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献城市中坚 解读九里峰景高层4.0社区六大关键词
那么，被称为“城市中坚”的究竟是

怎样一群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
他们所需要的又是怎样的生活方式？

在龙湖看来，这些为梦想努力拼
搏的中坚人群，他们有一定的能力与实
力，更有着独特的品位，对生活、对居所
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追求。

因此，龙湖在对城市中坚人群的生
活方式和选择标准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之
后，推出26年匠心之作——九里峰景，
以“智慧”、“生态”、“互联”、“共享”、“精
筑”、“人本”等六大关键词，致敬城市中
坚力量，为渴望享受生活的城市，提供了
理想的人居环境，塑造人居新格局。

关键词一：智慧
以智能
开启城市中坚的智慧生活

城市中坚人群工作生活节奏快，
智能化的社区才能为他们带来更高效
便捷的生活。

九里峰景从最开始的建筑修建，
就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智慧工地，
依托数据化管理平台，保证施工的精
细化、信息化和标准化，保障建筑工程
高质量推进。

交付后的园区，会有指纹密码锁、
小区入口人脸识别、园区无线WIFI

覆盖、全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车库CO
监控系统等“黑科技”，为业主提供一
个安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环境。

后 期 的 龙 湖 物 业 ，通 过
FM&RBA设施设备监管系统、集成
指挥中心以及业主APP等智慧社区
运营平台，以便捷的智慧服务，给业主
体贴入微的呵护。

关键词二：生态
以稀贵
塑造城市中坚的生活向往

作为城市中坚人群，既要努力去
适应快节奏的社会，又要如陶公一般
悠哉悠哉。如何能够将诗与远方，城
市与自然统一？龙湖九里峰景将公园
景观纳为私人珍藏，以稀贵的自然生
态资源，致敬城市中坚人群。

伴随着重庆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
核心区域的土地供应量越来越少。然
而，环境和地段，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矛
盾体。最好的地段上，没环境，最好的
环境，往往又偏远。值得一提的是，北
区发展了10来年，产业北移+九曲河的
自然条件才让这里形成了一个极其难
得兼顾“自然生态与城市资源”的地方。

在龙湖九里峰景，出，车水马龙；
入，鸟语花香。生态上，龙湖九里峰景

紧邻5大公园，九曲河湿地公园、金海
湾公园、锦绣山公园、北恒企业公园和
预计年底完工的金州公园。值得一提
的是，其中两个特别“霸道”，约3300亩
九曲河湿地公园，面积比中央公园还要
大50%，就在家门口。另外，约4885
亩金海湾公园，是中央公园的2倍。

关键词三：互联
以配套
串联城市中坚的的繁华生活

除了拥有稀缺的生态资源，龙湖
九里峰景的生活便利性极佳，周边七
条“金”字大道纵横交错。地铁六号线
穿过整个板块。

六号线这条线路，北起北碚，一路
穿城，快速地串联起礼嘉、大竹林、光
电园、冉家坝、黄泥磅、江北嘴、解放碑
这些区域板块，和多条地铁换乘。

不管是光电园、江北嘴，还是解放
碑、观音桥（红旗河沟换乘），都是重庆
当前或未来，最炙手可热的产业、商
业、高净值人群的聚集地。而光电园
周边，拥有500多万平米产业楼宇、
3000多家入驻企业、10多万商务办公
人群。从九曲河到光电园，地铁3个
站，仅仅10分钟，而九里峰景就紧邻
九曲河地铁站。

对于在北区，对品质和城市配套
有着极高要求的人来说，可以用相对
更少的代价，买到龙湖最新一代高层
产品，这个机会，也太难得了！

出小区大门，无缝地铁站。小区楼
下就是社区服务中心与商业，小区对面
还有九里滙商业街。另外，有社区幼儿
园，斜对面，是政府规划的教育用地。周
边而言，不远处的照母山，有市人民医
院、金州商圈北面一站路，是礼嘉天街，
滨水商圈，还有儿童医院；往南，是两江
数字产业园，重庆的创新产业集群。

想像一下，这个城市的中坚人群，
白天在车水马龙、繁华密集的场所工
作，收了工，不用动车，地铁几站路，就
回到了自然环境包裹的家里，完成热
闹与独处，繁华到自然的切换。

关键词四：共享
以圈层
诠释城市中坚的精神追求

一个圈层的精致生活场，不仅体现
在社交空间的私密与尊贵，更是日常生
活的舒适与丰富。为满足城市中坚力量
的日常休闲、交流、运动等需求，龙湖九
里峰景打造龙湖最新的共享交融的升级
版高层住区景观，以全龄生活主题架空
层，慰劳每一位家庭成员，让每位家庭成

员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龙湖九里峰景全龄生活主题架空

层，以全年龄段覆盖、全时段体验、全功
能沉浸式带入，刻画出若干场景，比如
童趣活动区、综合运动区、老年活动区、
宅间休闲区等。满足儿童、中青年、老
年人的不同需求，营造大都会丰富而闲
适的社区生活。

此外，约5000平米豪华共享大中
庭（阳光草坪+休闲廊架+亲水场地）更
是满足了业主的日常社交共享需求。

关键词五：精筑
以产品
满足城市中坚的审美价值

一个稀缺板块，需要一个封面
样板；一个绝佳的地段，需要一个能够
诠释其价值的作品。在整个建筑风格
上，龙湖九里峰景以现代主义建筑美
学，简洁建筑造型，打造极境高层住宅
美学新风尚。

外立面的设计上，龙湖九里峰景
以独具匠心“门”字造型，寓意门第显
贵。精装入户大堂的设计，以阔尺挑高
设计，礼遇业主归家尊崇；顶层宽境则
采用玻璃幕墙，赋予现代观感品格，让
建筑气度不凡；精琢大堂楼栋标识，简
约不简单、尽显艺术气质。

其次，在材料和质感的选择上，比如
入户门头，采用局部石材、金属边框装
衬，精选材料，以材质肌理彰显品质。此
外，外立面以经典三段式布局，采用对称
造型，以黄金比例展现建筑美感，勾勒出
高贵的建筑气质和恢宏的建筑气势。

关键词六：人本
以情怀
缔造城市中坚的质感生活

匠者，以己之长，筑万物于手，理
想的居所不只是砖石的垒砌，而是赋
予一砖一瓦独到的建筑匠心于其中，
才是城市中坚人群选择居所的重要评
判标准。富有精工精神的匠人们，执
着于追求至极，为建筑赋予了情怀。

龙湖九里峰景在人性化设计和细
节打造上，也可谓匠心十足，真正的做
到了以人为本。细节之处，入户大堂
环形设计，有序循环进出，优化动线，
减少业主进出冲突。此外，约1.2米宽
的专属跑道、共享充电宝、宠物便便
箱、小区路灯照度智能调节、夏季驱蚊
灯等的配置，让人感觉到了龙湖这个
高层，可以帮助城市中坚人群更好的
追求生活的品质感。

龙湖九里峰景，包下一座地铁站广告向城市中坚致敬

“生活从未变轻松，但我们逐渐变强大”
“其实一直陪着你的，是那个了不起的自

己”
“现在站在什么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

进的方向”
……
4月29日，冉家坝地铁站站台一夜之间“面

目全非”，站台的墙上、柱子上，涂满了长长短短
的句子，这些句子或鸡汤或励志，让每一位匆忙
赶路的市民会心一笑，不少市民甚至停下脚步，
逐句阅读。

大手笔“包下”地铁站的，是龙湖九里峰景
项目。这次名为“致敬城市中坚力量”的主题推
广活动，也赚足了眼球，许多市民还通过扫描二
维码，参与互动抽奖，并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龙湖九里峰景此次的地铁广告，完
全是走“平实亲民”路线，采用简单的深
蓝色为主色调，展示时非常醒目，没有任
何与项目有关的产品销售信息。

“冉家坝站是重庆轨道交通环线、
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重庆轨道交通6
号线换乘车站，这里涵盖的人群属于
社会中坚，看重社会和家庭责任，有着
共同的品味和爱好。”龙湖九里峰景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能通过“去广告
化”的形式，用向上励志的语句引起人
群的共鸣，让他们放慢脚步，慢慢的去

品味生活节奏，让地铁也能带来一种
舒适的慢生活，同时也传达出龙湖九
里峰景向城市中坚力量致敬。

“其实地铁广告营销并非新套路，
而此次龙湖九里峰景所做的宣传，没
有任何广告销售信息，仅仅是以励志
语的形式展现，实实在在走了心。”一
位业内人士表示，龙湖九里峰景这一
次的推广文案，或许是2019年最“励
志，最走心”的文案，它们几乎是完美
匹配了地铁人群的生存心境，甚至是
激发了思考，带来了新的思路。

2019年最走心广告文案
龙湖营销新玩法实力圈粉

龙湖九里峰景大手笔“包下”冉家坝地铁站

张婷婷 图片由龙湖九里峰景提供

解除肿瘤患者病患，帮助、引导肿
瘤患者走出身心困扰，自我拯救，重返
社会。长寿区人民医院肿瘤科的每一
位医护人员与患者携手同心抗击癌症，
以良好的医德医风、精湛的技术，为广
大患者提供贴心、细致、周到的服务，获
得患者及其家属的认同和赞赏。

精湛技术
驱散病痛折磨

“陈大爷，回家之后要少吃多餐，多
走动促进消化哦！”在长寿区人民医院，
今年86岁的陈辉在家属的搀扶下正准
备坐车回家，肿瘤科主任朱勇恰逢这一
刻，便再一次嘱咐患者和家属。“谢谢朱
主任，我们记住了！”陈辉的儿子连声感
谢。

陈辉是长寿人，因患有食管癌，吞
咽越发困难，来医院之前，已经有半月
没有进食了，瘦得只剩下了皮包骨。

看着父亲如此遭罪，陈辉的儿子心
急如焚，4月23日，他开车将父亲送到
了长寿区人民医院肿瘤科，希望能给父
亲寻求治疗办法。

入院的当天，医生便给陈辉进行了
食道支架手术。“手术越快，病人越早恢
复，遭受的痛苦也就越少。”朱勇是肿瘤
科的主刀医生，为了让更多的患者缓解
痛苦，他不断精益求精，力求又快又准
地为患者摘除病灶，能当天做的手术，

都不会等到第二天。
陈辉的儿子说，手术完的当天下

午，父亲就可以喝一些牛奶了，现在都
可以喝稀饭了。看到父亲能进食了，他
心里满是感激。

在肿瘤科的病房里，到处都能听到
这样的故事。

“能来到这里治病，是我不幸中的
万幸。”这是来自东北的患者刘东林的
心声。据刘东林自述，他患有肺癌已有
4年，之前经常咳血，在其他省市医院做
了8次化疗了。“如今已经不能再做化疗
了，身体承受不住了。”今年年初，刘东
林来到在长寿工作的儿子家里过年，再
一次出现了咳血的症状，家人立即将他
送到了长寿区人民医院。

这里的医生使用微创介入术，快速
为他解决了咳血的问题。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微创介入
术，没想到效果这么好，而且整个手术
时间短、创伤小，我真是遇到‘贵人’
了。”刘东林说。

“大多数肿瘤患者一发现就是晚期
了，给与针对性的治疗可以减轻病人的
痛苦，让病人活得有尊严。”朱勇说。

患者为本
保疗效降费用

肿瘤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
于基层的老百姓来说，医疗费用也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让患者花最少的

钱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长寿区人民医
院肿瘤科的医护人员们从多方面入手，
力求“保疗效、降费用”。

“我前段时间肚子痛，来这个医院
检查，检查结果是肝癌，我刚开始还不
相信。”正在7床住院的今年62岁的张
天文说，他持着怀疑的态度到市里的大
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结果还是一样。

考虑到大医院人多，张天文立即返
回长寿，不用排队就做好了手术，全程
只花了几个小时，且总共花费只有约1
万元。据了解，像肿瘤这样的病，拖的
时间越长，变化越大，手术的难度也就
越高，费用自然也越高。因而，在长寿
区人民医院肿瘤科，“快”不仅仅是减轻
病人的痛苦，更是减轻病人的经济负
担。

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准确性也不容
忽视，这就要求医生对手术有较高的熟
练程度。比如做造影术的时候，经验丰
富的医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病
灶所在，如果经验不足，便会多次造影，
而每一次造影都会产生耗材费用，对于
患者来说就会增加经济负担。

2个月前，67岁的周达昌来到了医

院。“我得了淋巴瘤，医生说我要做6个
疗程的治疗，现在已经是第3个疗程
了。”周达昌说，他也在大医院打听过，
像他这样的治疗每个疗程都要花8000
元至2万元，但在这里每个疗程只花费
了两三千。

在长寿区人民医院肿瘤科，每一位
医护人员都以患者为中心，无论是手术
耗材的选择还是药品的选择，都尽量选
择同等效用下最省钱的方案，甚至很多
手术耗材都使用DIY的方式，在他们看
来，哪怕多花十几分钟时间准备，也比
让患者多花钱来的值！

人文关怀
点燃生的希望

2017年，78岁的李僅因腹部疼痛
来到医院就诊，医生为他做了一次彩
超，发现肝脏有些不正常。为确定病
情，医生又为他做了CT检查和查血，确
诊为肝癌，大小约8公分。

确诊后，朱勇为他做了血管介入治
疗，这只是他所做的成百上千的手术之
中很平凡的一例，但欣喜地是治疗后的

每一次复查，李僅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
的，也就是说，他的肿瘤治愈了！

“直到现在老人家都还很健康，前
不久还邀请我参加他的80寿宴呢！”从
朱勇自信的表情可以看出，患者被治愈
也是医生的骄傲。

“医生，我夏天想出去旅游避暑可
以不？”77岁的余洁正在肿瘤科26床住
院，马上要办理出院手续了，特意来和
医生聊天。据了解，余洁患有心脏病、
糖尿病、冠心病，并且得了肺癌，咳血严
重，于24日上午11点入院，当天下午两
点就做了血管介入手术，咳血得到有效
缓解。

“可以，你现在虽然还会咳血，但咳
出来的是肺部排出的残渣，过几天就会
越来越少了，去哪里玩都没有问题。”朱
勇回答说。

穿梭在肿瘤科的病房间，总能听到
医护人员热情地和患者打招呼，患者和
家属也显得轻松自在，并没有想象中的
整个病房充满了被病魔缠身而悲观厌
世的情绪。而这样的氛围，得益于肿瘤
科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

“对于肿瘤晚期的患者来说，药物
和技术的治疗只能暂缓身体上的痛苦，
却无法缓解心灵上的痛苦。”肿瘤科护
士长石代莲说，所以，肿瘤科的护理工
作，更多的是要关注患者和家属的内
心。“多和患者及家属聊天，给他们讲一
些积极的案例，让他们充满希望，哪怕
最后的结果没有发生奇迹，但至少活着
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

未来，长寿区人民医院肿瘤科将积
极倡导市民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癌症
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继续引进
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式，力求为市民带
来性价比高且有温度的治疗，携手患者
共同抗击癌症，为癌症防控事业的发展
做出贡献。

王凤 图片由长寿区人民医院提供

长寿区人民医院

以高性价比的特色治疗为患者带来生存奇迹

医生查看患者的检查结果

肿瘤科部分医护人员合影

长寿区人民医院肿瘤科成立于
2009年，是长寿区唯一的肿瘤规范
化诊疗单位，目前已成立了放化疗
组、介入组及姑息治疗亚组。科室
临床专业人员共35名，担任重庆市
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委
员1人，中关村肿瘤微创治疗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肺癌专业委员会委
员1人，重庆市医学会第4、5届肿瘤
专业委员会委员1人及专委会各专
业学组委员7人。

目前，科室开展了上下腔静脉
造影术、心包穿刺术、经皮肝穿刺
术、经皮肝穿胆道造影术等。至
2018年底，科室实施了各种肿瘤滋
养动脉血管介入术556例，食管支
架植入术98例，其中肿瘤血管介入
术是该科的专科技术优势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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