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9.14/ 星期五

The Mirror

专题05

依山傍水为居者打造慢生活

远洋人心中有春秋

本 报 讯 （记 者 董 振 杰 ）“
绘时代，
谱春秋。 ”2018 年 9 月 6 日晚上，在
北京八达岭长城居庸关前， 上百家
媒体、远洋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一起

见证了“远洋北方区域战略暨春秋系
品牌发 布 会 ” 的 盛 况 ， 北 京 、 廊 坊 、
天津、石家庄、秦皇岛……远洋系瞄
准北方九城，将共绘时代蓝图。

9 月 6 日晚上，瓜果飘香，秋景
正美。 远洋集团别出心裁在居庸关
前举办了一场盛会， 发布未来的
战略蓝图。
记者看到，白天的游客散去之后，
远洋集团的工作人员在居庸关前搭建
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发布会舞台， 两边
均设立一个巨型屏幕， 中间的舞台供
发布者使用。灯光投影在居庸关上，令
人感到一种少见的美轮美奂场景。
一块青砖，一抹文明印记，一座
长城，一朝艺术巅峰，一朝春秋，一段
自由传奇；千载峥嵘，岁月更迭。 远洋
二十五载春秋的每一个脚步，始终与
时代变迁相辉映； 带着对于时代和

人文的敬意，怀揣着初心和致敬时代
的匠心， 遵从每一块土地的价值属
性，构筑时代健康人居，与城市共荣
共生。 秉承匠心追求，更以创新理念，
远洋打造的这场气势磅礴的视听
盛宴，体现了远洋春秋系致力于城市
建设和中式建筑文化复兴的美好宏
愿、产品力的不断升级、谱写春秋的
气势与雄心。
在地产和金融双轮驱动的背景
下， 远洋集团业务划分了五个板块，
相互支持、相互协同，构建远洋集团
新时代的航母。作为远洋地产业务模
块的核心区域版图，北方区域在这次
发布会上首度亮相，并公布其战略。

居庸关前
远洋打造视听盛宴

长城脚下
远洋立足北方九城
在新闻发布会上，远洋
集团副总裁兼北方事业部
总经理陈伟表示，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方
区域 2017 年布局石家庄，
自此完成了京津冀三级布
局，2018 年内北方区 域 版
图扩张至北京、天津、石家
庄、秦皇岛、太原、郑州、西
安、济南、廊坊，构建了北方
区域九城战略的新版图，疆
域扩展至 2 个直辖市和 5
个省份。未来还将扩展至兰州、保定、
唐山等城市，与当地的城市化发展进
程同步探索、共同成长。
除九城战略，北方区域还基于对
时代、客群、行业的深刻洞察，整合
联结各层次资源，在产品、服务、社
区商业和配套运营能力的升级三个
方面进行多元化布局。 在产品力升
级方面，以 WELL 标准为理论基础，
构建了远洋自己的建筑健康体系，
包括园区规划，建筑单体，室内装饰
和健康文化四个维度，71 项健康要
点，200 余项举措。同时，从全服务周
期角度形成项目专属服务体系方
案， 实现服务升级。 在配套升级方

正是远洋对于建筑本源思考给出的
答案。 ”远洋北方事业 部 常 务 副 总
庄江波说。
“春秋系”希望居者能够享受到
城市的繁华便捷，栖居于生态、健康
的自然区位，生活于人文、诗意之中，
三者相得益彰， 完美根植于一方土
地。 因此，具备“第一居所”的城市功
能属性， 成为春秋系择址的首要标
准， 以此满足居者丰富、 多元化的生
活需求。 目前，在春秋系落地布局的
5 个别墅项目中， 每一个都处于城市
核心地段，其中，4 个项目地处北京五
环旁，1 个项目位居天津滨海核心区。
例如， 位于西山脚下的北京天著春
秋，距离西五环只有 2.5 公里左右，通
达石景山万达、世纪金源、中关村等
城市 CBD 商圈， 可以说是真正具备
城市核心资源的别墅
“
第一居所”。

充分尊重土地，并让建筑根植于土地
之中，与自然共生，与文脉共长。
任何一个令人称道的产品，背后
都离不开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禧瑞
春秋项目室内设计师、中国设计界的
领军人物邱德光也谈了自己的创作
感想。
设计师邱德光回忆说 ，2005 年
他进入中国大陆做的第一个设计开
始，其实每个时代的作品都有时代的
背景。 由于孙河这个板块是北京最好
的低密度开发区，所以在设计上主要
是希望创造一个现 代 居 住 的 梦 想 。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台湾服务很多
富豪，帮他的房子装修完之后第一个
感谢我的是他的家人， 尤其是他太
太。 她说，邱大师帮我设计了一个很
好的住家之后，我先生以前喜欢在外
面应酬、喝酒、晚上不回家，自从这个

在城市中， 优越的自然环境是
高端居住的标准配置。 春秋系遵循
这一原则， 择址环境得天独厚的土
地，赋予项目稀缺土地价值的同时，
让居者体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淡泊、安宁的人生境界。 比如北京天
著春秋、五里春秋面向永定河、背靠
西山，禧瑞春秋紧邻三大城市公园，
可以尽享公园的惬意、湖景的浸润。
海晏春秋紧邻南海子湿地公园，天津
天著春秋则拥有丰富的大海与城市
公园资源。
人文资源是土地最无可替代的
部分， 更是实现居者诗意栖居的前
提。 因此，远洋将春秋系选址于文脉
之上， 从北京天著春秋所在的金代
就已建立的号称“八大水院”的八处
离宫， 也就是今天大家所说的八大
处， 到北京海晏春秋比邻的辽、 金、
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团河行宫
等， 无一不是独一无二的人文资源。
春秋系产品从来不辜负优质的土地，

案子做完之后，他每天都提早回家。 ”
邱德光说， 一个美好的家居环境，住
在里面会很舒服。 所以希望在春秋系
产品里面创造一个和谐的家，让每个
人都把家当作最好的归属。
从小受中国文化熏陶长大的邱
德光说，我们有一句话说“淡淡的岁
月，度春秋”，这句话听起来很无奈，
但正是一段人生的写照，我们希望岁
月过得很平淡，要慢下来、要静下来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今天快
节奏的生活让每个人都很急躁，我希
望创造一个空间，让住在这个空间里
面的人获得精神上的释放，好好享受
生活，好好享受梦想，这是我一直想
要做的。 我在“春秋系”中使用一些艺
术元素，艺术”如镜像般映现着居者
的精神世界, 它能够架起一座桥梁,
去唤起人们的情感、仪式,将人带离
庸常的日常，慢下来，慢生活 ——
—对
于任何年代的人而言,这都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 ”

面， 远洋北方区域打造社区商业品
—未来里， 围绕健康， 儿童教
牌——
育，娱乐休闲等打造社区商业服务，
融入互联网 +、 空间共享的概念，满
足业主“家门口的配套服务需求”。
在文旅商业综合体整合方面， 远洋
北方区域以蔚蓝海岸为代表作，将
通过度假中心、 文旅度假产品结合
社群运营， 满足当代人群的生活、
精神不同层次的品质追求。
北方区域的多元化战略不仅为
房屋在功能之外，赋予了情感和精神
的内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整
个区域的精神面貌、都市氛围和生活
质感。

春秋盛世
远洋将打造惬意生活
说起春秋系产品，远
洋北方事业部常务副总庄
江波说，对于历史而言，春
秋是文化繁荣的盛世。 如
今， 在中国文化自信回归
的时代背景之下， 再度迎
来中国文化盛世， 所以远
洋集团将以“春秋” 为名，
致敬并复兴当今最辉煌的
“春秋时代”。
在 2014 年，刚刚度过
20 周 岁 的 生 日 的 远 洋 集
团，拿到了西山别墅区地块，这就是
后来的“天著春秋”，开启了为居住者
提供美好人生印记的“春秋系”时代。
目前“春秋系”已经发展为跨越南北
的产品系列，在北方区域，以北京的
天著春秋、禧瑞春秋、海晏春秋、五里
春秋、以及天津的天著春秋为代表的
诸多项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春秋系的营造标准从择址、产
品、服务三方面出发，三者互为表里，

相互依存。 因此，对于“春秋系”的产
品打造上，远洋希望能够为这三者找
到完美的融合方式。 首先，在择址上
注重城市与自然的融合。 其次，在产
品上实现自然与建筑的融合。 最后，
在服务上达成人与健康的融合。“我
们将对于产品的思考转化为对于未
来生活场景的构想，并为居住者提供
定制化服务，让他们可以在此安居乐
业、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这三个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