报讯（郏燕波 徐怡）“您之
前献过血吗？”“仔细看一下这些条
款，献血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受
血者负责。”6月7日，记者来到溧阳
市血站，见蒋福才趁排队等待献血
的间隙当起了志愿者，指导前来献
血的市民填表登记。

“蒋师傅，下一个到你了，快来献
血室吧。”听到护士的呼唤，蒋福才交
接好志愿服务工作后，一路小跑着进
入献血室，穿上鞋套、挽起袖子、握紧
拳头……熟练地做好献血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血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是蒋福才第152次献血。

“做好事有很多种方式，有人捐
钱，有人出力，我献血。”蒋福才说，
2013年，他进入溧阳市客运有限公
司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结识了一
帮经常参与无偿献血的同事，便也
加入了献血队伍。

蒋福才还带动亲人、朋友参与
无偿献血，受影响最深的是妻子王
亚军。起初，王亚军对他时常献血
不理解，一度担忧他的身体。“我发
现他献血后，身体与之前没什么不
同，反而精气神更足了。时常听他

说，血站对血液的需求量较大，需要
更多的人积极献血。在他的鼓励
下，2015年我也加入了献血队伍。”
王亚军笑着说。

2017年，蒋福才夫妻俩加入了
溧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为保
证献血质量，他们养成了早睡早起、
定时锻炼身体的健康生活习惯。在
夫妻俩看来，血液无价，最大的价值
就是挽救生命。

献血不难，难的是坚持。时光荏
苒，从第一次献血至今，蒋福才已经
捐献全血3000毫升、血小板137.5
个治疗量，王亚军已捐献全血2100
毫升、血小板39个治疗量，两人均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1个治
疗量血小板相当于200毫升血液，按
此计算，这对“热血夫妻”累计献出的
血液总量达40400毫升，相当于10
个成年人的总血量。

“献血带给我的不只是光荣，还
有一份责任。”蒋福才告诉记者，60
周岁以后就不能献血了，自己今年
虚岁59岁，仅剩14个月的献血时
间了，“我要抓住机会，尽己所能帮
助更多的人。”

相当于10个成年人血量总和

“热血夫妻”献血累计超4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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