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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冯晶

半岛购房俱乐部自2016年成立以
来，一直十分火爆，现在已经有成员近
3000人。半岛购房俱乐部推出的看
房、验房以及购房咨询服务，现都已成
为品牌栏目。尤其是费用全免、服务周
到的半岛公益验房活动，更是受到岛
城购房者的欢迎。即日起，半岛验房俱
乐部将和业界知名的深度验房有限公
司合作，推出“半岛公益验房季”第一
季活动，如果您有新房即将交付，就马
上加入吧！

新房交付时验房很重要

对老百姓来说，买房不易。从看
房、买房、签约到收房，一路小心翼翼。
可在网上随意浏览几个商品房小区的
业主论坛，你就会发现，入住之后，业
主关于房屋质量的抱怨可谓是层出不
穷。“顶层下雨就漏、墙壁有裂纹、卫生
间设计得没法用、厨房的瓷砖敲一敲
好多空鼓……”收房之前的房屋质量
验收不是小事，房子验好了省了后续
好多麻烦和纠纷，可别在最后环节掉
以轻心。
“一般来说，在拿到新房钥匙前，开
发商和物业公司都会要求购房者先验
房，再签收。但是我们普通业主根本并
不具备验房的专业知识，多数人都是走
马观花看一眼，然后就稀里糊涂地签

字，等到装修或者入住时，才会发现各
种问题，但那时再找开发商来整改，简
直太麻烦了。”半岛购房俱乐部成员李
先生说。

权威验房机构全程免费验房

验房是一项专业而又系统的工作，
需要正规的、专业的、规范的验房师来
做，所以在验房时选择一家正规、专业、
有资质的验房公司公司就特别重要。如
果您家是交付2个月内的小区，或1个
月内即将交付的小区，那么现在拥有免
费专业验房的机会来了。
近期，半岛房产全媒体中心将与

深度验房有限公司联手开展“半岛公
益验房季”首季活动，全城征集验房
人。我们的记者会跟随专业验房师一
起到您家里，检测房屋质量问题，相关
小区物业人员也可全程在场；验房完
毕之后，验房公司将出具专业的第三
方验房报告。
此次，我们公益验房的合作伙伴深

度验房是一家专业从事第三方验房、新
房交付验收、装修房验房、毛坯房验房、
别墅验房、房屋质量检测等为主要业务
的企业。目前在全国33个城市分公司
经营和开展第三方验房业务，为万科、
碧桂园、雅居乐、新世界、蓝光、远洋、龙
湖、和记黄埔、新希望等二十几家开发
商项目做第三方验房的分户验收和陪
验服务。

你家能参加吗？快来看看吧

不同于以往的购房俱乐部活动，此
次验房活动的范围几乎涵盖整个青岛
市，不管您的新房是位于市内四区还是
近郊的即墨、西海岸和胶州，都可以参
加此次免费验房活动。首期30个名额，
先到先得，同一小区仅限两户参与。想
参与本次“半岛公益验房季”的活动，要
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哦———
1 .您的新房必须是交付2个月内的

小区，或1个月内即将交付的小区。
2 .验房业主同意记者全程跟进采

访，并将验房过程刊登在半岛都市报和
半岛APP上。
报名业主可以获得：
1 .全程免费验房（验房服务价值

700~2500元不等）
2 .出具专业验房报告一份。
报名方式：
扫描下方群主二维码，加入半岛购

房俱乐部。留言：验房。

“半岛公益验房季”全城征集业主
第三方专业验房机构，将免费为您检测房屋质量问题

鑫苑集团绽放青岛
御龙湾海上盛大发布

9月30日，位于西海岸新区的鑫
苑·御龙湾项目营销中心盛大开放，现
场30多家全国媒体、各界合作伙伴、
意向客户等众多精英人士共同见证了
项目的盛大开启和精彩绽放。
上午10:08分，鑫苑·御龙湾营销

中心活动开放仪式于项目现场隆重举
行。下午3：00，鑫苑·御龙湾项目发布盛
典于星光岛国际会议中心盛大举办，鑫
苑集团山东区域公司总经理侯广军代
表公司进行开场致辞。侯总首先介绍了
鑫苑集团的发展历程及理念，作为首批
纽交所上市的中国房地产企业，鑫苑集
团21载发展，以“创享智慧城市家园”为
使命，不断开拓与创新，连续13年跻身
中国地产百强企业，为社会贡献了一系
列精品地产项目，成为国际化科技地产
生态的引领者。发布会后，百余名来宾从
星光岛游艇码头登船，开启一场海上发
布的狂欢party，当“鑫苑·御龙湾”号鸣
笛徐徐驶出海湾，灵山湾醉美风光一览
无遗，与一岸相隔的鑫苑·御龙湾项目
遥相映衬，尽收眼底，华美启幕。
鑫苑集团将始终秉承“品质地产”
和“科技地产”的开发建设理念，将鑫
苑·御龙湾项目打造成集生态自然与
科技住宅完美融合的高品质项目，开
启青岛城市人居时代的全新篇章。

冯晶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作者：池莉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明梦华》
作者：萧盛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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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使神色一沉，道：“本使是否

可以理解为，你在那处民房大量缝制
靴子，并对外出售，以此获取巨利？”颜
锁柱略迟疑了一下，道：“大量缝制靴
子不假，然巨利却是言过其实了。除去
工人的工钱以及成本，也不过微利，仅
满足家中老小温饱而已。”“温饱而
已！”指挥使脸色一黑，倏喝道：“就为
了个温饱，藐视律法，你知罪吗？”颜锁
柱扑通跪倒，道：“草民知罪！”
看到此处，列位看官们是否觉得

惊奇，堂堂五城兵马司，为
了个制靴的商人，大动干
戈，何至于此乎？然仔细读
过前文关于服饰篇章的看
官，应也不难理解，明初制
定了一整套舆服制度，自
然也有对鞋、靴有详细的
规定。
洪武初年，百姓尚允

许穿靴，但禁止修饰花纹，
与服装一样，无非是想把
各阶层人等区分开来。然
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渐渐地便有人动心思、打擦边球，在靴
靿上绣些简单的纹饰。初试禁果者尝
到了甜头后，越发大胆，以致于不只纹
饰越来越复杂、抢眼，靴子的款式亦是
越来越多，朝廷获知此事后，颇为震
怒，索性就下令禁止了百姓穿靴。
不穿靴的话，冬天冷了何以御寒

呢？
朝廷虽下了禁令，倒也非是浑没

人情味儿，许北方苦寒之地穿靴，其
他地区穿皮札。所谓皮札，鞋与靿是
分离的，穿时需要先将皮统绑于小腿
上，而后再穿上鞋，如此远看似靴，其
实是分作两截的。
颜锁柱是在朝廷的禁令之下，顶

风作案，由于其所做的靴子影响大，
销路广，且有许多平民穿着他所制作
的靴子，招摇过市，甚至混迹于酒楼
茶肆乐坊，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不良影
响，使许多人藐视王法，铤而走险，这
才引起了官府注意，多方查证之下，
锁定了这位在应天府地下作坊掌柜
颜锁柱。
此案在五城兵马司定案后，报经

应天府，又由应天府上报巾帽局，最
后由司礼监下发处理结果，颜锁柱秋

后处决，其家眷流放云南，
其余涉案的三十八人，量
刑酌情处置。是年秋后，颜
锁柱斩首，此便是洪武二
十六年的由一双靴子引发
的血案。
前文说到，有怎样的

压迫，必会有怎样的反抗，
服饰、行为方面如是，鞋、
靴子亦如是。
正德朝前后，风气逐

渐开放，如同前面所讲的
惊世骇世的服饰一般，鞋

子上面的样式也是千变万化。
“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
它异式。今则有方头、短脸、球鞋、罗
汉屐、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
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
不有。”此一段话，出自明代书法家顾
起元所著的《客座赘语》卷一《巾履》
篇，说的是明初及明后期的鞋履变
化。不过依在下看来，说得还是有些
含蓄了，明朝中叶之后，鞋、靴的变
化，岂止是无所不有啊，简直是穷极
想象，教人啧啧称奇。

明日关注：明士子所穿之靴履，
除了绣之以金线，用之以皮、绸缎等
上好面料外，用途亦多样化。

刘板眼快步走上前去，向众邻居
抱了抱拳，散了一铺香烟，然后语气
郑重且委婉地与李老师攀谈起来。李
老师到底不是个山野村夫，他的推测
对刘板眼很有启发，他说他认为陆武
桥没有出走就在楼上他的房间里，并
且还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听完李老师的话，刘板眼茅塞顿

开，他连忙谢过李老师，返身往楼上
跑。刘板眼觉得陆武桥哪儿都没去，
就在他房里，并且肯定就他独自一
人。陆武桥是否有意自杀
刘板眼拿不准，但他拿得
准陆武桥将自己反锁在房
间里，想一个人悄悄地离
去。因为他自己也曾有过
这种憧憬，在人生最苦最
苦的时候。当然，陆武桥这
小子春风得意，会有何种
人生痛苦他刘板眼就不得
而知了。他倒真想瞧瞧此
时此刻陆武桥的模样。
陆武丽横躺在陆武桥

房门口不让人撬门，她说
公司上下都知道，陆老板有一条铁的
纪律，不经陆武桥本人许可，谁也不
得擅自打开他的房间。
刘板眼请尤汉荣帮忙拖开陆武

丽。他发现陆掌珠蠢蠢欲动要帮陆
武丽的样子，只好提醒众人我们为
什么撬门。我们为什么撬门呢？刘板
眼说，如果再找不到人就只好到派
出所报案，报了案派出所第一件事
就是撬开房门寻找线索，与其让别
人撬门倒不如自家人设法先开门。
于是，邋遢在街上请了个锁匠。锁匠
将一根细铁丝勾伸进锁孔，不到一
分钟，门便开了。陆武桥正是在房间
里，他独自躺在床上，衣着整齐，人

却已经气息奄奄，不省人事。

十六
陆武桥住院了。不过他恢复得

比较快，一周之后就出了院。无论是
医生还是朋友还是家人问他出了什
么事，他一律回答：不清楚。说是喝
了一点酒就睡过去了。这样，也没人
再问他。陆武桥明显的变化是眼眶
在日渐凹陷下去，这是消瘦的原故。
但是他会朋友，打电话，在餐厅门口

迎来送往，做国内国外凡
捞得上手的生意，一切照
旧。
只有陆武丽深切地

感觉到她大哥的心不在
身上了。她痛恨宜欣到了
极点，常常暗地里诅咒
她。但她也庆幸宜欣的突
然离去，有这样完美的一
个大哥她是绝对不嫁人
的，她希望自己可以陪伴
她大哥一直到老。转眼又
逢大礼拜，陆武桥又准备

请朋友来家里放松放松了。吃喝玩
乐的方式没什么两样。上午九点半，
陆武桥穿了一身新全毛西装，去弄
堂口迎接朋友。李老师坐在大门一
侧晒太阳看书。李老师瞧着陆武桥
西装袖子上的商标，见商标是一条小
鳄鱼，便搭讪：哟，名牌咧。
陆武桥扔了一支香烟过去，说：

卵子！卵子——— 李老师立刻在膝盖头
摊开笔记本写道：武汉市民间流行的
时髦用语；与“不”的意思相近，但比
“不”更有个性色彩也更为生动，可以
说是当代年轻市民的含着自嘲意味
的否定专用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No”。（本书摘选连载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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