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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内房地产开发一直都有西式化的风气，不少人为堆砌的欧式、
美系园林社区过度强调所谓的洋气、高端，而这往往会出现“画虎不成反类
犬”的尴尬。对于日益见多识广的消费者来说，缺乏人文环境的“伪西式”建
筑往往难言高档。正因如此，近年越来越多大型开发商都回归传统文化，旗
下高端住宅项目大多走“新中式”路线。前段时间，位于古镇的龙光天禧示范
区正式亮相，
其
“宫廷风”
中式庭院小区就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文/图 记者 梁展宏

营造
“穿越剧”
式居住环境
古镇首个中式“宫廷风”
社区——龙光天禧，剑指高端市场
楼盘特色：
新中式都市人文小区首现古镇
据记者观察，随着近年古镇城镇化水平
的不断提高，加上交通规划的升级，不少外来
开发商都开始将目光投向古镇。对于多年来
一直以本地开发商为主的古镇楼市来说，外
来大型房企进驻最大的好处莫过于产品的升
级换代。毕竟早些年由本土中小房企甚至是
村集体投资开发的古镇商住项目，大多都是
较为传统的商住小区，大多数在售楼盘都难
言有特色。
正因如此，古镇不少改善型置业者都希
望看到一些较为高端的产品，而这也是首进
古镇的龙光地产所瞄准的客户群体。记者了
解到，作为龙光地产在古镇推出的首个项目，
龙光天禧古镇镇东裕路，占地约 7.1 万平方
米，建筑开发面积 20 多万平方米，是古镇年
度较为大型的新建住宅项目。值得一提的
是，开发商表示，天禧系列产品是龙光地产布
局全国范围高级别的产品系，走的是新中式
都市人文路线，集合了龙光 20 多年来房地产
开发的最新和最高成果。
“所谓新中式，它是既有中国传统文化艺
术的延伸，又带着现代生活的简约。”项目负
责人介绍到，与传统中式宫廷那种严肃风格
不同，龙光的新中式高端院子系列建筑强调
从繁琐的礼仪当中解脱出来，让建筑设计融
入自然环境。小区园林以唐朝的皇家宫苑兴
庆宫为蓝本，注重打造前庭后院，融入沉香
亭、花想容、龙堂等景观，与罗汉松、香樟等高
档植被、环龙池等布景有机结合，希望给住户
呈现出东方园林意境之美。开发商还表示，
正是由于天禧系列是龙光地产目前最高级别
的住宅产品，因此在建材开发用料、设计上的
标准较高。

社区举办年度答谢活动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1 月 5 日，作为由雅
居乐地产、世光创建联手打造的火炬区大型
社区——雅居乐世光澜溪泮岛举办了年度答
谢活动。
据介绍，澜溪泮岛项目位于火炬开发区
康乐大道与东镇东一路交汇处（华佗山公园
旁），项目占地约 198 亩，总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
方米。澜溪泮岛分 2 期开发，一期由 1 至 23 栋
17 层高洋房组成。一期园林面积约 2.3 万平方
米。坐拥片区两大绿肺——华佗山公园和得
能湖公园。澜溪泮岛定位于“一府三公园，一
城赏三河”，目标打造高生态大型人居社区。
项目附近拥有火炬区最大型的主题绿化体育
休闲公园“得能湖公园”和集聚自然生态、绿
色环保、康体运动、休闲养生等功能的华佗山
公园。河泮公园现已开放，公园内有丰富的
艺术雕塑、河畔栈道、儿童游乐设施、休闲休
息区等。

海伦堡邀群星
“跨年”

小区园林融入沉香亭、
环龙池等景观，呈现出东方园林意境之美。

记者走访：
“三进式”
庭院园林设计凸显中式风格
从记者早前在现场走访的情
况来看，龙光天禧作为古镇首个
主打新中式庭院建筑风格的小
区，它的“三进式”设计风格也给
记者留下了较深的影响。首先，
小区的正门入口被设计成了一个
非常具有古典气息的府邸形状门
楼，项目名字被刻在牌匾上，大门
也采用了传统官邸大宅的对开式
“将军门”。据说按照古代传统，
大宅的将军门平时不开，只有遇
到重大节日或重要人物来访，紧
闭的将军门才开启迎客。将小区
大门设计成这种大宅风格，配以
门前的石材屏风以及繁华相伴，
这种高贵的气息可谓扑面而来。
对于习惯了西式风格的看房者来
说，这种久违的中式风确实具备

了不错的视觉冲击力。
跨过大宅门，大家就会进入
传统意义上的“二进穿庭”，此时
直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传统中式
的假山+水景+庭院式园林。尽管
目前示范区面积还不算很大，但
是项目通过“山水景”的精心搭
配，这多少能让人感受到了一种
“禅意诗境”
。
经过小区园林在进入到住宅
楼的入户大堂以及架空层，也就
是俗称的“三进登堂”。记者留意
到 ，为 了 与 入口、小区园林相呼
应，
小区架空层的装饰也非常注重
凸显中式元素，
而且做工用料也是
相当讲究。客观地说，
在目前古镇
住宅市场上，
这项目也肯定算得上
对细节把控最有讲究的项目。

户型设计：
产品户型主打改善型购房群体
作为龙光地产在中山市场打
造的最高级别的产品，
龙光天禧项
目一期计划首度推出楼高 26 层、
124 至 167 平方米的两梯三户洋房
产品。从面积端来看，
这是瞄准了
购买力相对较强的改善型购房群体。
在记者看来，虽然目前楼市
大环境受到了宏观经济以及国家
政策调控的影响，但考虑到古镇
楼市向来以满足本地（包括在当
地经商）人口为主，因此面积相对
较大的产品往往在古镇仍有不俗
的市场表现。项目负责人告诉记
者，相比起主城区，古镇本地居民
普遍具有较强的购买力以及自住
型置业需求，因此将 120 平方米以
上的三房单位设为入门户型是比
较合适的。反观小户型产品对于
当地很多购房者来说并不见得实
用，舒适、宽阔才是前者所更加追
求的元素。尤其对于龙光天禧这
个本身开发成本、综合定位较高
的项目来说，三代同堂、二胎家庭

等购房群体会是其主要客户。
其中，作为一期组团楼王单
位，167 平方米的 4+1 房单位就给
记者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该户型
采用了传统的动静分区布局，9 米
多宽的大厅营造了相当不俗的视
觉效果。入门处布局了时下较受
欢迎的多功能阳台，业主可以将
其改装为独立的房间，用作书房
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朝南的厨房
边上还有一个独立的生活阳台，
用于晾晒和放置杂物也是不错的
选择，
这样一来大厅旁朝北的大阳
台（正对小区园林）就可以用作休
闲娱乐、
会客等。
至于房间部分。主卧和次卧
均为带套间设计，这也算是这种
面积段单位里较为常见的布局。
而两个房间朝南、方正的布局也
保证了居住舒适度。不过略有遗
憾的是，由于该单位座向朝北，对
于这类大户型产品来说，朝南终
究才是最佳的选择。

元旦前夕，中山海伦堡群星跨年演唱会
在市博览中心举办，活动邀请了台湾铁肺歌
后彭佳慧、香港艺人赵学而、中山本土新晋偶
像梁君诺以及亚洲人气偶像团队 PINK GIRLS
和 MIX ，近 2000 名嘉宾客户出席了此次音乐
盛会。
作为海伦堡地产在中山投资开发的又一
全新项目，海伦堡·千江阅是海伦堡地产集团
的最高端产品线之一，项目为 16 栋类独栋别
墅和洋房住宅区，占地面积 约 7.6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17.63 万平方米。项目临近中山
港大桥、中山港客运码头，周边交通要道连接
中山港大道、翠亨快线、逸仙路、博爱路、长江
路快线。据悉 2006 年至今，海伦堡集团已在
中山成功开发房地产项目 243 万平方米，销售
29000 套，
销售 162 亿元。
梁展宏

锦绣海湾城领寓商业街
启动招商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 摄影报道）近日，中
山翠亨敏捷·锦绣海湾城领寓商业街启动会
正式启动，苏宁易购、屈臣氏、爱婴岛、汉堡
王、探鱼、瑞璟酒店等品牌商家与项目签订了
进驻意向。据了解，目前领寓商业街的业态
包括了 4 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包括了商业
街和商业公寓，其中，目前推出的领寓商业街
商铺建筑面积约 30 至 60 平方米为主，层高 6
米，每间商铺均可独立运营。高层商业公寓
的建筑面积约 34 至 76 平方米。
敏捷·锦绣海湾城是敏捷集团打造的首
个大型临海综合型商住项目，总建筑面积超
百万平方米。项目临近翠亨新区 5A 级景区
孙中山故居，背靠百里延绵五桂山脉、紧邻省
级 原 生 态 红 树 林 湿 地 公 园 、拥 伶 仃 洋 海 岸
线。项目集洋房、别墅、商务会议、海洋温泉
度假、风情商业、海上运动、一站式教育等于
一体，涵盖滨海休闲、旅游、度假、养生、居住
等功能，规划居住人口约 10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