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夜郎国

有了最早的道路工程———威宁五

尺道。 五尺，1.66 米，仅容单骑通

过。 那时，黔路比蜀道更难。

时空穿梭， 岁月转换到 1991

年 5月 16日的贵州： 全长 135公

里，连接贵阳与黄果树的贵黄高等

级公路通车， 大部分人把它叫做

“贵黄高速” 。 这一错误的叫法寄

予了一个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

93%的省份，希望走出大山，尽快

融入全国大发展之中的一种渴求。

2018 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 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大踏

步前进。 西南交通枢纽地位全面

巩固提升，新增高速公路 3203 公

里， 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从无到有，营

业里程达到 1214 公里，形成贯通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川渝滇

的快速通道； 通航机场市州全覆

盖。 建成世界第一公路高桥杭瑞

高速北盘江大桥、 贵州首个大型

水利枢纽工程黔中水利枢纽等标

志性工程。 昔日“地无三里平”的

贵州，如今天堑变通途。 王芳

坝陵河上空 有座“致富桥”

从空中俯瞰贵州山地，仿佛像波

浪般起伏，一座山一个峡谷，一条河

流一座大桥，如此美丽却又如此行路

艰难。 为了跨越这些天然的屏障，贵

州修建了形态各异的桥。 2009 年 12

月 23 日， 贵州当时最美最壮观的大

桥———位于安顺市关岭县境内的坝

陵河特大桥正式通车。不过，相较“坝

陵河特大桥” 这个标准的名字，人们

更习惯把它简称为“坝陵河大桥” 。

坝陵河大桥通车后，从黄果树风

景区到关岭县城的里程缩短 20 公

里， 车程从半小时缩短到 5 分钟，从

兴义到贵阳车程缩短到 4 小时以内，

重新诠释了天堑变通途。 而对当地群

众来说，这不仅是一座“方便桥” ，更

是一座“致富桥” 。

民间有传说称，三国时期，为连

接黔滇两地，蜀汉名将关羽的儿子关

索将军在贵州关岭境内开辟了一条

全长约 5 公里的古驿道。 多年来，一

直是黔滇省际交通的重要通道。

关岭县断桥镇就在这条古驿道

上。 盐巴、菜油等都从这里销往各地，

各种生活物资的必经之路曾经繁华

热闹。 1930年以前，操着各种方言的

商队、兜售各种商品的商贩，会时常

在驿道驻足。

2009年，举世瞩目的坝陵河大桥

通车。 当一辆辆车从古驿道上方数百

米处“唰” 的一下即可通过时，仿佛

让人看到了数百年前的热闹场面。

在晴好的上午，驱车通过坝陵河

大桥， 还没退去的大雾弥漫在大桥

上。 雾中的坝陵河大桥十分壮观，在

桥上开车犹如奔跑在云端之上，让人

倍感震撼。

坝陵河大桥的壮观，绝非浪得虚

名。 时至今日，这座大跨径钢桁梁悬

索桥，仍然是贵州有史以来修建的技

术含量最高的桥梁之一。

据了解，坝陵河大桥长 2237 米，

主桥为 1088 米钢桁架悬索桥。 桥面

至河面 370 米，大桥的跨径 1088 米。

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当

时大桥建设者凭借智慧、 信心和豪

情，克服了施工条件差、地质条件复

杂等困难，完成了世界首座在高山峡

谷地区修建跨度“国内第一、世界第

六” 的钢桁加劲梁悬索桥：成功完成

世界上最大隧道锚施工，首次将氦气

遥控飞艇运用于大峡谷区的主缆先

导索架设，首次在国内运用桥面吊机

架设工艺安装大跨经悬索桥钢桁加

劲梁，攻克向上 200 多米输送机制山

砂混凝土的难题，安装气动翼板提高

大桥抗风能力……

一个个被攻破的科技难关，一个

个被运用到施工过程中的新技术新

工艺，把创新诠释得生动而有力。

坝陵河大桥没建之前，断桥镇的

手搓辣椒就已经在省内市场有了名

气。 随着大桥的通车，曾经以面向旅

客零售为主的断桥辣椒，也因这条路

的通畅而销往全国各地。

2009年前，开车前往安顺黄果树，

断桥镇是必经之路， 路边几乎全是卖

手搓辣椒的商店。坝陵河大桥通车后，

大多数车不再绕行断桥镇。 这让周边

的辣椒经营者，担忧该何去何从。

坝陵河大桥通车前，当地农户黄

老太在镇上卖辣椒已有 10 余年，她

的儿女也在经营辣椒生意。 坝陵河大

桥开建后，黄老太一家很发愁：“车都

不过这里，坝陵河大桥从那么高的地

方过去，我们的辣椒没人买了” 。

但修了路建了桥后，黄老太很快

发现，自家的辣椒“走出去” 更容易

了，把辣椒拿到临近的黄果树风景区

甚至镇宁、安顺去卖都很方便。 后来，

他们又发现到贵阳、 昆明也不远，利

用便捷交通真的好做生意。 “我们的

辣椒现在面向全国销售，京东和淘宝

上都有卖。 ” 黄老太的子女笑着说。

交通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带

来生活的完全改变。 如今，安顺零售

辣椒的摊子并未减少，安顺的辣椒却

已全国闻名。 记者随便在京东和淘宝

上一搜，安顺辣椒近百家。 重庆首创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今夏从安顺大量

收购辣椒。“安顺的辣椒品相好，比别

的同等级辣椒批发价多 0.2 元， 在双

福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批发价每斤 2.5

元，卖到菜市场可达每斤 6 元，很畅

销！ ”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而一定程度上，坝陵河大桥的通

车，则为运送当地特产“出山” 提高

了物流效率，节省了运输成本。

辣椒只是安顺因交通而发展量个

缩影。安顺市商务局今年上半年统计显

示，安顺农产品仅在重庆的订单就已超

过 30个，销售金额超过 1.5亿元；与重

庆企业今年与安顺达成 6 万亩辣椒、

800亩芋头、上千亩土豆和山药等农产

品专门为重庆订单生产， 签订了 70万

只土鸡、4000 万枚土鸡蛋产销对接协

议。安顺市农产品目录库和经销商资源

库涵盖安顺市 130余家 200余种农产

品，经销商资源库汇集省内外 300余家

具有大宗农产品采购分销能力的企业。

坝陵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黄果

树景区到关岭县城， 距离缩短 20 多

公里，行程时间节省 30 多分钟。 “坝

陵河大桥把黄果树景区和关岭县连

为一体，它的建成就像为关岭张开了

一个钱袋子，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尤其

是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得到改变了。 ”

关岭县一位干部说。

的确，坝陵河大桥建成后，东接

黄果树大瀑布，西临三国索马古道和

关岭固生物化石地质公园，南毗神秘

的红岩天书，北靠滴水滩瀑布，加之

本身又是一道独特风景，使得景区形

成一个网络，安顺的旅游根据这条线

重新做出了规划。

今年上半年，安顺累计接待游客

5236.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55%，旅

游总收入 522.98 亿元， 同比增长

57.37%。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这些都

与交通的改变直接相关” 。

将近十年时间，坝陵河大桥当年

“国内第一、世界第六” 的美名渐渐

淡去， 贵州却有了 “世界桥梁博物

馆”之誉。据了解，目前贵州桥梁数量

已达 2.1万座。世界前 100名高桥中，

有 40 多座在贵州， 几乎包揽了当今

世界全部桥型。 贵州的桥梁，已成为

“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

坝陵河大桥，只是近年来贵州发

展征程中的一个缩影。 正是因为有了

更多这样的缩影，才绘就了贵州在脱

贫攻坚这场战役中“火力全开” 的画

卷。 贵州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

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

的崇山峻岭不再是阻碍，反而成了路

上最美的风景。 本报记者 王芳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停水公告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10月 31日

改时间为配合轨道交通 2号线建设，需对供水干管进行迁改

2018年 11月 1日(星期四)�早上 9:00至下午 18:00�

兴筑路（碧海花园）、中储粮等及周边相邻路段

由于现场施工条件复杂，恢复供水有可能延时，请相关区域的用

户提前做好蓄水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积极组织技术力量，确保按时

通水，如提前通水，恕不另行通知，请相关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蓄水

准备，对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水服务热线：96015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家有 1953--2018 年茅台酒及各种国内外名酒的 注意啦！

北京茅台收藏馆高价收购各类茅台酒

“给我开一瓶 82 年的拉菲” 正如在电影《赌

神》中的这句经典台词一样，年份酒是不少经典

红酒价值提现。现如今，陈年白酒的价格几乎已经

到了顶峰，短期内很难再有上升的趋势，家有老酒

的朋友此时出手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

优惠活动很多 总有一款适合您

家有老酒的市民请把握机会， 这里有专业的老酒

收藏知识可学，有较高的收购价格支撑，有实惠的礼品

相送，还有现金红包等您拿回家，您还犹豫什么呢！ 家

有老酒要出手先到北京茅台收藏馆看一看已经成为贵

阳市民卖酒的习惯。 把老酒带到现场，真假、年份、品相

让专家为您全面解析，价值如何更是做到心里有底。

到收藏馆来变现 价格有保障

北京茅台收藏馆是一家老酒收藏机构， 在传播和

弘扬中国酒文化发展的同时， 近年来收藏馆花重金在

全国各地巡回举办了数百场 “老酒免费鉴定回购活

动” 受到了各界朋友的支持与好评。 为了进一步加大

老酒收藏力度， 收藏馆开出重金， 全面征集各类茅台

酒，五粮液，董酒，习酒，鸭溪窖，平坝窖酒等各类国内

外名酒，其目的就是更好的惠及于民。

温馨提示:老酒保存难大，保存不当封口破损，少

酒将会成为废品。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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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坝陵河大桥

修建技术含量高

卖辣椒的农户

为大桥先愁后笑

大桥的通车

盘活当地旅游业

●相关阅读

基础设施建设

贵州大步前进

大桥通了，农户笑了，旅游火了……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贵阳晚报 联办

坝陵河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