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城市之光》济南城市主题摄影大赛 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作品

一等奖（1人） 蔡悦 《天马行空》

二等奖（2人）
明洁 《高上的闪光》

董金凤 《泉城曙光》

三等奖

（5人）

杨瑞兴 《百花洲畔》

程普麟 《晨曲》

王忠谋 《光明使者》

武明理 《饕餮盛宴》

张准 《美丽与汗水》

四等奖

（10人）

徐浩 《上班族》

魏吉平 《佛山之光》

马国庆 《泉城少年》

宫红 《流光溢彩》

董建盛 《美如花卷秀水湖》

刘子平 《攀登》

陈光昳 《拼意志》

吕远 《守护夜晚》

王海平 《物体》

纪军 《轨道建设进行时》

优秀奖

（15人）

王彭竹 《繁星如梭织夜空》

叶美 《城市旋律》

扈仕娥 《夕阳童趣》

程建辉 《窗里窗外》

王成永 《方特山车夜色》

王海军 《飞翔的读书梦》

邱忠凤 《轨道之光韵》

翟振波 《朝霞之光-晨光洒在映日湖上》

杜厚平 《晨曦初照》

孙汀义 《城市旅人》

赵溪熹 《大桥蜘蛛人》

顾裕平 《冬韵明湖》

李增堂 《金色西柳》

李建辉 《雨中生死大营救》

张绪栋 《时光》

网络人气奖

（3人）

江首建 《一日之洁在于晨》

陈永赞 《向城市之光缔造者们致敬》

王小龙 《城里的夕阳把梦照亮》

入围奖

（18人）

王志斌 《朝霞映日同归处》等

饶琦 《晨光秋雾看晨花》等

金磊 《多姿多彩的童年》

王子辰 《泉水人家》

谈道玉 《闪烁的音符》

韩杰 《最炫彩虹跑》

于青 《九天揽月》

方丽琴 《老宅新韵》

薛志杰 《路》

郝鑫城 《生命至上》等

孙华 《建设者》

匡宋 《红旗颂》

董连生 《老当益壮》等

张智扬 《中华第一站下的那一抹荧光黄》

贾宁 《夕阳奋战》

韩恩平 《洪楼教堂夜色》

王晨曦 《璀璨立交》

毕胜 《泉城魔幻之夜》

最近大家都在追一部剧，
《我的前半生》。关于这部剧车子、
房子的讨论一直在进行。有网友评
论，“这部剧太不现实，贺函开的车
住的房子太高级”“子君太傻，怎么
能不要大房子，这两套房子的差价
怎么可能只有50万”“白光太渣，结
婚竟然不买房”……人们除了关注
剧情之外，更多的是与现实对比。

暂且不说剧情的合理与否，
但就房子这个关注点来说，有套房
子就算是有安定的生活。凌玲与陈
俊生再婚后，第一件事就是赶走罗
子君，搬进大房子。这对于一直努
力工作的小白领来说，是生活迈出
的一个大跨步：从租房，到有房；从
不稳定，到安家落户。房子，对我们
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目标。租房，
刚需，改善，再改善……每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需求。

“租售同权”概念一出来，让
不少傻傻等待买房的年轻人松了
口气。“虽然济南还没有实施，但是
这是一个趋势吧。这周末准备去趟
海边，也能任性的说走就走。”刚刚
参加工作的表妹兴奋的计划着自
己的小旅行。

但是同为刚需族的小张却
没有那么乐观。“虽然租售同权，
但是房子是别人的，说收回就能
收回，还是面临着随时搬家。在
一个城市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归
属感，一直租房子，就是会缺少
归属感。”

有人说，我们的时代充满太多
不确定性。前一天还在抢房子，第
二天就被限购了；上一分钟还在纠
结90平还是91平，下一分钟就“租售
同权”了。充满这么多的不确定，我
们只能确定当下。房子，有需要，有
资本，该买还得买；暂时没实力，那
就埋头苦干，早晚有一天能买上。

在《我的前半生》里，最初的
罗子君把自己的一切都押宝在
陈俊生身上，结果输的一塌糊
涂。当她正视自己，面对现实，努
力生活的时候，即使是一套老房
子，也能住的安心和舒适。我们
不需要太多顾虑，该工作就好好
工作，想快乐就乐观处世，该买
房就抓紧买房，我们活在当下。

记者 马韶莹

活活在在当当下下

葛记者手记

摄摄影影大大赛赛收收官官
550000余余位位摄摄影影师师见见证证““城城市市之之光光””
记者 杨小萃

7月24日上午，由齐鲁晚
报主办、济南万科地产协办
的“寻找城市之光”济南城市
主题摄影大赛颁奖仪式暨获
奖摄影作品展在万科龙湖·
城市之光项目营销中心成功
举办，大赛部分获奖摄影师
参与了颁奖活动。大赛评审
委员会主席、齐鲁晚报图片
新闻中心主编、中国晚报摄
影学会执行会长刘军出席了
活动，并为获奖摄影师颁奖。

光是生命的来源之一，是
人类生活的保证，更是人类文
明的前提。光多种多样，人们对
它的感知也是多种多样。

在刚刚过去的“寻找城市
之光”济南城市主题摄影大赛
中，有超过500位来自各行各
业的摄影爱好者用镜头为市
民解读了“光”这一主题。3000
多幅精彩的照片络绎不绝地
被投递到大赛投稿平台上来，
经过大赛评审委员会层层筛
选，共有50余幅作品入围终评

环节，其中产生一等奖1名，设
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设奖
金2000元；三等奖5名，设奖金
1000元；四等奖10名，设奖金
600元；优秀奖15名，设奖金
300元。大赛根据网络投票结
果，评出网络人气奖3名，奖金
300元，并设入围奖18名。

在颁奖仪式上，济南万
科龙湖·城市之光项目营销
负责人单保爽代表城市之光
项目进行了充满城市情怀的
致辞。济南万科在尊重城市
前提下，洞察人居需求，立志
为城市提供更好的配套服
务，而城市之光正是对住宅
不断改善的代表作。在未来，

“城市之光”将真正体现它的
内涵，传达人性关怀，用建筑
和服务弘扬城市正能量，展
现积极向上的城市精神。

部分获奖摄影师因个人
原因未能参与当日颁奖仪式
的，请携带个人身份证于7月31
日前前往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
媒大厦29楼领取。逾期不领，视
为自动放弃本大赛荣誉。

房房子子成成了了风风景景的的配配套套
海南兴隆成旅游度假新宠

在海南养生，冬天享受温
暖如春，天天看见蓝天白云，
晚上看星光闪闪。许多人表
示，宜人的气候优美的风景，
真是去了就想在海南安个家。
海南长夏无冬，光温充足，岛
上四季长青，空气清新，被誉
为“回归自然”的好去处。近年
来，度假型楼盘越来越受山东
购房者的青睐，家住临沂的王
鹏就是其中一位。

度假体验
使兴隆购房热情高涨

兴隆是海南旅游的必经
之地，深受旅游爱好者的青睐。

王鹏今年6月到海南度假之前
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兴隆
有一种难以离开的留恋。

“在兴隆度假，与其他地
方很不一样。周身被美景环
绕，两河畔垂钓可以随时收杆，
遛弯也能遇到小桥流水，早晨
在如画的景致里打太极拳，晚
上月亮河广场星夜交融、灯光
闪烁，跳完广场舞回家还能泡
免费的温泉！”王鹏说起这些的
时候，沉浸在浓浓的回味无穷
中。这也让他萌发了在兴隆置
业的念头。经过一轮一轮的比
对，他选择了兴隆当地口碑卓
著的“金月湾”项目。

金月湾的工作人员跟他
谈起未来在金月湾的生活，

“周一去植物园赏园，周二去
日月湾冲浪，周三去热带花园
看花，周四去东山岭爬山礼
佛，周五去分界洲岛潜水，周
六去石梅湾玩海，周日休息
吧，就在楼下的河边垂钓，爱
情谷瀑布只能抽空去了，还有
奥特莱斯没去逛……”“没关
系！”王鹏向记者说道：“只要
住在金月湾，总有机会去！”

回报可观
投资度假两不误

让王鹏心动的，不光是金

月湾周边宜人的景色和优渥
的度假资源。经商二十余年
的 王 鹏 最 终 选 择 购 入 金 月
湾，有很大一部原因是看中
了它丰厚的投资回报。

在位于明湖东路与文垣
街口明湖天地D座东头 8 - 1
的济南展示中心，记者见到
了金月湾的工作人员。据介
绍，金月湾是酒店式住宅，
三星级以上装修，四星级标
准享受，并享受温泉终生免
费，周边遍布星级景点，是
前 往 当 地 的 度 假 者 不 可 不
去的旅游目的地，日接待上
万游客。金月湾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业主的房子不住
了就可以以酒店的价格租给
游客，当地四星级以上的酒
店日租最低300元，收益可以
说十分可观。同时，该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房屋交房 2 年
后，如果业主想要出售房源，
项目上将按照每平方米提价
2 0%的价格代售。若一段时
间内未能成功售出，保盈公
司 也 会 按 照 此 提 价 标 准 回
购。王鹏告诉记者，他对房
子 未 来 升 值 的 空 间 很 有 信
心，“加价20%回售给开发商
的 事 情 我 大 半 儿 不 会 考
虑！”

一等奖：《天马行空》 摄影：蔡悦

二等奖：《泉城曙光》 摄影：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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