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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澄品开放展示区“人头攒动”，奥体结束住宅断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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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南站尚未开门营业，但该板块
的楼盘已经在市场上跃跃欲试。比如由
德信地产集团、华宇集团、阳光城集团、
新城控股联袂打造的世纪金宸已经宣布
登场。据了解，世纪金宸总建筑面积约
15万㎡，主打89—137㎡精品高层，另配
有少量的排屋。

火车南站板块的另一个全新项目奥
克斯金宸玖和府也是“高低配”规划。项
目为新亚洲风格建筑，规划有97—125㎡

瞰景高层，约139㎡洋房和160—180㎡
排屋。

空港新城和南部新城也不甘落
后。德信操盘的时代公馆在4月13日
开放了“花海墅境”样板区，将约160㎡
房源推向了市场。另外，由融创操盘
的综合体项目空港印也已经亮相。该
项目位于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核心
区，是融创重点打造的集多种业态于
一体的约 8万㎡国际精英生活场。其

主力产品为LOFT双钥匙公寓，还规划
建筑面积约1万㎡精品商业，开放式街
区设计，集生活配套、休闲娱乐为一
体。

南部新城两个新盘绿城桂语朝阳
和德信市心府，更是让购房者期待多
时。其中，绿城项目荟萃绿城全新城
市高层（建筑面积 90—140㎡）、绿城原
创 级 城 市 叠 墅（建 筑 面 积 170—210
㎡），并首次将绿城经典的中式合院

（建筑面积 210—250㎡）引入江南岸。
桂语朝阳项目在朝阳站地铁口还

将配置约 5000㎡商业，计划引入绿城
最新商业品牌“美好生活BOX”，助力
楼盘配套。

而市心府则打出来了“市心路·当
代美学”的宣传语，该项目已经首开过
约197㎡排屋，高层房源样板房即将亮
相。据了解，市心府高层户型建筑面
积约为89、93和115㎡。

■记者唐欣

依然还记得，今年年初江南之星交付
时，小区白色干净的外立面照片在朋友圈
里“刷屏”。其实仔细对比萧山最近一些新
楼盘，不难发现，之前很流行的黄黄的真石
漆外立面已经几乎找不到了。而一种极
简、极现代的风格正在萧山新盘里悄然流
行起来。

这种现代化风格运用简洁的线条、白
色或金属色系的铝板，大块大块的玻璃或
落地窗，呈现出不一样的审美感觉，非常国
际化。而这种干净、对称的建筑风格也受
到了购房者的喜爱。

我们可以从融信在萧山打造的四个楼
盘一窥萧山新盘外立面“流行曲”的变迁。

融信最早落子萧山的楼盘是永兴首
府。2017年是永兴首府热销的年份。当时
萧山楼市非常流行黄色的外立面。不管是
石材还是真石漆，许多楼盘都设计成被认
为耐看、经典的黄色外立面。永兴首府也
不例外。

到了萧山公馆和创世纪，外立面“画
风”就有了突破性的变化。萧山公馆和创
世纪外立面都是面采用纯铝板，并结合了
金色镶边，营造出简约、高贵的建筑立面。
据了解，这样的设计源于著名的豪宅“纽约
西21街551号”，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是采
用大面积的玻璃与金属材料。

然而在萧山公馆和创世纪销售之初，
还是有一些萧山人表示接受不了这种风
格，他们觉得这种颜色太淡，担心随着时间
的变迁，外立面色彩会有影响。不过到了
今年仍在销售的杭州世纪，这种现代化的

外立面却大受欢迎，且被年轻人认为这些
楼盘的外立面非常符合钱塘江南岸国际化
的气质，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时髦”。

据资料，杭州世纪外立面以浅色、咖色
铝板，搭配大面积玻璃，并采用特殊的滴水
处理，具有流动的风格，又减少了雨水倒挂
影响。杭州世纪的规划蓝本，取自扎哈·哈
迪德在新加坡设计的第一个公寓——D’
leedon（丽敦豪邸）。

除了融信旗下的几个楼盘，我们在几
个关注度非常高的楼盘里，也发现了很多

“铝板+玻璃”的组合，力图打造现代化风格
的小区。比如港中旅在萧山打造的第二个
楼盘中旅名门府新境将把名门府外立面用
的石材换成铝板。再比如新希望滨江锦
宸，也将采用现代风格。保利澄品也将学

习纽约432 Park Ave（曼哈顿的一栋顶级
公寓楼），用现代美学的笔触打造线条简
约、里面匀净的外立面。再比如滨江新希
望拥潮府的外立面也采用大面积玻璃，弱
化墙体。

一位从业多年的房产业内人士认为：
现代化的外立面成为了一种潮流，和现在
越来越国际化的萧山城市风格相符。而大
块玻璃的运用也将增强室内采光，可谓美
观与实用并举。这几年，萧山楼市出现了
许多玩转时尚与国际元素的楼盘，不知不
觉萧山人开始乐意接受这样的审美品位。

另外，可以肯定的是，萧山曾经流行过
的地中海等风格近几年都没有再出现过。
除了占主流的现代风格，新中式风格、新亚
洲风格在萧山市场上也还有一席之地。

多个板块新房源“放闸”争艳斗芳抢市场
■记者唐欣

步入四月，钱塘江南岸的楼市
就好像春天的花朵一样，一朵一朵
绽放，争奇斗艳，好不热闹！

购房者要乐啦，十余个新项目
供自己挑，有没有感觉市场上买房
的焦虑也减轻了不少？

萧报看房团里有一位沈先生就
表示，要留着二套房的“房票”，坐
等奥体某楼盘开盘，如果没有摇
中，就去城南板块摇某地铁上盖楼
盘。总之，接下来选择多，不愁买
不到心仪的房子。

比如，萧山范围内的奥体“七
星”中的保利澄品掀开了产品的神
秘面纱。奥邸国际也发布了揽江大
宅将加推的信息。

市北最具关注度的近地铁盘新
希望滨江锦宸开放了售楼处和样板
区。港中旅在萧山的第二个项目港
中旅名门府新境则推出了升级后的
二期产品。拿地近1年半的大名城
也开放了华府的售楼处。

空港新城的两个项目，德信操
盘的时代公馆和融创操盘的空港印
也纷纷亮相。

另外南站板块也不甘落后，世
纪金宸和奥克斯金宸玖和府也登场
吆喝。南部新城板块，绿城桂语朝
阳和德信市心府的高层也已经酝酿
多时。另外，属于滨江区西兴街
道，却就在风情大道沿线，与萧山
的“贴面”打造的时代滨江悦也在
上周进行了首秀。

火车南站、南部新城主打“高低配”，空港新城产品供应丰富

市北新项目均纯高层设计，南片人往北买的多起了

钱江世纪城核心区M-04地块拍地
的情景还历历在目。2018年3月30日，
该地块吸引了多家房企通宵争夺，经过
12个小时的拉锯战才花落保利地产。

今年 4 月 15 日，澄品 AmanClass
澄静生活馆正式启幕，由保利、滨江、华
润、新希望、华侨城五大开发商联合打造
的保利澄品亮相市场，结束奥体住宅产
品断货8个月的状态。据了解，该项目占
地45万㎡，规划有16幢高层与17幢洋

房，其中高层主力户型建筑面积为127—
169㎡，洋房主力户型建筑面积 146—
198㎡，该项目还配建了一处农贸市场，
以及一所12班的幼儿园。

另一个奥体楼盘——保亿绿城奥邸
国际也开始了吆喝。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37万㎡，规划有高端型精奢住宅、精装
私寓、封面级地标写字楼三大物业形
态。现在对市场推出的是186—216㎡揽
江大平层。

4月13日，新希望滨江锦宸New-
life·美学生活馆揭开面纱，95㎡及129㎡
精装样板房同步亮相。锦宸选择了以景
观最大化成为营造准则，将五幢纯高层
围合式布局，并打造中心水景花园以及
阳光派对草坪等五大主题花园、11个景
观功能节点，项目汲取新加坡“享受花园
生活”的居住灵感，力图在萧山呈现都会
私域的灵动场景。

港中旅名门府新境则在名门府的基
础上，做了很多升级。比如户型的拓展，
绿化园林的升级和服务的提升。港中旅
名门府新境建筑密度仅14.4%，纯高层设
计，一楼全架空，项目特点明显。据了
解，名门府新境规划约96、127、147、177
㎡四种户型。

大名城华府可谓姗姗而来。4 月
12日，华府开放实景示范区，展示了新

亚洲建筑风格的纯高层。小区内规划7
幢高层，最小的户型面积为98㎡，另外
还有约104、130、139㎡户型，带部分社
区底商。

市北某楼盘的营销负责人表示，萧
山年轻购房群体正逐渐打破南片人留

在南片购房的概念。一些老家在河上
等城南的购房者，也把购房范围扩大到
了奥体或市北板块。根据来访客户统
计，市北板块的包容性很大，江干区、上
城区、滨江区、萧山南北片的购房者都
有在供应较大的市北板块置业安家。

锦宸售楼处现场

■武俏君

曾经《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让原本默
默无名的桐庐旧县街道合岭村一下子成了

“网红村”。蘑菇屋就在一个小山坡上，改
造得挺温馨，屋内有土灶和大通铺，院子里
有凉亭、羊圈，院外可以俯瞰层层叠叠的梯
田。

在这样的小院里，啃一口黄瓜，来个柴
火烧的葱包烩儿，在鸟鸣中醒来，对于久在
都市生活、且有几分人文情怀的人们来说，
确实是个令人向往的家。

在城市里实现悠然的别墅生活，还是
有可能的。在萧山城区范畴，不妨看看奥
兰多城山湖居。

整个奥兰多小镇占地400多亩，城山
湖居是在一座小山上开发的别墅组团，位
于风情大道与乐园路交叉口，目前在售的
是近年建造完工的法式独栋别墅，面积在

300㎡左右。
城山湖居是典型的闹中取静，既在城

市繁华圈之内，又隐没于山林之间，经有天
然树林屏障，与川流不息的风情大道保持
着距离。

从地图上看，从城山湖居驱车到机场
25.1公里，到杭州东站16.4公里，到西湖
14.6公里。如果想到外面吃个新鲜，既可
以去万象汇，也可以去滨江龙湖天街。

一期开发的别墅，80%以上都是萧山
人，多数是三代同堂居住。有的房子带一
个大花园，被铺上绿草皮，种上了喜欢的果
树；有的房子紧靠山体，主人甚至给观赏鱼
修了玩耍的小水池……

在售的别墅有的院子自带老樟树，枝
叶就像一把大阳伞；有的院子有两三个，随
着山势铺陈在不同房间的门前，需要主人
好好打理出一个“令人向往的花园”，特别
要留心美不胜收的山地美景。

如果你的腿力够好，就来一场山地跑，
也可以攀爬到城山湖居的观景亭上，向南
俯瞰，将大半个湘湖一期的湖面收入眼底。

城山湖居配套有一个网球场，周末可
以邀约几个球友来一场友谊赛，再回家来
上一顿丰盛的花园午餐。

当然，要下决心买一栋别墅，很多萧山
人都会去城山湖居踏看很多遍，直到选定
一套朝向、户型、花园都满意的房子。有一
个萧山父亲，先自住买了一栋别墅，如今女
儿也要结婚了，因为舍不得女儿住的远，干
脆在园区里又买了一栋。

奥兰多城山湖居是早年审批的，是真
正的独栋别墅，是现房交易，不需要摇号，
而且是毛坯交付。

如今，奥兰多仅余数席，如果想给自
己造一个优雅的花园，建议你去美国比佛
利山庄游览一下，从精致的树篱墙、纵深
的绿道、各色花坛中汲取灵感。

居湖山之间 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线条简洁 颜色干净

“铝板+玻璃”新盘外立面流行起了现代风格

中旅名门府新境效果图

有没有发现您自己所居住的
社区时常会出现这么一群志愿
者？他们带着磨剪刀、血压测量、
珠宝清洗、相亲交友等服务来到小
区，摆好“架势”，为社区的居民们
提供免费、细致的志愿者服务。

如果不经意间见过，说不定就
是遇到了萧山日报志愿者服务队，
目前这支队伍正穿梭在各大社区
与写字楼中，比如上周就走进了湖
滨花园社区、旺角城小区、银河社
区、佳境天城小区、中誉新城社区
等地，为居民们提供了社区服务。

因为本土，所以亲近。萧山日
报志愿者服务队在“走街串巷”的
过程中，深受居民们的欢迎。

比如磨剪刀项目，师傅就告诉
记者，人气火爆的时候，他在一场
活动期间就需要打磨50把左右的
刀具，有时候还会顺延一段时间；
测量血压的医疗服务和口腔检查
的服务，同样深受居民们的喜爱，
志愿者向记者表示，希望通过这些
项目，让居民们能在日常的生活
中，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可
以说，不少热门项目都是小区居民
们的“心头好”，经常被大家围得里
三层外三层。

为进一步丰富与提升社区志
愿者服务的内容，志愿者服务队还
会特别企划“季节限定”活动。在
上周的志愿者服务活动中，萧山日
报志愿者服务队还特地在傍晚，为
社区的居民们献上精彩的露天电
影——《飞驰人生》。

在放映的现场，有居民看到志
愿者搭起电影幕布，便早早地聚集
在现场，一边谈笑，一边等候着电

影的放映。据志愿者透露，服务队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播放的电影
做一次更新，为的是让居民们能及
时看到更多的精彩影片，以此来丰
富居民们饭后的休闲生活，活跃社
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者服务队
的每一场社区活动能顺利进行，都
离不开各个社区的支持。因为，不
少社区会与志愿者服务队一起开
展相应的主题活动，为邻里服务。

比如上周的社区活动，北干街
道银河社区就与萧山日报志愿服
务队、银河幼儿园等联合，开展了

“垃圾分类，关爱家园，保护地球
——迎接世界地球日”大型活动。

在活动当天，萧山日报志愿者
服务队在为社区居民们提供志愿
者服务的同时，广场上还进行着扫
黑除恶宣传单页的发放。此外，银
河社区还为老年人提供了白内障
筛查，现场眼科医生用专业的眼科
仪器为居民们认真检查，并向他们
讲解白内障基本常识、日常预防等
科普知识。

与此同时，来自银河幼儿园小
班的孩子们，用自己的小能手给废
旧塑料瓶“穿”上花衣裳，其中就有
小朋友打算把装饰好的瓶子，拿回
家送给妈妈种花。

在此次活动现场，孩子们还在
广场上向小区居民发放垃圾分类
的宣传折页，唤起大家的垃圾分类
意识，还有的孩子则在小区花坛捡
白色垃圾，进行集中分类……这一
系列的活动，都在孩子们幼小的心
灵中播撒了一颗颗绿色的种子，唤
起了他们保护环境的意识。

社区服务+露天电影

萧报服务队在行动
■记者 陈胜楠通讯员 杨颖

银河社区服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