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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天气转凉，与老朋友喝杯老酒，是一件十分

惬意的事。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

酒收藏家孙建春，他就像冬天里的一股暖流，温暖贵

阳老酒市场。 他说 2018 年春节前后，凡是来收藏馆成

交的客户就送精美雨伞等礼品， 成交上万元的顾客，

还送习酒 1988。

据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

绍，公司高价大量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

酒、安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

窖酒等贵州名酒，特别是茅台酒，更是青睐有加，其中

包括 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茅台、三大

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还

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

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汾酒、郎酒

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上门收购，外地

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重

要的是承载了酒文化和酒历史，值得收藏和传承。 喜

欢收藏老酒的朋友， 也可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

藏馆，他将用其十多年的收酒经验，为大家耐心讲解

鉴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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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老酒馆：

成交万元老酒 就送习酒 1988

近日贵阳市观山东路大关公交站旁老酒收藏馆

隆重开业，老酒馆以优于同行业价格大量收购茅台酒、

五粮液、90 年代老八大名酒、老四特酒、剑南春、泸州

老窖、汾酒、古井贡酒、董酒、习水大曲、平坝窖酒、安

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

各种年份老酒。 只要成交，就送 100 元交通费。 陈年老

酒馆开业之际，由拥有多年鉴酒经验的专业人士坐镇，

免费为市民评估各种陈年老酒， 并将收藏及保管知识

传授给大家。

老酒馆负责人介绍，有年份的整箱茅台酒，个别

款收购价格高出单瓶价格的一倍多。 老酒数量较多的

市民，还可预约上门免费评估和收购。为了庆祝老酒收

藏馆的开业，老酒馆专设老茅台酒陈列馆，贵阳市民不

用去茅台酒厂，就可以看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

的各种茅台酒。

陈年老酒馆负责人称，老酒馆不仅仅是收藏老酒

的地方，也是以

酒会友的佳地。

喜欢收藏老酒

的朋友，可以在

这里，一起品老

酒交友。 老酒馆

重点收购整箱

茅台，个别整箱

价格更高，各地

市量大均可免

费上门保密收

购

地址：观山东路大关公交站旁

电话：18198289999

��������公交路线：281 路、111 路、262 路、58 路、70 路、

K262路，在大关站下车即到达 广告

特大喜讯！ 观山东路大关陈年老酒体验馆开业了！！！

专业收购老酒 成交就送路费

与很多城市的地铁不同，贵阳的

一号线投入首日便迎来了超越预期

的 20 余万进出闸客流， 并没有冷冷

清清的试营运期。截止到 12月 8日，

客流量已逾百万， 平均每天至少 13

万人次，最高的一天，甚至接近了 20

万人。

这条穿行于贵阳新旧 4 个城区

的轨道，8 天来从未有过 “闲暇时

光” ，上百万人来来去去，有许多“朝

九晚五” 的年轻面孔，也有许多固定

出现在某个公园的老年面孔，使得它

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地通往另一个时

代景观：一个全新的贵阳。

与许多城市最初的一条地铁不

同，贵阳 1 号线不仅实现了高铁站到

老火车站的传统交通摆渡功能，更重

要的是：规划之初，这条线便从当时

的新区金阳横穿最繁华的云岩和南

明区腹地，再到达因堵而令人胆战心

惊的小河经济开发区。

小河曾是贵阳人买房最早向外

迁移的区域。 许多中年人还记得那时

候房开商非常著名的一句宣传语：

“用买房省下的 10万元，你可以买辆

车” 。谁曾料，才到 2008年，选择了小

河的人们在早晚车流高峰期间发现，

来往于家与单位变得举步维艰……

地铁的开通让家住小河长江路

的严旭告别了 “跨城” 20 公里的生

活。严旭就职的公司在观山湖区生态

会议中心附近，每天开两个小时左右

车上下班的生活持续了 8年。“二环

通车后，拥堵依然严重。 直到中环通

车， 我上班的车程才缩短了 20 多分

钟。 但“有些路段还是堵，无法掌握

具体的行驶时长，这让我很焦虑。 我

不得不早上 6 点过就错峰出行” ，严

旭说。

不仅堵车令严旭焦虑，每月开车

上下班的大笔花费也让他压力不小：

油费 1200 元， 加上 5000 余元车保，

这还不包括停车费、车辆维修、保养

费等。 总体算来，一年需花费 3 万元

左右。

而现在，严旭每天可以多睡 1 小

时， 还能提前到达公司。“从 12月 3

号开始，我就没有开过车了。从长江路

站到生态会议中心只需 42分钟，加上

步行、候车等时间，全程 1小时。 ”

“我办了优惠卡，每天只需 10.8

元，全年仅需 2000多元。 ” 严旭还指

着手机上播放的英文视频说，“我还

可以利用乘车时间学点东西，轻松多

了。 ”

而对于地铁带来的便利，家住阳

关的任啓旸也深有感触。“原来上班

或回家我都是找人拼黑车，因为拼车

就 10元。价格虽比打车便宜，但却因

要凑齐人头才发车而特别耽误时间。

如今，每天车程也就 20 分钟，交通费

还不到之前的一半。 ”任啓旸说。

12月 1日至 8日，贵阳 1号线的

总客流就达到了 1095574 人次，而正

在建设的 2 号线预计远期客流量将

达到每小时 3 万人次……轨道交通

改写了贵阳人的生活方式。这个城市

的距离开始不再以多少公里来衡量，

而是精准到多少分钟。

俗话说，“地铁一响， 黄金万

两” 。 与小河一直以来默默地等待不

同，相较其他地方，观山湖区则以更

高的房价、更显热情的商业氛围迎接

1号线。

在 1 号线开始规划之初，观山湖

区围绕 1 号线的商圈便风起云涌。

老百姓首先能感知到的便是房价的

变化。 “入，可享受府院尊贵与诗意

生活；出，可转瞬通达全城与坐拥繁

华” 、“一号线品质生活区， 阔景高

层，吸金小镇” ……一出地铁口，便

可看见醒目的楼盘广告牌。 五年前，

这里仍被看作贵阳的郊区， 阳关则

是一道天然屏障， 将其阻隔在老城

区的繁华闹市之外。 而如今，这里的

楼房像积木一样迅速堆积、延伸，气

派非凡。

72 岁的梁大爷在贵阳生活了 30

年。前两个月，他们搬到了观山湖区的

中天会展城。闲着没事，他就到旁边的

云上方舟商场逛逛。 梁大爷一边闲逛

一边感慨这儿的变化太大了，“10 年

前，云上方舟、长岭南路一带还是一片

荒凉，周围全是山，这边大部分的建筑

都是近五年开发出来的。 我们家住的

这个小区，房价和去年比，每平方米又

上涨了不少。 ”而这五年，正在 1号线

从规划到建成的五年。

如今，1 号线从观山湖区出发，

连接贵阳北站、火车站等大量交通枢

纽，串联城市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

崭新的城市格局：1 号线各大站点，

环绕着贵阳活力十足的十几大商业

项目，如云上方舟、CC� PARK 公园、

国贸广场、THEONE 购物中心等，又

在这些商业项目周边形成了最具竞

争力的辐射商圈。

姚小姐是云上方舟商场内一家

国际连锁店的负责人， 今年 10 月份

刚被公司总部调配到贵阳工作。偌大

的贵阳，公司之所以选择云上方舟作

为营销点，姚小姐觉得当然不仅是因

为商场内部的装修、先进的设备（如

机器人）等因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便是看重了这块地段的发展潜力。毕

竟，观山湖区已经朝气蓬勃，散发着

国际大都市的气息。云上方舟内可见

很多国际品牌，且离地铁站多个站点

仅几步之遥，她认为公司看中的就是

将由地铁带来的经济效应。 “而现

在，商场内如流的人潮已经印证了这

一预判” 。

与云上方舟遥相呼应的则是

CC� PARK。 这是贵阳市首个地铁上

盖项目，也是中天集团在贵阳的首个

商业项目。中天集团准备据此打造出

一个国际交互式购物中心。招商甚至

包括了“美克·美家” 贵阳首店、“盒

马鲜生” 贵阳市旗舰店、“花城渔

舫”米其林星厨餐厅等。

不仅地上风起云涌， 地下同样

“暗流涌动” 。 首先盯上 1 号线的是

省文化厅等单位，打造出以“山地公

园省，多彩贵州风” 为主题的特色列

车，列车车厢内部装饰了含有贵州春

夏秋冬四季场景的情景画，让外地游

客在出行中感受到贵州旅游资源的

魅力。对于这条南北向贯穿贵阳中心

城区，东西横贯观山湖区，覆盖了贵

阳市多个核心经济发展区、消费娱乐

商圈、人文生活区以及高端人居示范

区的 1 号线， 一位广告界人士预测，

贵阳地铁未来的广告投入足以影响

城市百万消费人群，加之炙手可热的

商铺，可以称之为“地下黄金通道” 。

当 1 号线横空出世时，我们熟悉

的都市空间开始被它重新构造。 随之

而来的城市参照物也将改写。 城市的

空间距离不再是起点与终点的距离，

而是起点与终点离地铁站的距离。

当观山湖区逐渐成为贵州财富

和新经济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时，就未

曾游离于普通市民的生活认知。 但

是，也从未像如今这样贴近。

2008 年， 从成都来到贵阳的 1

号线设计总体总工程师何建枝对于

“贵阳” 的定义一直很疑惑。 “说起

贵阳，大家都会默认是老城区。 ” 他

告诉记者：“贵阳市作为典型的山地

城市，城区内分布着黔灵山、百花山

脉及南岳山脉等。山地隔断出的各个

区间， 向来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

能依靠通道联系， 交通不尽如人

意” 。 “金阳” 与“贵阳” 之间（即观

山湖区与中心城区），两个区域被黔

灵山隔断，两区间的瑞金路与黔灵西

路，早晚高峰时常出现拥堵。“1号线

路线的规划初衷就是为了连接贵阳

四个城区，建设快速客运走廊，打通

城区之间的隔膜，尤其是观山湖区与

中心城区” 。

当 1 号线决定以观山湖区为线

路起点时，便注定成就了更大的贵阳

“版图” 。这座曾被大山阻隔的城市，

从来没有如此开放过， 也未曾拥有

“流动” 、“开放” 气质带来的荣光，

而随着交通的立体化，随着 1 号线擦

出的轨道火光，“刷” 的一声，将这包

容开放的怀抱彻底打开。

2014 年， 观山湖区被中国中小

城市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

评选为全国 “投资潜力百强区” ，除

了商业经济等得到快速发展外，1 号

线沿线的金融、文化、医疗、教育等资

源的集聚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

贵州金融城自 2016 年第一家金融机

构入驻以来，已累计引进各类金融及

金融服务机构 300 余家；在西南商贸

城自 2014 年投入运营以来， 已入驻

商户近 1.7 万户， 日均人流量达 10

万余人次。 当年老贵阳人不屑的新

区，如今却最被资本青睐：微软、英特

尔、 戴尔、 阿里巴巴等大数据企业

100余家纷纷进驻。

资本的青睐，与快捷交通的构建

离不开。

2014 年，“贵漂” 一词开始流行

起来。 这一年，京黔两地知名企业开

始入驻贵阳，这些企业创始人中很多

是清华、北大校友，为此，高新区还成

立了清华、北大贵州校友基地。

2017 年 4 月， 省发改委引进了

世界知名项目，陈晓颖带着团队从美

国硅谷来到贵阳，创办了贵州申科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家住世纪城的贵阳人张伟告诉

记者：“邻居多是外地人。 出门都说

普通话， 我们这些贵阳本地人也都

‘入乡随俗’了” 。 事实上，整个贵阳

都在变化，“普通话” 越来越普遍，不

管说得好不好，反正外地人太多了就

得说。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贵阳 1

号线带来的是城市空间的快速移动，

是新的城市格局、新的经济形成以及

随之涌入的人群，甚至带来的是一种

新的城市气质，在贵阳轨道交通网形

成的开局后面便深藏着的是流动与

开放……

本报记者

王芳 陈佳艺 罗林 雷琴 董容语

改写着市民的生活方式，重塑着贵阳都市的格局，聚集着智力、物力……

新城记

都市格局的重塑

穿城记

生活方式的改写

穿越城市 地铁改变着什么？

移民记

穿越城市的力量

“多彩贵州风”特色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