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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海海边边的的家家，，更更有有家家的的味味道道
银银滩滩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候候鸟鸟老老人人””成成了了常常住住居居民民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宁纪军

上天赐予银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20
多公里洁白如银的海滩、宜人的气候、天然
氧吧……，这个地方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
养生养老圣地。

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民
生工程的不断实施，银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老人来此养老，而他们也逐渐由“候鸟”变为
常住居民。促使这些老人在此定居的原因，
除了银滩优美宜居的自然环境，更是因为各
种服务的上档升级。

以乳山金鼎地产公司为例，该公司的理
念是“一次合作，终生服务”，该公司坚持信
誉为本，为业主提供优质的一条龙服务，从
房产的开发、销售与物业等事无巨细、一应
俱全，充分考虑业主诉求，免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将服务做到了极致。在金鼎公司开发
建设的小区内，居民更多的是对物业公司的
服务赞不绝口———“有家的感觉”。

这里环境好，人更好

“除了春节前后能在福州住一
两个月，其它时间都在银滩生活。”
69岁的李远东说，“我的心血管不大
好。医生说，这里的空气好，对心脑
血管疾病的疗养有好处。”

李远东和妻子苏喜玲来自福建
省福州市，但已经在银滩生活了六
七年，银滩的发展他们有目共睹。

“2012年来看房的时候，这个小区只
有两栋楼，周边什么都没有。”苏喜
玲说，“现在，这里已经是整个银滩
最好的小区了，人多，商场、超市、医
院、银行也都有了。”

李远东夫妇住在银滩的金鼎·
银龙湾，这是整个银滩数一数二的
高档小区，住户来自全国各地。虽然
金鼎·银龙湾的房价不菲，但早开盘
后很快就销售一空。苏喜玲说：“有
点抢的架势，就怕买不到。这里的房
价是几千元一平米，在福州这种大
城市里，这种价格就等于白给一样。
大城市又怎么能有这么好的空气、
海滩？”

正是被银滩的优美环境吸引，
两口子在2012年看完房就直接买了
下来，并于2013年就搬到了银滩来

住。小孙女也被他们接了过来，在银
滩生活了几年，在银滩上幼儿园，直
到要上小学才被接回了福州。

更令李远东夫妇感慨的是———
“这里的人好”。

李远东患有心梗。2016年7月18
日的凌晨，李远东突发心梗。苏喜玲
慌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打给了
金鼎物业服务公司，几分钟后，物业
工作人员就赶了过来，帮她把丈夫
送上了救护车。到医院后，苏喜玲发
现一起赶来的还有金鼎物业的几名
工作人员，以及多名邻居好友，“这
么多人来，我就不紧张了，还让我觉
得我们不是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很
受感动。”

初到医院，苏喜玲被告知要交
押金，她便先交了2000元钱。而之后
数日里，却再也没人来催款，“医生
说，先救人，其它的都等事后再说。”
主治医生向苏喜玲说明了情况，并
给出了建议——— 李远东应尽快手
术；若是回福州，路途颠簸，对病情
不利；若是在本地手术，他们会邀请
最好的专家前来。苏喜玲思量再三
后，决定让丈夫在乳山接受手术治

疗。
手术异常顺利，李远东的体内

植入了4个支架。“一个进口的，三个
国产的。”李远东说，“医生真好，尽
可能地为我们省钱，用什么药、选什
么支架都跟我们说明白，让我们自
己选择。”最终结算，总共花了9万多
元的费用，但苏喜玲已经喜出望外
了，“一方面没想到手术这么成功，
再则是我们在福州做这个手术得花
15万多。”

在李远东住院时，苏喜玲不是
没考虑过给医生送红包的想法，但
她被医生明确告知———“绝对不
行”。出院后，医院还打电话来回访，
除了询问病情，就是调查是否有医
务人员收受红包。

“我觉得咱们乳山人很重情重
义。”苏喜玲不经意间把自己也当做
了银滩人，用上了“咱们”这个词。

金鼎物业公司还经常组织业主
一起活动，过节包饺子、登山踏青、
农家采摘……在不断参加各项活动
后，李远东夫妇结交了一大批的好
友，他们来自四川、云南、贵州、河
南、江西等全国各地。虽然前半生的

生活迥异，但在退休后他们却其乐
融融地聚集在这里生活，苏喜玲说：

“大家年龄相仿，靠在一起，就很亲
近，话匣子也就打开了，平时都是互
相帮助，这就叫抱团养老。”。

李远东的楼上邻居来自贵州，
独身一人，成为好友后，她干脆就到
李远东家搭起了伙，至今已有三年
多。

由于每年在金鼎·银龙湾居住
的时间最长，李远东有着多名好友

的家门钥匙，哪位要回来了，他提
前去打扫一下，把水电通上；谁又
要回老家了，大家聚一起吃顿饭送
个行。

李远东甚至还在银滩周边的农
村结交了一些本地村民朋友，“他们
经常给我送新鲜菜、自家磨的面”。

“以前在福州的时候，我们邻里
街坊很少走动。现在到了异乡，反而
到处都是朋友。”李远东对“抱团养
老”的感触颇深。

住小公寓，享受别墅待遇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个

火热的6月，60岁的鞠健民
在自己的小公寓里过起了
悠然自得的单身生活。每
天去海边跑一圈，再约几
个好友边品茗边看世界
杯，就连吃饭都跟朋友们
搭伙一起做。

鞠健民住在金鼎·银
龙湾的19号楼，“当时想法
太简单，现在真后悔没有
买大一点的房子。”他原以
为是自己和妻子到这里来
养老，小公寓也足够用了，
却没想到到这里结识了许
多朋友，客厅都坐不开了，

“我没想到我们银龙湾会
有这么多福建人，千里之
外遇见同乡格外亲，没几

天就交了一大帮朋友。”
60岁的鞠健民来自厦

门。厦门也是一个风景秀丽
的海滨城市，而且更为发
达，鞠健民缘何千里迢迢地
来到银滩居住？他给出了几
条令人无法辩驳的理由。

“厦门的夏天太热，而
银滩的夏天非常凉爽。”鞠
健民说，“厦门城市太大，
太喧闹，银滩这里人也很
多，却很安静。”

买这套公寓，花了30
万元，鞠健民一直认为是

“捡个大便宜”，“厦门的房
价均价也有四五万了，贵
的地方得十几万一平米，
我在这里等于是花买个卫
生间的钱买了套房。”

“这里的服务好，楼宇
管家天天上门来探视，这
是住别墅的待遇。总而言
之，这里的服务很有人情
味儿，就跟家里人一样。”
鞠健民一直觉得乳山人实
在，“我喜欢去赶集，老百
姓很淳朴，不坑人。”

基于金鼎·银龙湾的这
些优点，今年3月份，鞠健民
就早早地来到银滩居住，“老
伴还有事，我就自己在这里
过，随心所欲，难得的轻松
自在。”起初，他以为独居生
活会孤单一些，却没想到到
这里后朋友更多了，活动也
不少，“一天到晚都很快乐，
这就是高品质的生活。这也
正是我们养生所需的。”

“在这里买房，其实是买空气，买寿命”

“你来这里不是买房，是买空
气，买寿命。”当几名游客向薛义斌
询问在银滩居住的感受时，他郑重
地这么说。

“如果没有想法，那就只剩下想
死了。”84岁的薛义斌总结自己的长
寿之道，“所以，我现在就是怎么快
乐怎么活着，忙得时间都不够用。”
薛义斌爱好骑行，他曾经骑行过大
半个中国，环青海湖、环太湖、环台
湾岛的骑行他都曾参加过。

很难想象，薛义斌曾是名癌症
患者。在24年前，薛义斌被诊断为淋
巴癌。上了手术台，又被推了下来，
医生说，拳头大的癌瘤体已经与器
官粘连，无法手术。做完化疗出院

时，1 . 73米的薛义斌瘦成了90斤，皮
包骨头的薛义斌甚至给儿子留下了
遗嘱。感觉余生不多的薛义斌并没
有放弃生命，而是更加珍惜每一天，
他天天坚持康复训练，又爱上了骑
行运动，而当他在1999年去医院检
查时，却发现奇迹降临在了自己身
上——— 癌瘤体彻底消失了！

“我觉得是运动创造了奇迹，我
已经十几年不吃药了，而且我还喝
点小酒，也抽烟。”薛义斌自此把骑
行视作生命一般重要，来到银滩定
居后，薛义斌又组织了骑行队伍，每
日在蓝天下碧海边风驰电掣，“这么
好的环境，不去锻炼都对不起这里
的空气。”

薛义斌来自上海，曾经在山东
当兵多年，对山东有深厚的感情。但
他在选择养老地时，首选并不是银
滩，“去过厦门、海口、三亚，感觉那
里还是太热了。又去过昆明，那里温
度宜人，但毕竟是高原。”辗转多处
后，薛义斌来到了“第二故乡”———
山东，“也是听朋友说这里好，就来
看看。下车之后，呼吸了第一口空气
就觉得这里好。”薛义斌没有再犹
豫，直接买房、装修，住了进来，“也
就是春节时回趟儿子家，平时在这
里长住。”

薛义斌住在金鼎·银龙湾，在这
里生活无忧，“不用儿子照顾我，这
里的物业公司服务挺好，这里的生

活也很方便，我就琢磨我自己怎么
活着就行了。”就生活在银滩一侧，
薛义斌恨不得把老友们全召集过来
骑行，“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得多活
二十年。”

薛义斌还有一个更大的设想，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方案，想把它提
交给政府，整个威海的海岸线这么
长这么漂亮，为何不建设一条专用
的骑行赛道呢？”他根据自己多地骑
行的经验，把赛道的设计、资金来
源、经营方式一一罗列出来，“即便
是我的建议得不到重视，但我相信
肯定还会有人提出这个建议，威海
尤其是银滩，这么好的环境下肯定
会有专供骑行的赛道。”

住在这里，比家都好
4月中旬，87岁的王先生再次

从重庆飞回金鼎·银龙湾，“今年
春节也可能不回去了，在这过年
也挺好。住在这里，比家都好。”王
先生一直向往着在金鼎·银龙湾
过春节，“我听说，他们到过年的
时候，会组织大家吃百家宴，相互
拜年，格外热闹。”

百家宴，是近年来兴起的一
个重要活动。逢年过节，住在金
鼎·银龙湾的居民们，每家做一两
个拿手的菜，把菜摆在楼道里，待
数十个乃至上百个菜摆齐后，再
招呼所有人来一起吃饭。这场百
家宴不仅汇集了各地的名吃，更
是令居民们感觉到都是一家人，
其乐融融。

王先生的子女都已在国外成
家立业，老伴已去世十几年，他独
自生活在重庆感觉有些孤单，“眼

睁睁地看着老朋友一个个地走
了，或者躺病床上起不来了，我就
想趁活着的这几年到一个好地方
去养老”。

经人推荐后，王先生来到了
银滩，在金鼎·银龙湾买了房。子
女们起初对王先生到银滩养老持
反对意见，“他们怕我没人照顾，
毕竟重庆那边还是有些亲戚朋
友。”但王先生的“候鸟生活”持续
两年后，子女们就放心了，“物业
公司的小伙子、小姑娘们比儿女
还孝顺，天天上门嘘寒问暖，帮我
干这干那。”

回重庆时，王先生就把房门
钥匙留给楼宇管家，回银滩之前
打个电话，家里就已经被打扫的
焕然一新了。王先生一出门总有
人跑过来搀扶他，“物业公司的
一个小伙子说了，‘大爷，我就是

您的拐棍儿’。”即便是从超市提
斤菜回来，楼宇管家也抢过来帮
他提上去，“他们怕我懒得做饭，
吃不好，经常做好饭给我送过
来，有时也过来给我做饭。这么
多年了，儿女也没给我这么做过
饭。”

王先生喜好安静，每日除了
去海边溜达一圈，他就在小区内
活动，“小区绿化真不错，有花有
草有树，还有游泳池和健身器
材。”锻炼完，他就去业主会所，

“这里有健身房、图书室、茶艺室，
打打乒乓球，看会儿书，泡杯茶，
一天很快就乐呵呵地过去了。”

不久前，王先生听说金鼎地
产新开发的金鼎·淮河路壹号要
开盘了，他赶紧打电话给了重庆
的几名好友，“我说‘你们必须来，
这里就是人间的天堂’。”

烂尾楼盘变成地标之作

缘于金鼎人的责任

金鼎·银龙湾是银滩首屈一指
的高端项目，也是银滩旅游度假区
的地标之作。小区里面如花园一
般，既能休闲也能运动，还可以采
摘，面积更是多达5万多平米。而业
主会所更是堪称豪华，健身房、图
书阅览室、棋牌室、茶艺室、干洗
店、餐厅、票务中心、儿童乐园一应
俱全。

而这样的一处高档小区，在5
年前还是一处烂尾楼盘。当时正值
三四线城市楼市萧条的艰难时刻，
金鼎集团却先后接手了银龙湾和
海晶城两处烂尾楼盘，这样的风险
和压力不言而喻。此时，很多开发
商只是关心房子本身，并不注重配
套设施的建设。而金鼎集团一接手
银龙湾就先做了两件令房地产同

行、业主都吃惊的大事——— 投资
5000万元，建设了业主会所，配套
了健身房、棋牌室、阅览室等娱乐
设施，招商了银行网点、连锁超市、
干洗店、蛋糕房、饭店等商业网点
入驻，满足业主生活、娱乐需求；投
资2000多万元重新规划了5万平米
国际休闲区，围绕养生养老需求，
建设了休闲区、运动区、儿童乐园、
采摘区等四大功能区。这种舍弃寸
土寸金的建筑面积并投巨资兴建
配套设施的举措，就让金鼎集团损
失了上亿元。

在金鼎，最经常被提起的就是"
责任"二字。在金鼎人看来，银滩的
房子不愁卖，但绝对不能一卖了
事，要对自己卖的每一栋房子负起
责任，这样才对得起客户的信任。

诚信为本，把银滩推向世界

从白手起家的4人小团
队，到拥有涉及国内地产开
发、物业管理、企业培训、网
络科技及等多个领域的70多
个分公司，遍布国内及澳洲
的2000多人团队……十年
间，金鼎集团的发展，缘何如
此迅猛？更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掌门人”尹刚只是名32
岁的“后生”。尹刚的成功秘
诀很简单——— 诚信为本。

在创业之前，尹刚干过
服务员、搬运工、维修工，一

个月只赚600块钱。2007年房
地产兴起，那年21岁的尹刚
转行做了房产销售，并迅速
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

摸索出一些门道后，尹
刚与3个同伴一起创业。几部
电话，一辆二手面包车是他
们的主要家当。夏天是看房
旺季，为了让客户选到满意
的房子，四个人经常日晒雨
淋地带客户四处看房，二手
面包车经常半路“趴窝”，他
们就推着车奔走。也正是同

年，金鼎人用三个半月创造
了清盘1400套房屋的楼市佳
话，并由此慢慢打开市场。

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
而来，很多房产销售企业纷
纷裁员和转行，尹刚却大胆
创新，带领团队由等客户上
门变成走出去，为客户提供
上门服务，赢得更多客户信
赖。“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好
的养老养生环境，是新的生
活理念，现在我们金鼎的十
几万客户就是最好的见证
人。”尹刚说，如今，金鼎已在
10省30多个市建立了60多个
营销分机构，成功操盘400余
万平米的项目营销，累计营
业额70多亿元。

有人格魅力，讲诚信、服
务好，是全国客户对尹刚，也
是对金鼎的一致口碑。

为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房
子，2012年，金鼎开始参与楼
盘的合资开发和独栋开发，
逐渐实现由代理商到开发商
的升级转型。作为后起之秀，
尹刚坚持以高标准作为新起
点，以打造艺术精品为宗旨。
开建以来，从规划团队到材

料选用，再到建筑施工和社
区配套，每一个环节，尹刚都
带领团队严格把关，他说：

“我们要为客户提供更舒适
的居住体验，让客户因为金
鼎而感到幸福。”

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
实实在在的付出。打破三四
线小城的资源局限性，尹刚
引入了一线城市的高端配
套，在金鼎·银龙湾项目建设
会所、连锁商超、汽车租赁、
自助银行，配套的规模和品
质远远超出业界投入。产品
也更接近市场需求，北区配
有酒店公寓、养老用房等。另
外，正在建设的淮河路壹号，
以地段优势结合资源、智能
化方向，为银滩业界带来新
的尝试。

而最吸引一线客户的是
公司主动让利，放大环境优
势，金鼎·银龙湾就打造了打
造占地5万平米的综合公园，
建设露天泳池、采摘林、人工
沙滩、沙滩网球场、运动场，
并与景观搭配，打造城市会
客厅。

在团队管理上，尹刚也有

自己的一套风格。“先树人品
后做产品，先做团队后做品
牌。企业要做大、做得长久，必
须进行规范化管理。”尹刚说。
他带团队构建企业文化视觉
识别系统、理念识别系统，规
范集团化制度模块，推进精细
化管理……依靠正能量的管
理，从成立之初的4个人，到今
天，尹刚凝聚了一支2000多人
的专业团队。

尹刚热衷于公益事业，
多次组织员工为地震灾区、
残疾儿童学校、社会弱势群
体捐资献物，并于2015年一
次出资一百万元本金，与乳
山市红字会成立了“金鼎·映
刚”基金，为莘莘学子播撒求
学希望。凭借勤劳和智慧，尹
刚也先后当选为“第六届威
海十佳青年创业之星”“第十
届乳山市十大优秀青年”“乳
山市突出贡献企业家”。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
‘金鼎新十年’里，带着大家
把金鼎地产做成百年企业，
把乳山推出全国，推向世
界。”尹刚的微笑中蕴含着百
倍信心。

金鼎·银龙湾小区，处处洁净。

李远东和苏喜玲在健身房打台球。

占地5万平米的综合公园，有露天泳池、人工沙滩、运动场，并与景观搭配。

宽敞明亮的图书阅览室，不仅可供读书，还可以上网。

尹刚(左二)在工地上查看项目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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