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媒体报道! 一名!"岁的
土耳其少女巴沙尔不幸患上囊胞
性纤维症! 导致气管长期发炎!

两边肺叶因黏液充塞而丧失功能"

巴沙尔的父母分别捐出部分右肺
和部分左肺! 移植到女儿体内!

让她得以重获新生"

去年! 巴沙尔两肺彻底丧失功
能!一直住院维持" 经过差不多一年
的时间后!医生认为条件允许!于是
给她做了手术" 手术于两周前在奥

地利维也纳的医院进行! 由于活体
移植难度太高! 院方#$年来只进行
过%次"

此次手术是#三方手术$!医生
分别切除了巴沙尔父母的部分肺!

给巴沙尔#组建$了一个完整的肺%

手术长达九个小时!目前!他们一家
三口都在恢复中" 此次手术费更是
高达!&万英镑!由土耳其政府支付!

其中'()资金由巴沙尔最喜欢的足球
队比锡达斯捐出"

据称! 巴沙尔现在已经能开始
迈步!预计"月份回家" 手术前!她说
自己不害怕" &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
的挑战!我知道能度过这一关% 手术
后我会活下来!生命会更好% $她的
父亲塔堪'巴沙尔说!&我只希望她
能快乐!健康" 我希望她能像其他!"

岁孩子一样生活!能出去散步(游泳
等" $他还说!&巴沙尔的求生意志和
力量让医生都感到惊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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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 )个月! 实现 )$&套房源销售! 买家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 销售价格攀升" 观

澜湖)观邸这份不寻常的业绩单! 在当下房市

背景下显得格外抢眼" 作为海口首个中央国际

住区! 观澜湖)观邸填补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一项空白! 从人居理念和生活方式上大大

提升了海南城市建设的国际化视野和水平! 也

为海内外人士在海南旅居和常住提供了具备国

际标准的理想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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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际住区是国际化城市的顶级标志性

社区" 相对一个城市而言! &中央$ 不仅代表

地理位置! 更代表着在这个城市的心理地位!

而国际不仅代表居住人群的国际化! 还有人居

理念( 生活方式的国际化" 事业大成的企业

主( 高知创富精英( 海外背景及外籍人士大都

会追求一种国际化生活方式! 会选择居住在

&中央国际住区$! 享受私有的中央国际生活"

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起步之初! 在海口

旅游( 居住及投资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之前!

观澜湖世界第一大球会强势进驻海南国际旅游

岛门户海口! 发掘市场价值洼地! 成功打造高

尔夫世界杯主场***观澜湖)观邸! 让物业与

生活持续增值! 成为房地产市场上的价值典

范%

自诞生之日起! 观澜湖不仅致力打造世界

级的人居品牌! 更致力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多元

休闲产业生态圈% 依托业内首创独一无二的

&活地运营$ 模式! 观澜湖始终坚持 &先建配

套! 再造房子$! 逾百亿的世界级奢华配套投

入! 将体育( 商务( 休闲娱乐及房地产融于一

体! 保证了业主们一入住就能立即享受到尽善

尽美的成熟生活配套% 现在的触手可及! 就是

他人难以企及的未来%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地产营销负责人介绍

说! 观澜湖物业依托整个综合休闲产业集群的

持续运营! 成为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和优先受

益者! 这使得观澜湖物业不断有新的题材注入

和新的价值体系支撑% 通过独特的运营模式! 观

澜湖形成了让对手难以超越与模仿的运营模式!

由一个企业品牌上升为一种优质生活方式和一种

城市人文精神的代言人! 这在中国地产业界是极

为少见的%

观澜湖)海口旅游度假区大手笔引入高尔夫

世界杯赛事! 书写了高尔夫历史新纪元! 更倾力

打造火山岩高尔夫中央顶级高尚社区! 坐拥全球

惟一的大规模火山岩高尔夫球场群! 汇聚五洲风

情的矿温泉 +,*! 充满奇幻色彩的水上乐园! 以

及火山岩主题酒店( 顶级会所( 寰球美食( 购物

中心等世界级休闲产业集群! 为财智阶层打造缤

纷生活范本! 让全家皆可同享生活乐趣%

除此之外! 观澜湖先后与国际休闲娱乐品牌

兰桂坊及世界顶级酒店管理品牌万豪集团签约!

将在观澜湖)海口展开一系列合作! 保障了该板

块及周边物业在未来持续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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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湖是什么+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

案***这里是世界第一大球会( 全球最好的高尔

夫生活社区( 连续举办高尔夫世界杯的地方( 纵

横深( 莞( 琼三地的综合城市营运商( 举行高端

商务会议的最佳之选( 最高端的旅游休闲度假胜

地( 中国顶级财智精英聚集之地( 可以诗意栖居

的地方( 一种媲美全球的品位生活方式,,%

观澜湖发展至今! 其资产价值及升值潜力已

得到国内外高端圈层人士的广泛认同% 来自世界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智精英! 因追随荣耀和高尚

生活于此汇聚! 共享逾百亿世界级配套! 为观澜

湖注入无可复制( 更难以超越的富豪圈层人文内

涵! 同时形成世界级的社交平台! 为投资者创造

物业之外的无限商机%

&人们总是期望在同质人群中寻找到快

乐和新的力量! 所以!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

小小的高尔夫球! 像一个磁核! 聚集了一个

圈子%$ 一位一直追随观澜湖物业的业主这样

描述生活感悟! &在这里! 是持有共同语言(

怀揣相通想法的人! 彼此之间交流的成本很

低! 得到的收益却可能很大%$ 星光荟萃的观

澜湖高尔夫球会! 已成为一个精英荟萃的领

袖高地( 成功者的高尚沙龙( 社会名流的时

尚社交圈% 更有业界人士笑言- &在观澜湖

土地上! 种的不仅是草和树! 还种植了根系

发达的黄金人脉! 绵延成长%$

全球唯一大规模火山岩高尔夫球场群构

成的稀缺景观! 高端市场定位所造就的顶级

商务平台! 世界第一大球会所拥有的尊尚配

套等! 这正是观澜湖为业主们倾力营造的高

尚生活范本%

观澜湖·观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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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首个中央国际住区耀世而出———

观澜湖·观邸首期热销成为近期海南楼市独特风景
开盘 )个月! 实现 )$&套房源销售! 买家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 销售价格攀升% 观

澜湖)观邸这份不寻常的业绩单! 在当下房市

背景下显得格外抢眼% 作为海口首个中央国际

住区! 观澜湖)观邸填补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一项空白! 从人居理念和生活方式上大大

提升了海南城市建设的国际化视野和水平! 也

为海内外人士在海南旅居和常住提供了具备国

际标准的理想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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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际住区是国际化城市的顶级标志性

社区% 相对一个城市而言! &中央$ 不仅代表

地理位置! 更代表着在这个城市的心理地位!

而国际不仅代表居住人群的国际化! 还有人居

理念( 生活方式的国际化% 事业大成的企业

主( 高知创富精英( 海外背景及外籍人士大都

会追求一种国际化生活方式! 会选择居住在

&中央国际住区$! 享受私有的中央国际生活%

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起步之初! 在海口

旅游( 居住及投资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之前!

观澜湖世界第一大球会强势进驻海南国际旅游

岛门户海口! 发掘市场价值洼地! 成功打造高

尔夫世界杯主场***观澜湖)观邸! 让物业与

生活持续增值! 成为房地产市场上的价值典

范%

自诞生之日起! 观澜湖不仅致力打造世界

级的人居品牌! 更致力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多元

休闲产业生态圈% 依托业内首创独一无二的

&活地运营$ 模式! 观澜湖始终坚持 &先建配

套! 再造房子$! 逾百亿的世界级奢华配套投

入! 将体育( 商务( 休闲娱乐及房地产融于一

体! 保证了业主们一入住就能立即享受到尽善

尽美的成熟生活配套% 现在的触手可及! 就是

他人难以企及的未来%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地产营销负责人介绍

说! 观澜湖物业依托整个综合休闲产业集群的

持续运营! 成为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和优先受

益者! 这使得观澜湖物业不断有新的题材注入

和新的价值体系支撑% 通过独特的运营模式! 观

澜湖形成了让对手难以超越与模仿的运营模式!

由一个企业品牌上升为一种优质生活方式和一种

城市人文精神的代言人! 这在中国地产业界是极

为少见的%

观澜湖)海口旅游度假区大手笔引入高尔夫

世界杯赛事! 书写了高尔夫历史新纪元! 更倾力

打造火山岩高尔夫中央顶级高尚社区! 坐拥全球

惟一的大规模火山岩高尔夫球场群! 汇聚五洲风

情的矿温泉 +,*! 充满奇幻色彩的水上乐园! 以

及火山岩主题酒店( 顶级会所( 寰球美食( 购物

中心等世界级休闲产业集群! 为财智阶层打造缤

纷生活范本! 让全家皆可同享生活乐趣%

除此之外! 观澜湖先后与国际休闲娱乐品牌

兰桂坊及世界顶级酒店管理品牌万豪集团签约!

将在观澜湖)海口展开一系列合作! 保障了该板

块及周边物业在未来持续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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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湖是什么+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

案***这里是世界第一大球会( 全球最好的高尔

夫生活社区( 连续举办高尔夫世界杯的地方( 纵

横深( 莞( 琼三地的综合城市营运商( 举行高端

商务会议的最佳之选( 最高端的旅游休闲度假胜

地( 中国顶级财智精英聚集之地( 可以诗意栖居

的地方( 一种媲美全球的品位生活方式,,%

观澜湖发展至今! 其资产价值及升值潜力已

得到国内外高端圈层人士的广泛认同% 来自世界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智精英! 因追随荣耀和高尚

生活于此汇聚! 共享逾百亿世界级配套! 为观澜

湖注入无可复制( 更难以超越的富豪圈层人文内

涵! 同时形成世界级的社交平台! 为投资者创造

物业之外的无限商机%

&人们总是期望在同质人群中寻找到快

乐和新的力量! 所以!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

小小的高尔夫球! 像一个磁核! 聚集了一个

圈子%$ 一位一直追随观澜湖物业的业主这样

描述生活感悟! &在这里! 是持有共同语言(

怀揣相通想法的人! 彼此之间交流的成本很

低! 得到的收益却可能很大%$ 星光荟萃的观

澜湖高尔夫球会! 已成为一个精英荟萃的领

袖高地( 成功者的高尚沙龙( 社会名流的时

尚社交圈% 更有业界人士笑言- &在观澜湖

土地上! 种的不仅是草和树! 还种植了根系

发达的黄金人脉! 绵延成长%$

全球唯一大规模火山岩高尔夫球场群构

成的稀缺景观! 高端市场定位所造就的顶级

商务平台! 世界第一大球会所拥有的尊尚配

套等! 这正是观澜湖为业主们倾力营造的高

尚生活范本%

观澜湖·观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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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 )个月! 实现 )$&套房源销售! 买家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 销售价格攀升% 观

澜湖)观邸这份不寻常的业绩单! 在当下房市

背景下显得格外抢眼% 作为海口首个中央国际

住区! 观澜湖)观邸填补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一项空白! 从人居理念和生活方式上大大

提升了海南城市建设的国际化视野和水平! 也

为海内外人士在海南旅居和常住提供了具备国

际标准的理想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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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际住区是国际化城市的顶级标志性

社区% 相对一个城市而言! &中央$ 不仅代表

地理位置! 更代表着在这个城市的心理地位!

而国际不仅代表居住人群的国际化! 还有人居

理念( 生活方式的国际化% 事业大成的企业

主( 高知创富精英( 海外背景及外籍人士大都

会追求一种国际化生活方式! 会选择居住在

&中央国际住区$! 享受私有的中央国际生活%

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起步之初! 在海口

旅游( 居住及投资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之前!

观澜湖世界第一大球会强势进驻海南国际旅游

岛门户海口! 发掘市场价值洼地! 成功打造高

尔夫世界杯主场***观澜湖)观邸! 让物业与

生活持续增值! 成为房地产市场上的价值典

范%

自诞生之日起! 观澜湖不仅致力打造世界

级的人居品牌! 更致力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多元

休闲产业生态圈% 依托业内首创独一无二的

&活地运营$ 模式! 观澜湖始终坚持 &先建配

套! 再造房子$! 逾百亿的世界级奢华配套投

入! 将体育( 商务( 休闲娱乐及房地产融于一

体! 保证了业主们一入住就能立即享受到尽善

尽美的成熟生活配套% 现在的触手可及! 就是

他人难以企及的未来%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地产营销负责人介绍

说! 观澜湖物业依托整个综合休闲产业集群的

持续运营! 成为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和优先受

益者! 这使得观澜湖物业不断有新的题材注入

和新的价值体系支撑% 通过独特的运营模式! 观

澜湖形成了让对手难以超越与模仿的运营模式!

由一个企业品牌上升为一种优质生活方式和一种

城市人文精神的代言人! 这在中国地产业界是极

为少见的%

观澜湖)海口旅游度假区大手笔引入高尔夫

世界杯赛事! 书写了高尔夫历史新纪元! 更倾力

打造火山岩高尔夫中央顶级高尚社区! 坐拥全球

惟一的大规模火山岩高尔夫球场群! 汇聚五洲风

情的矿温泉 +,*! 充满奇幻色彩的水上乐园! 以

及火山岩主题酒店( 顶级会所( 寰球美食( 购物

中心等世界级休闲产业集群! 为财智阶层打造缤

纷生活范本! 让全家皆可同享生活乐趣%

除此之外! 观澜湖先后与国际休闲娱乐品牌

兰桂坊及世界顶级酒店管理品牌万豪集团签约!

将在观澜湖)海口展开一系列合作! 保障了该板

块及周边物业在未来持续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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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湖是什么+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

案***这里是世界第一大球会( 全球最好的高尔

夫生活社区( 连续举办高尔夫世界杯的地方( 纵

横深( 莞( 琼三地的综合城市营运商( 举行高端

商务会议的最佳之选( 最高端的旅游休闲度假胜

地( 中国顶级财智精英聚集之地( 可以诗意栖居

的地方( 一种媲美全球的品位生活方式,,%

观澜湖发展至今! 其资产价值及升值潜力已

得到国内外高端圈层人士的广泛认同% 来自世界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智精英! 因追随荣耀和高尚

生活于此汇聚! 共享逾百亿世界级配套! 为观澜

湖注入无可复制( 更难以超越的富豪圈层人文内

涵! 同时形成世界级的社交平台! 为投资者创造

物业之外的无限商机%

&人们总是期望在同质人群中寻找到快

乐和新的力量! 所以!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

小小的高尔夫球! 像一个磁核! 聚集了一个

圈子%$ 一位一直追随观澜湖物业的业主这样

描述生活感悟! &在这里! 是持有共同语言(

怀揣相通想法的人! 彼此之间交流的成本很

低! 得到的收益却可能很大%$ 星光荟萃的观

澜湖高尔夫球会! 已成为一个精英荟萃的领

袖高地( 成功者的高尚沙龙( 社会名流的时

尚社交圈% 更有业界人士笑言- &在观澜湖

土地上! 种的不仅是草和树! 还种植了根系

发达的黄金人脉! 绵延成长%$

全球唯一大规模火山岩高尔夫球场群构

成的稀缺景观! 高端市场定位所造就的顶级

商务平台! 世界第一大球会所拥有的尊尚配

套等! 这正是观澜湖为业主们倾力营造的高

尚生活范本%

观澜湖·观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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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 )个月! 实现 )$&套房源销售! 买家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 销售价格攀升% 观

澜湖)观邸这份不寻常的业绩单! 在当下房市

背景下显得格外抢眼% 作为海口首个中央国际

住区! 观澜湖)观邸填补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一项空白! 从人居理念和生活方式上大大

提升了海南城市建设的国际化视野和水平! 也

为海内外人士在海南旅居和常住提供了具备国

际标准的理想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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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际住区是国际化城市的顶级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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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际不仅代表居住人群的国际化! 还有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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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杂志称!

银河系中有几十亿颗行星可能适宜
人类居住! 离太阳系)$光年的范围
里! 有!$$颗行星! 被称为 &超级
地球$%

其中一项关于银河系百颗红矮
星.

!"#$

/的调查抽样了九颗&超
级地球$! 其中两颗位于 &可居住区
域$内!并有可能存在水0 据了解!银
河系-至%千亿颗行星中!有./0是红
矮星!其中%/0可能位于人类可居住
的区域内% 科学家计算出!这%/0的
红矮星比地球大不了多少!沿&可居
住区域$运行!其表面可能有水存在%

尽管位于可居住区域不代表一定有
生命!但有水的地方!就可能有生命%

科学家们发现了1颗超级地球!

体积是地球的一倍到十倍不等%

!¤¥"

据英国媒体#.日报道! 科威特
电信大亨西耶克)贾辛)阿尔)瓦提
克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开着价值).万
英镑的法拉利%". 234567敞篷跑车出
外兜风!不是为了耍帅!而是要哄儿

子睡觉% 瓦提克)岁的儿子有个特殊
的习惯! 只有在法拉利的车上才能
入睡% %8岁的瓦提克说-&其他车都
没这效果! 我想可能是因为法拉利
开动起来颤动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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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岁的加拿大蒙特利
尔摄影师本杰明)凡)王拍摄了一
组十分惊险的&火影忍者$照片%

他邀请了一位擅长玩吐火杂
技的朋友作为拍摄主角! 让他的
朋友点燃自己! 在火焰中做出不
同动作! 他则将着火的朋友巧妙
地拍摄下来!记录每一个动作%烈
火熊熊燃烧的场景十分壮观!拍
摄主角如同火影忍者一般%

万幸! 拍摄过程中无人受
伤!但是本杰明承认!完成这组
拍摄需要双方都拥有十足的勇
气!以及对这种创意摄影的无比
热爱%

本杰明十分钟情创意摄影!

他认为!是一些梦境推动着他挑
战不可能的任务!创造引人注目
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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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一名工作人员在美国
纽约展示小狗碧昂丝% 这只名为碧
昂丝的杂交达克斯猎犬在美国北加
州被发现时!仅有$9/-.千克重!小到
可以放在一把茶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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