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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FOCUS
聚焦

省运会完美谢幕，青岛实现“双丰收”

10 月 20 日，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馆闭
幕。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 青岛代表团不负众望，共获得金牌 582.5 枚，
奖牌 909.5 枚，团体总分 13549 分，金牌数、奖牌数、 团体总分均居全
省第一，囊括了大会所设 7 大奖项的全部 7 个第一，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Comes to a 
Successful End, Qingdao Has “Double Harvests”

Impressive Games Held in Qingdao Field 
Filled with Passion 

12 激情赛场，难忘青岛

当一项重大的体育赛事结束时，体育迷们都会有些
许的意犹未尽，那是一段时间对于赛事的关注、期待与
向往。结束后，有的是作为观众面对成与败的各种滋味。
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在能容纳 1.5 万名观众的青岛市
民健身中心“云之贝”体育馆内圆满落幕，作为青岛人，
忘却了赛场内外的激烈与争夺，有的却是为家乡自豪，
为山东体育喝彩的火热心情。

Contents
体盛民康 SPORTS OF QINGDAO

视觉 VISION

精彩赛事 如影随行

文化  CULTURE

悦读 READING

那年有位老人来过

走出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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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深 翰墨青岛

让最美的传统文化永续流传

视点 VIEWPOINT

这些“青岛传承”曾惊艳了世界

相遇博物馆  MEET ME AT THE MUSEUM

地底下的“葡萄酒世界”

时尚   FASHION

悠游 TOURISM

台阶路，青岛的特殊历史符号

夕阳如金，这里的落日让人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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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地底下的“葡萄酒世界”

红酒的魅力非凡是众人皆知的事。
它深邃的酒红色，扑鼻的芬香，就连酒
瓶都略带着优雅的模样，总令人如同着
了魔一般。如果你就是这般爱红酒的人，
那就走进青岛葡萄酒博物馆，这个存在
于地底下的“葡萄酒世界”，定会让你大
吃一惊、过瘾不已。

Fascinating Golden Sunset 

92
夕阳如金，这里的落日让人心醉

欧式的古典建筑、中国的亭台楼阁
在这里相融相宜，构成了中西合璧的城
市风貌。

当夕阳的万丈红光映照在大地上
的时候，万物似乎都披上了一件绝艳霞
衣，美得让人沉醉不知归路。

Underground "World of Wine"

The Exciting Events Captured by the Best Photographers54 精彩赛事 如影随行

近日，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 ( 节
庆 ) 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主 办，青岛海湾化学
有限公司承办，青岛图 片库、青岛市展览工作室、《走向世界 帆 船之都》
编辑部协办的“海湾化学杯”2018 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青岛站“玛泽润”
杯 比赛摄影大赛作品评选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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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 to the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省运会完美谢幕，青岛实现“双丰收”

回顾此次省运会，青岛不仅达到了山东省政府提出的“将节俭办赛

理念贯穿全过程，举办一届节俭、务实、高效的省运会”的总体要求，而

且实现了“选拔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推动山东省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并带动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健康山东’战

略的实施，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步伐”的目的，受到各方的广泛好评和普遍

赞扬。

不仅如此，本届省运会竞赛公平公正，赛风赛纪良好，各项保障工

作有力，赛事顺畅有序。广大裁判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恪尽职守、扎实

工作、热情服务、无私奉献，保障了赛事的顺利进行。各赛区和各项目竞

委会坚持规范化、程序化办赛，整个赛事实现了运转有序、无缝对接。青

岛圆满完成承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体育盛会的办赛目标，并实现了

办赛参赛双丰收，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大丰收。

文/魏浩浩

The 24
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Comes to a Successful 

End, Qingdao Has “Double Harvests”

10 月 20 日，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馆闭幕。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

青岛代表团不负众望，共获得金牌 582.5 枚，奖牌 909.5 枚，团体总分 13549 分，金牌数、奖牌数、

团体总分均居全省第一，囊括了大会所设 7 大奖项的全部 7 个第一，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On October 20,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closed 
a t  the  s t ad ium o f  Q ingdao 

Citizen Fitness Center. Through fierce 
competition, Qingdao Delegation lived up 
to everyone's expectations, won a total of 
582.5 gold medals, 909.5 medals with a 
total team score of 13,549 points, ranked 
the first among all delegations in the 
province, topped all 7 major awards, and 
created a historical breakthrough.

In retrospect of the provincial games 
this time, Qingdao not only met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stick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rugality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holding an economical,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provincial games” 
proposed by Shandong Provincia l 
Government, but also achieved the 
goals of “selecting reserve talents for 
sports ,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Shandong Province, dri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 and sports industry,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China’ 
and ‘Health Shandong’ strategies,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sport province”, which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cclaim and prais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10 月 20 日，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馆闭幕。（图 / 王云胜）
On October 20,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closed at the stadium of Qingdao Citizen Fitnes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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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聚焦 Highlight 省运会

Express to the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省运会，难说再见

The 24
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Successfully 

Closes in Qingdao

文/魏浩浩

青岛实现办赛参赛“双丰收”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由青岛市主办，

淄博、日照两市协办，这是山东省首次

由 3 市联合承办的一届省运会。比赛共

设 29 个大项，840 个小项，共产生金牌

1130 枚。省运会预赛从 3 月 15 日开始，

于 8 月底全部结束。决赛从 7 月 16 日开

始，10 月 20 日全部结束。经统计，参

加此次省运会决赛的运动员 11812 人，

裁判员 3383 人，随队官员 791 人、竞

赛组织人员 5949 人，新闻记者 325 人，

志愿者 3951 人，参赛总规模达到 2.6 万

余人。

除此之外，本届省运会在成绩统计

方面，共设置了 7 个榜单，分别是比赛

成绩金牌榜、比赛成绩团体总分榜、青

少年组金牌榜、青少年组团体总分榜、

优秀运动员组金牌总分榜、综合成绩金

牌榜、综合成绩总分榜。比赛中，青岛

健儿克服重重困难，突破重重障碍，以

265 枚金牌获得“比赛金牌奖”第一，

以 9421.5 分获得“比赛总分奖”第一，

以 287 枚金牌获得“青少年组金牌奖”

第一，以 9707.5 分获得“青少年组总分

奖” 第 一， 以 295.5 枚 金 牌 3841.5 分

获得“优秀运动员组金牌总分奖”第一，

以 582.5 枚金牌获得“金牌成绩奖”第一，

以 13549 分获得“总分成绩奖”第一，

以压倒性优势一举包揽本届省运会所设 7

大奖项的全部 7 个第一，赢得大满贯的

骄人成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

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超额完成

任务，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用实力捍卫

了青岛市竞技体育在全省的龙头地位。闭

幕式上，龚正、张江汀、孙继业为获得省

运会 7 个成绩排行榜前 10 名和体育道德

风尚奖的单位颁奖。

孟凡利在闭幕式上致辞，向给予省运

会鼎力支持的各级领导，向所有为本届运

动会作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

记者、赞助商和广大市民，致以衷心的感

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道：“4 年来，青

岛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省直各部门和兄弟城市的

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淄博、日照的精心

10 月 20 日晚，青岛市民健身中心的“云之贝”体育馆灯光璀璨，气氛热烈，山东

省第 24 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这里隆重上演。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的热闹氛围充斥着整个

体育馆，这场体育盛宴所带来的快乐也同时点亮了青岛的夜空。

——山东省第 24届运动会在青岛圆满落幕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出席

闭幕式并宣布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闭幕。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张江汀，

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中共青岛市委副书

记、市长孟凡利，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申长

友，中共日照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红等

领导出席闭幕式。闭幕式由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执委会执行主任、青岛市副市长

栾新主持。就此，历时 7 个月的省运会

圆满落下了帷幕。

10 月 20 日晚，青岛市民健身中心的“云之贝”体
育馆灯光璀璨，气氛热烈，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闭幕
式在这里隆重上演。（图 / 王勇森）

On the evening of October 20, "Yunzhibei" 
Stadium of Qingdao Citizen Fitness Center in 
Qingdao High-tech Zone shined in glamorous 
l ights and passionate atmosphere where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was held.

省运会会旗交接仪上，青岛市市长孟凡利将山东省运动会会旗交给山东省体育局局长李政，李政又将会旗移
交给山东省第 25 届运动会承办地代表、日照市市长李永红。（图 / 钟玉先）

At the handover ceremony of the f lag of the provincial games, Meng Fanli, Mayor of 
Qingdao, passed the flag of the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to Li Zheng, Director of Shandong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and Li Zheng handed over the flag to Li Yonghong,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st city of the 25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Mayor of Ri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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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利将山东省运动会会旗交给山东省

体育局局长李政，李政又将会旗移交给

2022 年山东省第 25 届运动会承办地代

表、日照市市长李永红。闭幕式后，进行

了紧凑而精彩的文体展演。伴随着本届省

运会主题歌《青春与骄傲》熟悉的旋律，

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各项活动圆满结束。

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青岛举办了一

届“有特色，高水平”的省运会，实现了

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创造

了历史最好成绩，向全市人民交上了一份

完美的答卷。

回顾省运，精彩不断

回顾本届省运会，无论是赛事安排、

比赛情况还是服务保障都可圈可点，精彩

不断。从各项目决赛的情况看，本届省运

会竞赛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细致有序，各

项工作落实到位；裁判执法公正，各参赛

队伍竞争激烈 , 相互学习，增进了友谊，

展现出较高的竞技水平，同时，涌现出一

批好的苗子，达到了促进青少年训练、发

现和选拔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目的。

对此，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隋拥军表

示：“青岛、淄博、日照三承办市的市委、

政府高度重视。作为省运会承办单位，三

市市委、市政府领导都能够坐镇指挥、科

学调度、精心组织，使整个筹备工作有条

不紊、运转高效。将承办好省运会作为加

快体育强市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重要机遇，以‘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

会’为口号，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在场

馆设施、器材设备、竞赛组织、竞赛成绩、

交通保障、医疗卫生、接待服务、宣传报

道等方面均达到一流水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参赛队在本届

比赛中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发现了

一批优秀苗子，创造了一批优异成绩。在

田径项目中，有 94 人次达到或超过一级

运动员成绩，644 人次达到二级运动员

标准；在游泳项目中，有 85 人次到达一

级运动员标准，24 人次达全国冠军赛参

赛标准；在射击项目中，有 22 人次达到

On the evening of October 20, 
"Yunzhibei" Stadium of Qingdao 
Citizen Fitness Center in Qingdao 

High-tech Zone shined in glamorous lights 
and passionate atmosphere where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was held. The whole 
stadium was filled with joy as well as 
festive singing and dancing. The sporting 
spectacle not only brought happiness but 
also lighted up the night sky of Qingdao.

On the closing ceremony, Meng Fanl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Mayor of Qingdao, delivered 
a speech and gave sincere thanks and 
great respect to leaders of different levels 
who had provided great support to the 
games as well as all staff, volunteers, 
media reporters, sponsors and citizens 
who had contributed to the games this 
time. He said, "Over the past 4 years, the 
whole city has been sticking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the 
instru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great 
support from all provincial departments 
and brother cities, especially with the 
assistance and efforts of Zibo and Rizhao, 
centering on holding an "innovative, 
sharing, economical and magnificent" 
sporting spectacle, we united as one, 
strove for excellence, tried our best to be 
a good host, and delivered a satisfactory 
result to the provincial committe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all people in 
the province.

全国青少年比赛前三名的成绩；足球、篮

球、排球、网球、橄榄球等项目技战术水

平较往届均有了大幅提升，涌现出一大批

极具潜质的优秀苗子。另外，符合省运会

参赛资格的青少年运动员，有 124 人通

过跨项选材，进入国家集训队。从本届省

运会上看，无论在体能还是技术上都上了

一个大台阶，充分展示了山东作为体育大

省，竞技体育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是对

全省体育后备人才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一

次大丰收。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竞赛公平公正，

赛风赛纪良好，各项保障工作有力，赛事

顺畅有序。对此，隋永军特别提到，此次

省运会的每一个项目，山东省体育局都派

出竞赛督察组，开展全方位督查；对裁判

员队伍严格选拔、培训、考核、管理，在

赛区成立临时党支部、临时纪检组，为裁

判员划好红线、敲响警钟。本届省运会在

运动员资格和裁判员问题方面，均实现了

“零投诉”，可以说是在竞赛组织、赛风

赛纪方面，本届省运会好于以往任何一届。

如今，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的大幕

在青岛缓缓落下，长久以来，为此奉献和

付出的人们也在此次省运会的举办过程中

得以验证。成功、圆满、精彩、热烈，在

热闹祥和的氛围中，青岛将省运会的大旗

传递给日照，未来，我们也期待下一届的

省运会上，能够看到更多青岛健儿的飒爽

英姿。

志愿者代表也在闭幕式演出中绽放青春与激情。（图 / 钟玉先）
Volunteer representatives showed vigor and passion in their performances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闭幕式唯美的歌舞表演。（图 / 王勇森）
The artistic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协办、共同努力下，围绕举办一届‘创新、

共享、节俭、精彩’的体育盛会，团结一

致，精益求精，全力以赴当好东道主，向

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

的答卷。省运会期间，全省 1 万多名参

赛人员大力弘扬‘更快、更高、更强’的

奥林匹克精神，满怀豪情、满怀斗志，顽

强拼搏、奋勇争先，创造了一项又一项骄

人的成绩，为我们留下了一幕又一幕激情

澎湃的精彩瞬间，也充分展现了齐鲁儿女

激情奋进、勇为人先的时代风采。”

在随后举行的省运会会旗交接仪上，

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闭幕式上，精彩的杂技节目嗨翻全场。（图 / 王勇森）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spectacular acrobatic 
performances exhilarated the whol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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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赛场，难忘青岛

Impressive Games Held in Qingdao Field 

Filled with Passion 

文/妙洋

作为本次省运会的东道主，青岛代表团的每次出场都能嗨翻全场。（图 / 王勇森）
As the host of the provincial games, Qingdao Delegation exhilarated the whole 
audience every time it showed up o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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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牌，青岛代表团还斩获 161

枚银牌、166 枚铜牌，这两项数据也傲

视群雄。本届省运会共设置了比赛金牌总

数、比赛团体总分、青少年组金牌总数、

青少年组团体总分、优秀运动员组金牌总

分、综合金牌总数、综合团体总分七大榜

单。在这七大榜单上。青岛代表团的优异

表现，进一步巩固了青岛竞技体育的全省

龙头地位。而随后而来的体育道德风尚的

殊荣，更令青岛锦上添花。

通过承办本届省运会，青岛新建了 6

处高起点规划的体育场馆，使青岛市的重

大体育基础设施区域总体布局更加均衡，

为后续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打下了

良好基础。在本届省运会上，众多青岛青

少年健儿展现出强劲实力和十足潜力，他

们代表着青岛竞技体育的美好未来。青岛

的全民健身氛围，也借省运会的东风扶摇

直上。省运会结束后，多处新建体育场馆

将在满足运动队训练、竞赛的基础上面向

公众开放，助力青岛打造体育强市。

优势项目，独占鳌头

一直以来，青岛体育都处于全省的领

先位置，此次省运会青岛的优势项目继续

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而潜优势项目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点。对此，青岛市体育局训练

竞赛处处长刘新宏说道：“本届省运会，

青岛的帆船、田径、射箭、游泳、羽毛球、

篮球、足球、跆拳道、橄榄球项目依旧在

全省保持优势地位。现代五项、艺术体操、

举重、乒乓球、皮划艇、赛艇，这些我们

的潜优势项目，在此次省运会上的表现也

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据获悉，青岛代表

团所获的 265 枚金牌中，有 67 枚来自

足球、田径和帆船帆板项目，这样完美的

当一项重大的体育赛事结束时，体育迷们都会有些许的意犹未尽，那是一段时间对于赛事的

关注、期待与向往。结束后，有的是作为观众面对成与败的各种滋味。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在

能容纳 1.5 万名观众的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云之贝”体育馆内圆满落幕，作为青岛人，忘却了赛

场内外的激烈与争夺，有的却是为家乡自豪，为山东体育喝彩的火热心情。据了解，本届省运会

共产生了 1130 枚金牌，青岛代表团高歌猛进，全面开花，摘得其中的 265 枚金牌，以领先第二

名济南代表团 55 枚金牌的绝对优势高居金牌榜首。

的那支球队，今年 3 月还曾获得全国亚军。

省运会田径项目共设 90 枚金牌，青

岛队赛前的预期是力争获得 35 枚金牌，

而最终的成绩恰好是令其他队伍难以企及

的 35 枚金牌。在短跨、投掷等传统优势

项目上，青岛队展现出强劲实力，尤其是

包揽全部 8 个接力项目的金牌，更是史

无前例。略显遗憾的是，因为有两名选手

在不同组别中均以不到 0.01 秒的微弱劣

势惜败，青岛队未能在 4 个组别的百米

大战中拿到金牌。

在 7 月于青岛市即墨区鳌山湾举行

的省运会帆船帆板比赛中，青岛队威风八

面，不仅包揽了全部 12 枚帆船金牌，还

摘得 9 枚帆板金牌中的 3 枚，创造了队

史最佳战绩。

优势项目不断增加

除足球、田径、帆船外，青岛在省运

会上的传统优势项目还有射箭、游泳、羽

毛球、篮球、跆拳道、橄榄球等。本届省

运会，青岛代表团在这些项目上表现不俗，

继续保持全省领先地位。

与田径一样，游泳也是省运会的“金

牌大户”。曾培养出周雅菲、陈倩、张丰

林等名将的青岛游泳队，同样为青岛代表

团称霸省运会立下了赫赫战功。本届省运

会，青岛游泳队总共摘得 23 金 15 银 12

铜，不仅取得金牌数、奖牌数、团体总分

三项第一，还创造了本队进入新世纪以来

的省运会最佳战绩。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青岛游泳队有 15 人次打破了赛会纪录。

作为三大球之一，观赏性极强的篮

球项目备受瞩目。本届省运会，青岛的 4

支篮球队均闯入各自组别的决赛，最终摘

得男子甲组、女子乙组金牌和女子甲组、

男子乙组银牌。根据竞赛规程，篮球项目

冠军、亚军、季军分别折合 5 枚、4 枚、

3 枚金牌。也就是说，这 4 支球队总共为

青岛代表团贡献了 18 枚金牌。青岛的两

支橄榄球队，则分获女子组冠军和男子组

季军，如此成绩极具含金量，毕竟在过去

两届全运会上，山东橄榄球队均包揽男子

组和女子组冠军。

更令人可喜的是，从本届省运会看，

青岛的部分潜优势项目正在逐渐成为优势

项目，如现代五项、艺术体操、举重、皮

划艇、赛艇、射击、击剑等。比如青岛射

击队，就摘得 13 金 8 银 13 铜，创造了

本队近 30 年在省运会上的最佳战绩。随

着国内一流的青岛市射击运动中心的启

用，青岛射击队的训练条件大幅提升，发

田径赛场，起跑前的紧张氛围。（图 / 王云胜）
The tension before the run in the track field.

腾空瞬间。（图 / 王云胜）
Jumping moment.

胜负只在一瞬间。（图 / 刘海燕）
Winning or losing hinges on one second.

表现也叫响了青岛“足球之城”“田径之

乡”“帆船之都”的 3 张城市名片。

在省运会男足项目中，青岛的两支球

队包揽了甲组、乙组冠军。而在女足项目

中，青岛的两支球队分获乙组亚军和甲组

季军。根据竞赛规程，足球项目冠军、亚军、

季军分别折合 5 枚、4 枚、3 枚金牌。也

就是说，青岛的这 4 支球队总共摘得 17

枚金牌，成为当之无愧的最大赢家。时隔

12 年再度包揽省运会男足甲组、乙组金

牌，彰显了青岛足球的青训体系之完善。

更令人可喜的是，青岛的这两支男足均具

备在全国同年龄段大赛中跻身前四的实

力。美中不足的是，青岛的两支女足在省

运会上均爆冷丢金，尤其是参加甲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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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景更加值得期待。而青岛皮划赛艇队，

也将告别为了训练而到处“打游击”的日

子，因为位于西海岸新区的青岛市皮划赛

艇训练基地，完全可以满足队伍的训练备

战需求。

体育之才辈出

参赛运动员均为青少年的省运会，是

检验各城市体育后备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大

舞台。在本届省运会上，青岛代表团涌现

出大批天赋异禀、潜力巨大的好苗子，他

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体育的栋梁

之材。

年仅 12 岁的青岛男孩侯淏天在本届

省运会上独揽 5 金，成为泳池内最大的

明星。身高 1.87 米的侯淏天目前师从知

名教练郝萍，过去一年成绩突飞猛进的他

前途无量。侯淏天的队友赵煜童、刘培鑫、

宋远祥，均在本届省运会上加冕“四冠王”。

本届省运会期间，青岛姑娘郝淼迎来

16 岁生日，在“海之沙”体育场的蓝色

跑道上，她以破竹之势连夺女子乙组 200

米、400 米、4×100 米 接 力、4×400

米 接 力 共 4 个 冠 军， 而 其 25 秒 15 的

200 米成绩和 56 秒 57 的 400 米成绩，

均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本届省运会预赛，16 岁的莱西姑娘

张梦瑶以 358 环的佳绩打破尘封 14 年

之久的女子射箭 30 米近距离项目全国纪

录。而在省运会决赛中，张梦瑶又摘得 2

金 4 银。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时间 10

月 16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的第 3 届夏季青奥会女子反曲弓个人决

赛中，张梦瑶以 6:2 力克西班牙选手卡纳

莱斯夺冠，展现出成为“张娟娟接班人”

的潜质。

青岛体育的人才质量、成材率也在全

省一骑绝尘。根据统计，青岛市输送的体

育后备人才带入省运会 48.5 枚金牌，青

岛籍运动员三大综合性比赛（奥运会、亚

运会、全运会）带入省运会 170 枚金牌，

世界大赛成绩带入省运会 29 枚金牌，全

国级以上比赛带入省运会 48 枚金牌，这

些数据均傲视群雄。

青岛市体育局局长纪高尚介绍，接下

来，青岛竞技体育将积极实施新旧动能转

换战略，通过转方式、调结构，瞄准全运

会、亚运会、青奥会、奥运会，建立以培

养高精尖体育人才为目标的新的竞技体育

发展体系，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came to a successful 
e n d  l a s t  n i g h t  a t  t h e 

"Yunzh ibe i "  S t ad ium o f  Q ingdao 
C i t i zen  F i tness  Center  a t  the  H i -
tech Zone with a capacity of 15,000 
audiences.

Through holding the provincial games 
this time, Qingdao newly built 6 stadiums 
with high-standard planning, making the 
general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sport facilities more balanced, and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ause and sports 
industry. In the provincial games this 
time, many Qingdao teenage athletes 
showed strong strength and potential, 
representing the wonderful futur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Qingdao. The 
fitness-for-all atmosphere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promoted by the 24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After the game, 
many newly-built stadiums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while providing services for 
sports team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supporting Qingdao to develop into a 
powerful sport city.

橄榄球赛场，运动员之间是力量与技巧的较量。（图 / 刘海燕）
On the rugby field, athletes competed in power and skill.

本届省运会，青岛的 4 支篮球队均闯入各自组别的决赛，最终摘得男子甲组、女子乙组金牌和女子甲组、男子乙组银牌。（图 / 王勇森）
In the provincial games, 4 basketball teams of Qingdao respectively reached the finals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finally won the gold medals of Boys A 
Grade and Girls B Grade as well as the silver medals of Girls A Grade and Boys B Grade.

射击赛场，静谧间见分晓。（图 / 刘海燕）
At the shooting range, competition went on quietly.

在省运会男足项目中，青岛的两支球队包揽了甲组、乙组冠军。（图 / 钟玉先）
In the male football match of the provincial games, two teams of Qingdao took the championships of 
both A Grade and B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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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助省运会顺利圆满

经过 3 年多的精心筹备、持续 7 个月的竞技比赛，特别是开幕式后为期 8 天的激烈角逐，

让青岛在璀璨的季节里绽放出体育之光。一项大型综合赛事的圆满举办，离不开前期筹划工

作的合理有序、进行中的妥善安排与周到服务，让一届原本精彩纷呈、激情不断的综合性体

育赛事活动更加圆满。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本届省运会自筹办起到大赛闭幕，将节俭

办赛理念贯穿全过程，圆满完成了各项后勤保障工作，赢得了省内城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

评和普遍赞扬。

文/丁响响

High-quality Services for the Successful 24
th

 Games of 

Shandong Province 

据了解，青岛在此之前承办过 3 届

省运会，本届省运会是青岛自 1986 年承

办第 13 届省运会以来，时隔 32 年再次

承办此项赛事，也是继 2008 青岛奥帆赛、

残奥帆赛以及 2015 年世界休闲体育大会

后，再次承办体育专项赛事，青岛积累的

举办各项大型活动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基础

让青岛赛事保障水到渠成。作为省运会承

办单位，青岛市把承办好省运会作为加快

体育强市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重要机遇，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在场馆

设施、器材设备、竞赛组织、竞赛成绩、

交通保障、医疗卫生、接待服务、宣传报

道等方面均达到一流水准。

年轻队伍，砥砺前行

本届省运会决赛期间，比赛密集，参

赛运动员近 9000 人。山东省第 24 届运

动会组委会以竞赛部 20 多名年轻的工作

人员为主体组建了“竞赛先行”竞赛组织

青年先锋队，攻坚克难，在省运赛事筹备

工作第一线发挥了骨干作用。这个业务扎

实、充满活力的 28 人团队以省运会执委

会竞赛部工作人员为班底组建，由青岛市

体育局和市教育局一批懂业务、有水平、

素质高的业务骨干组成，承担了本届省运

会 29 个比赛项目的竞赛组织工作，圆满

完成了 7 项测试赛、8 项预赛的赛事组织

工作。他们从负责为运动员和裁判员服务、

每日竞赛信息公告发放、协助每日秩序单

和成绩证书印制发放，到每天比赛结束后

的场地整理，都做到了分工明确、提前到

岗。

为保证赛事顺利有序进行，竞赛组织

青年先锋团队及时与执委会各部门及单项

竞委会综合、人事、大型活动、安保、交

通、接待、医疗、气象、电力、食品卫生、

志愿者、环境整治等部门人员进行沟通，

做到意识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历

经了高温酷暑、风雨等恶劣天气的考验，

承担着高强度、高压力、高标准的办赛压

力，团队每位成员团结协作，主动沟通，

确保了每一环节的有效衔接和赛事的顺利

进行。

为确保竞赛“一条龙”的保障服务，

这个团队经常以桌面演练模拟各种突发应

急事件，确保赛事准备工作细之又细，精

益求精。每项比赛结束后，竞赛组织青年

先锋团队即连夜进行场地整理和器材拆

卸、回收和清点入库，发放器材无一丢失。

在比赛中，竞赛组织工作未收到一例投诉

或差评，得到省体育局、各项目管理中心、

服务省运，“向日葵”的风采。（图 / 王云胜）
Serving the provincial games, the “sunflowers” showed their dedication.

赛场内外，都能看到志愿者服务的身影。（图 / 王云胜）
Inside and outside the field, you could see volunteers offering services.

省运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图 / 解豪）
The personnel and volunteers of the provincial games were committed to their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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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锋队员们用汗水和辛劳为赛事的平稳

运行奏响了青春的凯歌。

“竞赛先行”省运青年先锋团队以“聚

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为工作宗旨，以“工

作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为工作目

标，敢于担当作为，战斗在竞赛组织第一

线，成为本届省运会闪亮的青春名片，通

过省运会的工作历练，为山东省特别是青

岛市体育竞技事业可持续发展培养了一支

优秀团队，他们与“帆船之都”青岛国际

推广青年先锋团队一同，作为青岛市体育

系统的两支代表性青年先锋队，既有体育

人尚实干、勇作为的干劲、冲劲和拼劲，

又有青岛国际化的开放基因，成为展示青

岛市体育改革开放的推动者。

赛事组织周到细致

在省运会期间，青岛围绕各项目比赛，

坚持以人为本，精心做好食宿安排、安全

保卫、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医疗卫生、

气象、电力、环境和志愿者服务等工作。

为保证运动员裁判员住的舒心、吃的放心，

The event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 
guarantee of the 24th Games 
o f  Shandong  P rov ince  were 

arranged with the focus on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each delegation and guest, 
taking into account not only the basic 
needs but also the job specifications 
and personal needs, and striving to 
provide hospitable and considerate, 
standard and professional,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services. Considering the 
venues featured with multiple sites, 
long distance and large coverage, the 
department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ere on a "wartime footing", which all 
worked in the venues, closely cooperated 
with the competition committee of 
each district and city, further improved 
relevant work plan and emergency plan 

based on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preliminary and test competitions, and 
refined the tasks of each department and 
specified the responsibilities.

Centering on each event and adhering 
to the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excellent 
room and board, safety and security,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alth care, weather, power, 
environment and volunteer services were 
provided during the games. To ensure the 
athletes and judges a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ealthy food, "one-
stop" and butler services were provided 
for over 3,100 judges and officials as well 
as more than 11,000 people of sports 
teams. Transport service was offered to 
the event technical officials and guests 
for nearly 5,000 times.

各参赛地市运动员的称赞。在省运会赛事

举办过程中，该团队既要筹办比赛，又要

熟悉精通赛事组织方案，还要协调对接省

体育局、省项目管理中心、区市竞委会，

这需要具有强大的工作协调能力和面对突

发事件时的解决问题能力。

柔道赛前筹备中，体育馆内温度 45

摄氏度以上且密不通风，团队成员在闷热

的馆内铺设比赛热身场地，整理布置功能

用房等，连续奋战 4 个工作日。射击项

目筹备办赛时间短、任务重，加之即墨新

建场馆水电设施设备刚启用运行，射击电

子靶运行、飞碟靶场都需要专人靠上调试，

竞赛部邀请了省项目中心专家多次现场调

研指导，前后调试时间达 1 个月，所有

比赛设施终于达到了比赛标准。7 月 29

日至 8 月 3 日，沙滩排球比赛在石老人

海水浴场进行。此前石老人海水浴场历经

一次台风、两次大雨的侵袭，场地 80%

的区域受损严重，而风雨过后又是烈日当

头。该团队连续几天在烈日酷暑下平整沙

滩，保障了比赛顺利进行，晒得黝黑的青

提供了“一站式”“管家式”的周到服务，

接待裁判员与官员 3100 余人次，接待运

动队 1.1 万余人次，为项目比赛技术官

员和来宾提供用车服务近 5000 车次。由

于赛事接待酒店遍布全市 11 个区市，青

岛市卫生、城管、食安等部门对承担接待

任务的 92 家酒店及 7 家配餐单位进行了

200 余次检查，确保了食品安全和优质

服务。同时，按要求建设单项兴奋剂检查

站 18 个，青岛赛区 24 个项目全部完成

了兴奋剂检查任务。据统计，省运会期间，

青岛市公安系统出动警力近万人次为省运

会保驾护航；城管系统全面落实环境综合

整治和保障方案，城市面貌特别是赛场周

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卫生计生系统共出

动了救护车 295 车次，除救护车医护人

员外，共动用了医疗保障人员 739 人次，

为运动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及现场观众

提供了医疗诊治服务 360 多人次。

在省运会闭幕式前夕，青岛市民健身

中心新闻中心联络员赵丽燕还在忙碌地工

作着。作为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前来

工作的媒体记者服好务是他们最为重要的

工作。“我们新闻中心的工作重点就是保

证开闭幕式、男子篮球赛、田径项目的媒

体接待服务工作。我们工作的难点是开闭

幕式对媒体的服务保障，重点就在于篮球、

田径等竞赛项目过程中，协调媒体进场拍

摄采访的服务工作，虽然事情都不大，但

非常琐碎。由于我们服务的比赛都是非常

专业的体育赛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摆

好自己的位置，听取竞委会所给出的专业

意见，从结果来看，整个服务保障工作很

圆满，超出预期。”由于省运会是全省规

格最高、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专业体育综合

赛事，因此，前来采访报道的媒体记者数

量十分庞大，这无疑给赵丽燕以及她的团

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整个团队将近

30 人，采取倒班制，忙不过来的时候，

志愿者也帮了我们很多。在工作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加压，每天从早上 6

点到岗工作，最晚的时候到凌晨两点，平

常也是九十点钟，没有一个人有过怨言。

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过程中收获很多。当

我们拿出热情、周到和专业的服务时，很

多媒体老师给予我们很好的回馈，在这里，

我们也和很多媒体老师成为了朋友。”赵

丽燕说道。

对于此次省运会的后勤保障服务，山

东省广播电视台记者徐凯华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他说道：“我们到达青岛的每个赛

场和场馆。各个组委会。包括各场馆都非

常配合，特别是志愿者，服务很周到，比

如说会提前统计用餐，安排工作场所，只

要提出合理的要求他们都能够满足。”此

外，潍坊代表团的官员代表王强也表示，

这次省运会非常棒，场馆设施也非常高端。

志愿者服务非常好、非常周到，感觉这次

的省运会是非常圆满的。

志愿保障服务暖心又贴心

一届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成功举办，

离不开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本届省运

会总共有 3951 名志愿者服务本届省运

会，他们大多是来自青岛各高校的大学

生，在竞赛、接待、医疗、交通、安保

等岗位上为省运会保驾护航。省运会志

愿者的统一服装为黄色夹克、绿色运动

裤，正是因此，他们把自己称作“向日

葵”，寓意迎着朝阳绽放青春。据统计，

参加此次省运会决赛的运动员 11812 人，

裁判员 3383 人，随队官员 791 人、竞

赛组织人员 5949 人，新闻记者 325 人，

志愿者 3951 人，参赛总规模达到 2.6

万余人，志愿者服务社会公众、运动员

等 10 万人次。

针对各比赛场馆点多、线长、面广的

特点，志愿者各部门实行场馆化办公，与

各区市竞赛委员会密切合作，并结合前期

预赛、测试赛发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有关

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细化了部门任务、

落实工作职责，这些暖心又贴心的志愿服

务工作赢得了广泛好评。

青岛市民健身中心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竭力为媒体记者做好服务。（图 / 戴利群）
The personnel and volunteers of the Media Center of Qingdao Citizen Fitness Center provided services for media reporters with all strength.

志愿者为运动员提供服务。（图 / 李永林）
The volunteers were serving the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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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仲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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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刘海燕）

（图 / 王云胜）

（图 / 孙金宝）

（图 / 钟玉先）

（图 / 刘海燕）

（图 / 孙金宝）

（图 / 孙金宝） （图 / 王勇森）

（图 /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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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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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青岛 新残运

文/张小语  图 /王勇森 王云胜

同城举办 同样精彩

山东省残疾人运动会是全省规模最

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残疾人

体育盛会，自 2010 年起，省残运会与省

运会同城举办。4 年一届的省残疾人运动

会，已经成为展现残疾人积极进取、超越

自我精神的重要舞台，成为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平台。

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是在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举办的全省大型

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对推动新时代残

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也因

此，承办第 10 届省残运会是青岛举办的

又一重大赛会活动，也是山东全省 570

万和青岛全市 42 万残疾人的大事、喜事、

盛事。

为了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

省残运会，作为本届省残运会的东道主，

青岛按照“两个省运同城举办、同样重视、

同样精彩”和节俭办赛、资源共享的原则，

在严密竞赛组织的基础上充分做好各项服

务保障工作。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和青

岛人民满怀对残疾人朋友的深情厚谊、对

残疾人事业的关爱支持，以饱满的热情为

省残运会提供了一流的场馆设施、一流的

服务保障、一流的组织工作、一流的无障

碍环境，兑现了许给全省人民的庄严承诺，

举办了一届隆重热烈、精彩难忘、有特色、

高水平的体育盛会，实现了省残运会与省

运会“同城举办，同样精彩”的目标。他

们饱满的热情、细致的工作、贴心的服务、

周到的关爱，受到各界一致好评。

挑战自我，超越梦想

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历时 6

个月，比赛共设 16 个大项、19 个分项、

670 个小项，设 680 枚金牌。来自全省

17 地市和省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等 19 个

代表队、1542 名运动员参加本届比赛。

作为东道主，青岛代表团共派出 284 名

运动员参加 14 个大项的比赛。本届省残

运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比赛集中安排

在 5 月和 7 月，比赛场地分别设在青岛

市所属区市和日照市；第二阶段比赛集中

安排在 10 月，主赛场设在青岛市国信体

育中心，分赛场分别设在青岛市所属区市。

在本届省残运会上，运动员挑战自我，

超越梦想，创造了诸多好成绩，涌现出大

批后起之秀；裁判员严守规程，秉公执裁，

保证了各项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热情服务，无私奉献，为

运动会有序进行保驾护航。本届省残运会

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示了山东省残疾人体

育运动发展的新成就，展示了残疾人体育

运动的独特风采和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

的精神面貌，展示了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

爱和尊重，谱写了一曲竞技体育与人文关

怀交相辉映的美好乐章，在山东省残疾人

体育运动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 月 5 日至 7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

疾人运动会射箭比赛在青岛市即墨区体育

中心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3 天，设金牌

31 枚，共有 5 支男队 4 支女队共 38 人

New Era, New Qingdao, New Games of the Disabled

10 月 30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青岛市级机关会议中心闭幕。山东省副省

长孙继业宣布第 10 届省残运会闭幕，代表组委会向青岛市政府颁发“特别贡献奖”，并为

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金牌总数前八名的单位颁奖。

——山东省第 10届残疾人运动会落下帷幕

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青岛闭幕。
The 10th Games for Disabled of Shandong Province closed in Qingdao.

轮椅篮球比赛。
Wheelchair basketball match.



032
SAILING CITY

033
SAILING CITY

关注 /聚焦 Highlight

5 月 11 日至 12 日，山东省第 10 届

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羽毛球比赛在青岛市残

疾人体育中心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2 天，

设金牌 7 枚，共有 5 支男队 4 支女队共

22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获

得 7 枚金牌、5 枚银牌、6 枚铜牌；淄博

队获得 1 枚银牌；东营队获得 1 枚银牌、

1 枚铜牌。

5 月 13 日至 16 日，山东省第 10 届

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青岛市城

阳区体育馆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4 天，

设金牌 4 枚，共有 5 支男队 4 支女队共

74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临沂队获得

4 枚金牌；青岛一队、烟台队分别获得 2

枚银牌；济宁队获得 4 枚铜牌。

5 月 15 日至 17 日，山东省第 10 届

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在青岛市残疾

人体育中心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3 天，

设金牌 25 枚，共有 9 支男队 6 支女队

共 103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

队获得 21 枚金牌、16 枚银牌、17 枚铜

牌；青岛二队获得 4 枚铜牌；济宁队获

得 2 枚金牌、5 枚银牌、5 枚铜牌；淄博

队获得 1 枚金牌、2 枚银牌；潍坊队获得

1 枚金牌；日照队获得 1 枚银牌；威海队

获得 1 枚铜牌；省特教队获得 1 枚银牌

和 1 枚铜牌。

5 月 20 日至 22 日，山东省第 10 届

残疾人运动会硬地滚球比赛在青岛市五四

创客城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3 天，设金

牌 18 枚，共有 3 支男队 3 支女队共 46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获得

16 枚金牌、16 枚银牌、7 枚铜牌；青岛

二队获得 3 枚铜牌；淄博队获得 2 枚金牌、

2 枚银牌、5 枚铜牌。

5 月 21 日至 24 日，山东省第 10 届

残疾人运动会坐式排球比赛在青岛市残疾

人体育中心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4 天，

设金牌 4 枚，共有 5 支男队 5 支女队共

82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临沂队获得

4 枚金牌；青岛一队和济宁队分别获得 2

枚银牌；烟台队获得 4 枚铜牌。

7 月 22 日至 24 日，山东省第 10 届

残疾人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青岛胶州

市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3 天，设金牌 28 枚，

共有 11 支男队 8 支女队共 94 人参加本

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获得 17 枚金牌、

14 枚银牌、12 枚铜牌；临沂队获得 5 枚

金牌、10 枚银牌、4 枚铜牌；淄博队、

日照队分别获得 2 枚金牌；济南队获得 1

枚银牌、2 枚铜牌；泰安队获得 1 枚银牌、

3 枚铜牌；烟台队获得 3 枚铜牌；聊城队

和菏泽队分别夺得 1 枚铜牌。

7 月 29 日至 31 日，山东省第 10 届

残疾人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日照省射

自中心赛车场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3 天，

设金牌 19 枚，共有 11 支男队 8 支女队

共 93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

获得 10 枚金牌、5 枚银牌、3 枚铜牌；

临沂队获得2枚金牌、7 枚银牌、7 枚铜牌；

济南队获得 2 枚金牌、2 枚银牌、2 枚铜

牌；日照队获得 3 枚金牌；泰安队获得 2

枚银牌、2 枚铜牌；淄博队和菏泽队分别

夺得 1 枚铜牌。

10 月 12 日至 17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盲人门球在青岛市残疾

人体育中心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6 天，

设金牌 4 枚，共有 13 支男队 9 支女队

共 115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济宁队

获得 2 枚金牌、2 枚银牌；潍坊队获得 2

枚金牌；临沂队获得 2 枚银牌、2 枚铜牌；

省特教队获得 2 枚铜牌。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盲人柔道比赛在青岛市黄

岛区体育馆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3 天，

设金牌 13 枚，共有 4 支男队 3 支女队共

21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济南队获得

7 枚金牌、4 枚银牌、3 枚铜牌；青岛一

队获得 6 枚金牌、4 枚银牌、2 枚铜牌；

临沂队获得 2 枚银牌、2 枚铜牌；淄博队

和泰安队分别获得 1 枚铜牌。

10 月 17 日至 18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飞镖比赛在青岛平度市

体育中心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2 天，设

金牌 6 枚，共有 11 支男队 8 支女队共

32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淄博队获得

2 枚金牌、1 枚铜牌；东营队获得 1 枚金

牌、1 枚银牌；济南队、泰安队分别获得

1 枚金牌；威海队获得 2 枚银牌；潍坊队

获得 1 枚银牌、1 枚铜牌；省特教队获得

1 枚银牌、1 枚铜牌；日照队、临沂队分

别获得 1 枚铜牌。

10 月 17 日至 18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象棋比赛在青岛平度市体

育中心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2 天，设金

牌 4 枚，共有 8 支男队 1 支女队共 17 人

参加本届比赛。最终，威海队获得 1 枚

金牌、1 枚银牌；青岛一队获得 1 枚金牌；

枣庄队获得 1 枚银牌；日照队、莱芜队

分别获得 1 枚铜牌。

10 月 21 日至 25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聋人足球比赛在青岛市崂

山区金狮广场足球场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5 天，设金牌 2 枚，共有 7 支男队共 84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淄博

队、济南队，分别获得 2 枚金牌、2 枚银

牌、2 枚铜牌。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盲人足球比赛在青岛市崂

山区金狮广场足球场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2 天，设金牌 2 枚，共有 5 支男队共 45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临沂

队、济宁队分别获得 2 枚金牌、2 枚银牌、

2 枚铜牌。

10 月 24 日至 26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青岛平度市

体育中心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3 天，设

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获得 28

枚金牌、17 枚银牌、6 枚铜牌；济宁队

获得 3 枚金牌、10 枚银牌、12 枚铜牌；

泰安队获得 2 枚铜牌。

5 月 7 日至 14 日，山东省第 10 届

残疾人运动会聋人篮球比赛在青岛市即墨

区海佳球馆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8 天，

设金牌 4 枚，共有 10 支男队 7 支女队共

188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

烟台队分别获得 2 枚金牌；济宁队、临

沂队分别获得 2 枚银牌；济南队、烟台

队分别获得 2 枚铜牌。

公路自行车比赛。
Road bicycle race.

盲人门球比赛。
Goalball match.

盲人足球比赛。
Blind football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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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mes for Disabled of Shandong 
Province is  a  comprehensive 
sporting spectacle for the disabled 

with the largest scale, highest level and 
widest influence in Shandong Province; 
since 2010, the games has been held in 
the same city. Held every four year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ge for the 
disabled to show their spirit of striving to 
be better and transcending themselves,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propagat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humanitarian spirit.

The  10 th Games  for  D i sab led  o f 
Shandong Province lasted for 6 months 
and included 16 events, 19 sports and 670 
competitions in which athletes competed 

for 680 gold medals. 1542 athletes of 19 
delegations from 17 cities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e participated in the games. To 
hold a provincial games of the disabled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 standard, Qingdao adhered to the 
principals of “holding the two provincial 
games in the same city, attaching the 
same importance, achieving the same 
excellence” as well as holding the games 
economically and sharing resources, 
accomplished all kinds of service and 
guarantee works based on compact 
organiz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and 
gained high prais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金牌 36 枚，共有 14 支男队 9 支女队共

64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济南队获得

7 枚金牌、2 枚银牌；威海队获得 2 枚金牌、

1 枚银牌、2 枚铜牌；泰安队获得 2 枚金牌；

潍坊队获得1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

日照队获得 1 枚金牌、1 枚银牌、3 枚铜

牌；省特教队获得 1 枚金牌、1 枚银牌、

1 枚铜牌；菏泽队获得 1 枚金牌、1 枚银

牌；济宁队获得 1 枚金牌、1 枚铜牌；青

岛一队获得 1 枚金牌；枣庄队获得 4 枚

银牌、1 枚铜牌；烟台队获得 2 枚银牌、

2 枚铜牌；德州队获得 1 枚银牌；聊城队、

滨州队分别获得 1 枚铜牌。

10 月 26 日至 28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举重比赛在青岛市李沧

区弘德小学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3 天，

设金牌 20 枚，共有 8 支男队 3 支女队共

31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菏泽队获得

7 枚金牌、3 枚银牌；东营队获得 3 枚金牌、

2枚银牌、1 枚铜牌；枣庄队获得 3 枚金牌；

日照队获得 1 枚金牌、1 枚银牌；泰安队、

威海队分别获得 1 枚金牌；潍坊队获得 1

枚银牌、1 枚铜牌；青岛二队获得 1 枚银

牌；淄博队获得 1 枚铜牌。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游泳比赛在青岛国信游

泳馆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4 天，设金牌

187 枚， 共 有 16 支 男 队 14 支 女 队 共

119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济宁队获

得 41 枚金牌、15 枚银牌、7 枚铜牌；济

南队获得 41 枚金牌、10 枚银牌；青岛

一队获得 25 枚金牌、19 枚银牌、2 枚铜

牌；滨州队获得 17 枚金牌、11 枚银牌、

13 枚铜牌；青岛二队获得 14 枚金牌、5

枚银牌、2 枚铜牌；聊城队获得 12 枚金牌、

21 枚银牌、17 枚铜牌；日照队获得 7 枚

金牌、4 枚银牌、2 枚铜牌；枣庄队获得

6 枚金牌、8 枚银牌、17 枚铜牌；淄博

队获得 1 枚金牌、12 枚银牌、16 枚铜牌；

威海队获得1枚金牌、8枚银牌、1枚铜牌；

省特教队获得 1 枚金牌、6 枚银牌、3 枚

铜牌；烟台队获得 11 枚银牌、17 枚铜牌；

潍坊队获得 11 枚银牌、8 枚铜牌；东营

队获得 11 枚银牌、3 枚铜牌；临沂队获

得 3 枚银牌、13 枚铜牌；德州队获得 1

枚银牌、2 枚铜牌。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比赛在青岛国信体

育场举行，本届比赛为期 4 天，设金牌

266 枚， 共 有 19 支 男 队 18 支 女 队 共

286 人参加本届比赛。最终，青岛一队

获得 42 枚金牌、14 枚银牌、9 枚铜牌；

济南队获得 27 枚金牌、14 枚银牌、2 枚

铜牌；济宁队获得 26 枚金牌、28 枚银

牌；临沂队获得 25 枚金牌、24 枚银牌、

13 枚铜牌；东营队获得 18 枚金牌、18

枚银牌、10 枚铜牌；淄博队获得 14 枚

金牌、13 枚银牌；德州队获得 10 枚金牌、

21 枚银牌、10 枚铜牌；日照队获得 10

枚金牌、13 枚银牌、12 枚铜牌；烟台队

获得 10 枚金牌、13 枚银牌、11 枚铜牌；

枣庄队获得 10 枚金牌、2 枚银牌、11 枚

铜牌；青岛二队获得 5 枚金牌、13 枚银牌、

7 枚铜牌；潍坊队获得 4 枚金牌、5 枚银牌、

6 枚铜牌；聊城队获得 4 枚金牌、1 枚银

牌、2 枚铜牌；泰安队获得 3 枚金牌、3

枚银牌、12 枚铜牌；威海队获得 3 枚金牌、

1 枚银牌、4 枚铜牌；滨州队获得 2 枚金

牌、10 枚银牌、15 枚铜牌；省特教队获

得 2 枚金牌、6 枚银牌、7 枚铜牌；菏泽

队获得 2 枚金牌、3 枚银牌、11 枚铜牌；

莱芜队获得 8 枚银牌。

作为东道主，青岛代表团派出两个团

队共 284 名运动员参加 14 个大项的比

赛，凭借出类拔萃的实力和顽强拼搏的精

神，青岛一队以 180 枚金牌、358 枚奖牌、

2515.5 分包揽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团

体总分三项第一，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

文明的“双丰收”。摘得 85 枚金牌的济

南队和摘得 75 枚金牌的济宁队分列金牌

榜第二和第三，青岛二队则收获 19 枚金

牌、19 枚银牌、16 枚铜牌。

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The scene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0th Games for Disabled of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省第 10 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入场仪式。
The march-in ceremony at the opening of the 10th Games for Disabled of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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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秋韵崂山”市民休闲旅游季启动
第二届“秋韵崂山”市民休闲旅游季启动仪式暨“合家欢”亲子登山赛在崂山巨峰天地淳和广场举行。

在这个最美丽的季节，崂山区旅发委立足崂山区山、海、城一体的优越旅游资源环境，秉持全域旅

游理念，承续“提升旅游品质、挖掘文化内涵、回馈广大市民”的活动宗旨，以更加鲜明的活动主题、

更具新意的活动策划、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更加丰富的活动内容，推出第二届“秋韵崂山”市民休闲

旅游季活动，整合全区旅游观光、乡村休闲、商贸购物、酒店餐饮、文体活动、特色产品展销、民宿和

农家宴体验等休闲旅游资源，打造集畅游大美崂山、探访美丽乡村、欢享购物餐饮、参与文体盛宴、选

购特色产品、体验民宿和农家宴于一体的整套旅游产业链，让市民充分感受崂山秋韵之美、秋韵之趣和

秋韵之乐。

2018 年柔道教育中国行青岛收官
近日，中国柔道教育行总站在青岛第 39 中学举行。作为 2018 年中国柔道教育行的最后一站，

青岛站对前 5 站活动进行了总结的同时也集中展示了近年来青岛柔道教育的成果，青岛 39 中和青

岛沧海路小学被授予“柔道特色学校”，这也是青岛市仅有的两所柔道特色学校。青岛籍柔道世界

冠军、悉尼奥运会亚军“黑妹”李淑芳做了冠军成长之路的分享发言。

为宣传和推广柔道运动，积极开展柔道进校园项目，中国柔道协会于 5 月至 10 月在内蒙古、

新疆、广东、江苏、山东 5 省（自治区）开展“2018 柔道教育中国行”活动，青岛是本年度柔道

教育中国行的收官站。为全面总结经验，巩固活动成果，同时为 2019 年的工作开展提供参考，“2018

年柔道教育中国行”总结会同时在青岛举行。会上，各省（自治区）总结了 2018 年活动开展情况，

并对 2019 年柔道教育中国行活动展开研讨。

2018“英派斯杯”青岛市第 17届社区健身节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落幕

日前，由青岛市全民健身领导小组主办的 2018“英派斯杯”青岛市第 17 届社区健身节闭幕

式暨总决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海上嘉年华举行。共有来自全市的 32 支队伍近 600 人参加健身球、

健身舞、太极拳和功夫扇 4 个项目的总决赛及展演。

青岛市社区健身节是以营造“运动青岛 健康社区”城市体育氛围，展示社区体育健身成果，丰

富广大社区居民体育生活为目的而开展的大型群众体育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青岛西

海岸新区每年都会出色承办健身节比赛项目，今年第 17 届社区健身节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进行，这既是对新区群众体育工作的肯定，也是展示新区发展成果的绝佳机会。

据悉，该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示了社区体育健身成果，丰富了广大社区居民的文体生活，

大力宣传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的健康生活理念，积极营造了全民健身的城市体

育氛围，对助力健康中国，运动城市品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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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新阵地 青岛人的精神家园

文/魏浩浩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融思想引领、

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

城乡基层综合平台，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承担着思想文化传

播、行为文明践习的重要任务，是深入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载体，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

手。目前，青岛全市已建立区（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 8 个，镇（街）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 19 个，村（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273 个。

会议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工作是一项全新工作，要坚持试点先

行，及时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和做法。要明确一个目标，在青岛市全域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现群众

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形成青

岛经验，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要搭建

一个体系，以区（市）、镇（街）、村（社

区）三级为单元，建立组织完备、制度健全、

运行有效的工作体系。要建好一支队伍，

以志愿者队伍为主体，组建一支政治过硬、

素质优良、结构合理、高效运行的文明实

践队伍。要对接一个需求，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突出服务功能，通过面对面、心贴心、

实打实的工作，让群众“看得见、听得懂、

有认同、愿参与、真点赞”。要搞好一个

创新，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结合实际

大胆探索创新，在建设模式、内容方式、

管理运行上不搞统一模式、不搞一 切。

胶州：

以“点”带“面”，让文明遍地开花

“改革开放变化大，栋栋房屋美如画；

条条大道修得好，柏油马路通咱家……”

在青岛胶州市大半窑村建设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胶东分中心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胶州秧歌传承人吴英民每周都领着秧歌

协会的志愿者们排练秧歌小戏、秧歌舞蹈

等节目，锣鼓声响、唱扭结合，使新时代

文明实践胶东分中心好不热闹。

据青岛胶州市文明办相关人员介绍，

今年 8 月，胶东街道积极响应省、青岛

市及胶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充分利用大半窑村地理位置优

势突出、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等有利条

件，将新时代文明实践胶东分中心在该村

建设的胶东街道办事处综合文化站挂牌成

立，使胶东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以大

半窑村为中心辐射带动、遍地开花。

青岛胶州市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和美

丽乡村建设，在率先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胶东分中心、三官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大麻湾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实践

阵地基础上，充分整合现有资源，积极拓

展优势资源，努力推进“1+8+72+N”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阵 地 打 造。“ 所 谓 的

‘1+8+72+N’，‘1’是指胶东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8’为 8 个社区

乡村振兴服务驿站，‘72’是 72 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N’则为各村的文化大

院、文化广场、乡愁馆、文明展厅、主题

公园、宣讲基地、教育基地等。同时，积

极发挥大店村历史文化展馆、东小屯秧歌

博物馆、大麻湾二村麻湾记忆民俗馆、三

官庙村文明家庭展厅等文明实践示范点带

动作用，全面提升文明实践硬件基础。”

青岛胶州市文明办相关人员说道。

众所周知，在广袤的胶州，大秧歌、

茂腔热土等文化优势强劲，在现有 3 支

原生态秧歌传承队伍、7 支邻里艺术团的

基础上，大力扶持壮大基层文明实践队伍、

文艺队伍，按照“专业 + 草根”相互补充，

“专职 + 业余”相互辅助的原则，建立

健全“1+72”支宣讲队伍、“3+72”支

秧歌队伍、“7+N”支邻里艺术团队伍，

现已吸纳 1500 余名村民直接参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同时，大力壮大志愿者协

会力量，已成立宣讲协会、秧歌协会、书

画协会、文艺创作协会、戏曲协会、义工

协会 6 个志愿者协会，吸收志愿者 220

余名，形成了广大群众广泛参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磅礴力量。

与此同时，青岛胶州市还突出新时代

文明实践“讲、评、帮、乐、庆”5 种实

践方式，聚焦丰富“讲”的内容，组织开

展了十九大精神主题党课、十九大精神进

村庄宣讲、胶东起航大讲堂、廉政文化周

周讲、身边故事村村讲和喜看机场新面貌、

美好生活大家谈等活动。其中，廉政文化

周周讲已举办 26 期，“身边故事村村讲”

已实现 51 个村庄全覆盖。聚焦扩大“评”

的范围，举办了首届善美胶东表彰大会，

隆重表彰最美媳妇、最美婆婆、最美义工、

最美保洁员等 14 个奖项 800 余位村民。

聚焦提升“帮”的效果，启动以就业援

助、特困救助、求学资助、志愿帮助为主

题的“精准四助·情暖万家”行动，举办

了“夏日送岗·情暖万家”专场招聘会，

Focus on the New Civilization Center

文明，需要引领。文明实践工作，更需要持之以恒的打造和传承。为人们建立全新的精

神家园与文明实践的新阵地，青岛始终在不断努力。近日，从青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试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要

求，青岛市部署推动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

今年 8 月，胶东街道积极响应省、青岛市及胶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将新时代文明实践胶东分中心在该村建设的
胶东街道办事处综合文化站挂牌成立，使胶东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以大半窑村为中心辐射带动、遍地开花。（图片提供 / 青岛胶州市文明办）

This August, Jiaodong sub-district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construction pilot project 
plan of Shandong Province, Qingdao City and Jiaozhou City, setting up the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Jiaodong 
Branch in Jiaodong Sub-District Administrative Office Comprehensive Culture Station, and making the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work of Jiaodong sub-district play a radiation role in the region with Dabanyao Village being the center.

在青岛市城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人们广泛参与。（图片提供 / 青岛市城阳区文明办）
At the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in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 colorful activities 
attracted many people to jo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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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has  es tab l i shed the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 e n t e r  a t  e a c h  d i s t r i c t 

(city),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o r g a n i z i n g  a n d  i m p l e m e n t i n g 
civilization practice, and instructing the 
town (street) and village (community) 
to carry out civilization practice. It 
integrates the cultural activity center at 
the primary level,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party-masses activity center 
and other bases, and acts as a fixed 
civilization practice activity base with 

the function of civilization practice 
highlighted. At present, Qingdao has 
one upgraded civilization practice pilot 
center and two state-level civilization 
practice pilot centers. Qingdao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ublicatio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t the primary level , 
promo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ge t  through  the  l a s t  mi le  o f 
arousing, educating, caring and serving 
the masses.

460 人达成就业意向，建设了 13 处爱心

发屋和爱心洗衣点，辖区 7100 余位村民

享受惠民服务。聚焦拓宽“乐”的渠道和

烘托“庆”的气氛，举办了拔河比赛、齐

心协力团体比赛、乒乓球比赛等，形成了

新春系列演出、九九重阳节慰问演出及村

民嫁娶之庆、升学入伍之庆等节庆方式，

丰富了精神生活，增添了节庆气氛。

平度：

全力打造“有诗、有远方、有梦想”

的精神家园

近日，青岛平度市召开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誓师大会，来自平度各镇 ( 街

道）、部门、村（居）、学校和社会各界

共 2500 余名志愿者代表参加，这也标志

着青岛平度市全体志愿者投入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启动。

时值青岛全市解放思想大讨论如火

如荼开展，启动志愿服务活动是平度市深

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平度大地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全

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50 个县

（市、区）、山东省 9 个试点单位之一，

平度市将进一步加强改进基层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打通宣传、教育、关心、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按照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平度市将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作为“书记工程”，

按照“1246”的工作思路全面推进。“1”

即建好一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2”

即用好线上“德润平度”云和线下“庄

户学院”两大平台；“4”即抓好领导、

保障、激励、督考四项机制；“6”即以

“德润平度·福泽万家——文明实践在行

动”为主题，做好“学在我家——全民素

质提升工程”“和在我家——崇德尚善引

领工程”“乐在我家——文化惠民普及工

程”“美在我家——环境秩序优化工程” 

“爱在我家——守望相助暖心工程”“兴

在我家——乡村振兴助力工程”6 项工程，

坚持全覆盖、常态化，城乡统筹推进，全

力打造“有诗、有远方、有梦想”的精神

家园。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并非要

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平度市因地制宜整

合各类公共服务资源，打通理论宣讲、文

化服务、教育服务等阵地，把原有的资源

用好用足。以构建“3+N”组织体系为抓

手，平度致力于形成市、乡镇、村三级和

若干个文明实践站无缝隙、全覆盖的文明

实践体系，联动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目前，

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依托东阁街道综

合文化活动中心，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功

能室，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内容，

初见成效；镇、村级层面，18 个镇（街道、

开发区）在现有党校、文化活动中心、便

民服务中心、村镇文史馆、道德讲堂、文

化广场等阵地基础上，开拓思路，把群众

日常聚集的地方纳入建设范围，将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开展到群众身边。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不仅有秧

歌、柳腔等老地方戏，还有年轻人的快板、

小品等宣讲党的好政策，这回真是听明白

了。”今年 54 岁的仁兆镇西仁兆村村民

陈俊红，对镇里的志愿演出赞不绝口。近

期以来，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的

不断推进，包括仁兆镇在内，青岛平度市

1700 多个村庄自发成立新时代文艺志愿

服务组织，由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统一备案组织，将理论宣讲融入送戏下乡、

消夏晚会、广场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群众

性文化活动，把新时代党的好政策通俗易

懂地传递给了群众。“仅仁兆镇就拥有柳

腔志愿服务团队 60 余个，参与演出人数

多达 1200 余人，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演

出达 500 余场。”

“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首

先是从队伍建设上入手。”青岛平度市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市正着力实施“百千万”

工程，即培育百支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培养千名骨干新时代文明实践

师、培训万名活跃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目前，市直部门单位根据行业特点，注重

突出志愿服务特色，组建 60 余支具有行

业职能的志愿服务队伍；18 个镇（街道、

开发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组建符合当

地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

以打通群众需求与志愿者服务的通道

为目标，青岛平度市搭建线上“德润平度”

云和线下“庄户学院”两大新时代文明实践

平台，按照“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

活动计划，推动各类特色服务活动遍地开花。

“我们将‘庄户学院’作为与群众面

对面服务的现场阵地，在培养人才、传授

技术的基础上，增强志愿服务功能，在群

众学习党的理论政策的同时，也接受各种

技术培训，实现‘富脑袋’和‘富口袋’

双丰收。”青岛平度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期还将开发运用“德润平度”志愿服务

云平台，将志愿服务项目与群众需求内容

在网络平台进行发布，实现双方信息互通

共享，推进群众需求能够快速对接到志愿

服务队伍。

城阳：

走进乡村社区的“文明旋律”

自今年 6 月被确定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首批试点以来，青岛市城阳区已在

全区布局起传习阵地网络。青岛市城阳区

文明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城阳已建

成百姓乐园、国学公园 2 处区级文明实

践中心阵地，1.6 公里长的青岛新天地已

完成包括传习进行时、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婚庆·家主题公园、志愿服务广场、

道德展厅、科普长廊等内容的策划方案。

6 个街道全部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分

中心”，210 个社区，56 个学校、企业

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覆盖

率近 93%。加强经济薄弱社区、班子软

弱社区阵地建设。薄弱社区文明实践站建

设做到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丰富活动、

务求实效。将文明实践站打造成传播党的

声音、凝聚党心民心、播撒文明阳光的有

形阵地。

此外，聚焦农村群众的所思、所想、

所盼，切实做好“思想铸魂”“环境改

善”“移风易俗”“家风建设”“文化惠

民”5 项重点工作。做实做亮“帮”字入手，

温暖实践”工作特色，突出阳光城阳“温

暖”特质，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作用，将文

明、阳光撒播到每个人的身上。建立起由

390 余支志愿服务队伍、9 万余名志愿者

组成的区级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围绕帮老、

帮困、帮病、帮残、帮教、帮事、帮心的“七

帮”项目，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打造“全

民志愿·阳光城阳”品牌。近期，围绕助

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动员组织志愿服

务力量与全区 1300 户困难家庭实施结对

帮扶，一年至少深入帮扶家庭 4 次以上，

一天帮助一元钱，通过帮思想、帮精神、

帮智力、帮环境、帮钱物、帮路子等方式

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定向帮扶，得到普

遍点赞。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纳入

意识形态巡察和对街道、社区的全年综合

考核，巡察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考评和文明

单位、文明校园、文明社区、优秀志愿服

务组织等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按照阵地

建设、活动开展、群众参与、工作成效、

宣传效果等指标，对文明实践中心、分中

心（站）进行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评

价认定，年底组织评选 20 个星级文明实

践分中心（站），按照挂星情况，分别给

予 5 万元、8 万元、10 万元奖励。同时，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作为阳光社区评选

的主要内容，加大在阳光社区创建测评中

的分值。今年将评选表彰 30 个阳光社区，

每个社区奖励 30 万元。此外，通过线上

城阳实践平台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实行

动态管理，进行实践、交流、宣传、考核。

建立线上“实践评价”环节，百姓可以随

时在手机上答题获得积分，通过积分兑换

图书。棘洪滩街道还创新性的让群众通过

街道公众号参与文明实践活动获取文明积

分，并自动累积到微信个人账户中，可以

到指定场所换取相应礼品或各类服务。

不仅如此，通过各类媒体平台，每

天讲述一个城阳凡人善举故事，截至目

前 已 讲 述 近 500 个。 充 分 发 挥 融 媒 体

作用，注重运用“互联网 +”方式，利

用“城阳发布”“阳光城阳”“爱城阳

APP”“爱青岛 APP”等两微一端，开

设专栏，建立不同层面的文明实践微信群，

及时发布、宣传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内容和信息，让文明实践无时不有、无处

不在。在中央、省、市报刊、广播电视、

网络媒体刊播《群众聚集在哪里，文明实

践中心就覆盖到哪里》《城阳区新时代文

明传习所：讲好“新时代”传播正能量》

《让文明传习在阳光城阳扎根》等重点稿

件 60 余篇，其中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刊播

稿件 20 余篇。

青岛平度市全力打造“有诗、有远方、有梦想”的精神家园。( 图片提供 / 青岛平度市文明办提供）
Pingdu of Qingdao strives to build a spiritual home “with poetry, future and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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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创新

以“融合·创新”为主题的首届青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展日前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

作为山东省首个军民融合领域的大型展会，本届展会吸引了包括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 11 家央

企军工集团以及 8 所军工科技院校等近 400 家单位参展，展览面积达 4 万平方米。参展展品中，

有 48 项属于先导性、创新性、颠覆性技术，21 项填补了国内空白，“军转民”产品 356 件，

“民参军”产品 38 件。

文/张文萱

持思想引领，以需求为牵引，发挥区位优

势，政府主动作为，正积极探索平台融合、

领域融合、区域融合“三融”发展模式，

建立海洋深海协同、海军远海保障、海防

应急动员“三海”融合机制。

龙红山认为，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

合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军工优势

资源不断向青岛聚集，军民融合发展呈现

良好势头，随着青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建设的不断推进，青岛市军民融合工作必

将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跨越，迈上新台阶。

此次展会是青岛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

重要举措，必将为青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融合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邱志明表示，青岛市和西海岸新区重

视军民融合工作，坚持军事需求牵引，发

挥区位特色优势，政府主动作为，起步早、

行动快、成效大，军民融合工作走在了全

国前列。探索实施的“三融”模式和“三

海”机制在全国是一个创举。他希望继续

多项新技术亮相

填补国内空白

首届青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展由

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共山东省委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旨在深入贯彻落

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全面展示军民融合

科技创新成果，搭建军政企产学研对接合

作、交流互鉴、协同创新的平台。

开幕式上，中共山东省委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青岛市

委常委、青岛西海岸新区党工委书记、区

委书记王建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总工

程师龙红山，海军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少将邱志明先后致辞。

王建祥说，山东省委省政府、青岛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军民融合工作，建立了

“军地一体、省市一体、上下一体”的推

进组织体系，按照“一核引领、多区联动、

全省协同”的发展布局要求，全力推进青

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青岛西海岸

作为青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坚

发挥好以航母保障需求为核心的军事需求

牵引强劲优势，在技术装备科研上实现重

大突破，在全国当好先行者、引领者。

按照“需求牵引、军地协同、创新驱动、

全域推进，突出产业优势和海洋特色”的

思路，展会共设置西海岸新区军民融合成

果展、军工企业成果展、综合科技成果展

3 大室内展区和 1 个室外展区，展览面积

4 万平方米。展会以实物展为主，采取线

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互动体验、模拟

演示与展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展示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西海岸新区军民融合成果展区重点展

示新区军民融合创新产业项目；军工企业

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最新军民融合高端科技

创新成果，包括海上装备、无人装备、船

舶海工、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的核心

技术与科研成果；综合科技成果展区展品

涉及人工智能、无人系统、虚拟 / 现实、

网络与安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

域，反映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最

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参加首届青岛军

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展的 350 家企业，

是从 500 多家企业 3000 多件展品中精

选出来的。其中，有 35 家企业参加过中

央融办、军委装发部组织的历届军民融合

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有 109 家企业、

单位具备军工资质。在众多参展展品中，

有 48 项属于先导性、创新性、颠覆性技

术创新成果，21 项填补了国内空白；“军

转民”产品 356 件，“民参军”产品 38 件；

“海翼”滑翔机、货运无人机、白豚水下

机器人、750 公斤涡扇发动机等技术创

新成果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批示。

320 亿 24 个项目

落户青岛西海岸

作为首届青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4 个军民融合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这

批项目总投资 320 亿元，由航天科技集

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中船

The First Qingdao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 Exhibition 

Held in Qingdao

——首届青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展举行

首届青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展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
The First Qingdao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 Exhibition was 
held at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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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团、中国兵工集团、中国电科集团、

中材集团、顺丰速运集团、中创为量子通

信等央企院所、行业领军企业，以及北京

军友、纳川电气、长城资本等军民融合保

障单位投资合作设立，涵盖了数字通讯、

量子通信、海藻纤维、人因工程、热防护

陶瓷、磁浮交通等领域，这些拥有前沿性、

引领性、颠覆性技术成果的项目落地实施

后，将为青岛西海岸新区深度军民融合、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军民融

合项目，总投资 45 亿元，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院积极服务国家军民融合战

略，在项目、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调

动相应资产资源，立足空气动力及无人机

主业，拟在新区推进实施国家工业空气动

力学军民融合研究与创新中心、彩虹无人

机通航军民融合以及临近空间技术军民融

合项目。建成后将促进技术成果共享与转

化应用，搭建开放式产学研平台与新型产

业基地。

中航翔迅协同创新平台，总投资 2

亿元，由航空工业集团西安翔迅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和青岛中航赛维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建设，将发挥装备领域与民用

技术领域优势，整合跨军工集团资源，在

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协同创新等方面实

现融合创新。重点开展军民融合协同应用

技术专利池、军民融合产品技术标准研究、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军民融合产

业技术发展图谱数据库、军民融合产业精

准孵化等项目。

中电科智慧保障创新基地，总投资

10 亿元，由中电科 22 所投资建设，创

建中国电波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平台，

主要从事智慧军营、智慧作训和智慧保障

三大系统研究、关键构建制造、系统集成，

开展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协同模式创新。

国防科工局保密资格审查认证中心青

岛服务中心，由国防科工局保密资格审查

认证中心授权在古镇口设立分中心，主要

从事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单位审

查，开展国防科技工业涉密通信、计算机

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安全保密技

术检查测评，开展国防科技工业军工科研

生产单位安全保密检查等。

中材先进陶瓷热防护材料研发中心，

由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投资建设，该

研究院隶属于中国建材集团，是中国惟一

的国家级工业陶瓷科研院所、国家工业陶

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建设中材高新

先进陶瓷热防护材料研发中心，从事高性

能热防护材料的研发、制造、性能检测、

装配及快速修复等。中心建成后，将为中

国新型高性能飞行器的研制及民用高端热

防护材料的发展及应用提供材料和技术支

撑。

顺丰集团特种物流管理部，由顺丰集

团投资建设，将发挥快递物流综合服务优

势，在战略投送、应急动员、科技信息、

拥军服务等方面，构建敏捷响应、精准配

送、可视可控、全程安全的军民融合军事

物流体系，形成“天网 + 地网 + 信息网”

三网合一的军民融合特种物流体系。

青岛磁浮交通电气技术研发中心及产

业化基地，由纳川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国

家磁浮交通工程技术中心联合开发建设，

建设磁浮交通电气设备联合实验室，从事

新型磁浮交通电器设备、轨道交通直线驱

动电气部件的研发制造。

武器装备健康管理系统，总投资 6 亿，

由金光鸿智能机械电子、北京旋极科技、

九维华盾科技研究院投资建设，主要从事

军用新型迷彩智能喷涂作业系统研发测

试，包括智能化迷彩设计与机器人喷涂两

个系统，主要应用于平时装备、跨区演练、

阅兵迎检，战时随军喷涂作战，并可在汽

车、船舶、家电电子等领域形成产能。

创新发展示范引领

探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全面实

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全要素、

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打造全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试验田”，

首届青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展开幕当

天，以“创新发展示范引领”为主题的山

东军民融合发展专家研讨会在青岛西海岸

新区青岛世界博览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全国军民融合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军方有

关单位领导，山东省、青岛市有关部门领

导共计 80 余人参加研讨，共同探讨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新路径新模式，共同商讨新

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举措。

本次研讨会经山东省委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批准，由国防大学军民融合发

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评估论证研究

中心、山东省委军民融合办联合主办，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管委承办。青岛

西海岸新区区委副书记杨东亮向与会嘉

宾介绍了青岛西海岸新区军民融合发展

情况；中国工程院陆建勋院士、中国工

程院邱志明院士、原总装科技委正军职

常任委员石世印少将、原解放军战略规

On  O c t o b e r  1 0 ,  t h e m e d  o n 
“Integration·Innovation”, the 
First Qingdao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 Exhibition 
opene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exhibition was hosted by 
Qingdao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 l 
Committe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fice, and 
organized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It aims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military-
c iv i l i an  in tegra t ion  deve lopment 
strategy, fully show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and build 
a platform for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promote industry-
un iver s i ty - re search  coopera t ion ,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antime, 
Forum on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n d u s t r y  f o r  N a t i o n a l  D e f e n s e , 
Shandong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xpert Seminar and other 
activities were also held to discuss the 
new path and new model of military-
civilian integration,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and 
new ideas and new measur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划部副军职研究员刘兴仁少将、国防大

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罗永光主任、

军事科学院评估论证研究中心游光荣主

任等与会专家，围绕推进军民融合创新

示范区建设，就军民融合体制机制、政

策制度、发展模式创新，军地需求对接，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高新技术成果在海

洋军民融合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研讨。

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山东省委军民

融合发展委员会智库专家聘任仪式，中共

山东省委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王建祥向

陆建勋等 12 位专家颁发了聘书。研讨会

开始前，全体与会嘉宾参观了首届青岛军

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展，并现场考察了古

镇口军民融合创新区展览馆、技术装备保

障中心、海军公园等项目。

（本文图片由中共黄岛区委宣传部提供）

2018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座谈会同期举行。
The 2018 Forum on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was held in the same period.

展览现场。
Exhibiti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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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青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

港航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车永忠所言：

青岛因“一港一路”而兴，不仅拥有国际

性海港和区域性枢纽航空港，也是实施海

上丝绸之路、履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重要的枢纽型城市。承担着东部沿海流域

货物运输的集散和中转功能，已成为了对

内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众所周知，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不仅

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同时也是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和海洋强省的重要依托。如今，

也成为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国际航运中心、

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和自由贸易港的重要

载体，是实施综合运输结构调整，建设世

界一流海洋港口的核心资源。近年来，青

岛港航业积极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充分利用青岛的双节点优势，结合

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广泛开展港口合作，

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察势者智，驭势者

赢”的气势，使青岛市港航业在稳步发展

的同时实现新的突破。

港航业的发展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交通强国的宏伟

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也就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的海洋港口做出重要指示，交通运输业

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

港航业的发展也将会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不可否认，经济

社会的快速和高效发展离不开发达的海运

基础，也因此，港航业被称为经济的蓄水

池、贸易的发动机，并成为对外开放的一

扇窗口。港口成为青岛沿海交通运输体系

的重要枢纽，是全国重要煤炭装船港、集

装箱运输干线港、山东半岛及其腹地物流

中心，也是距离国际 3 大主干航线中西

行航线最近的北方港，形成了以胶州湾为

核心，董家口和鳌山湾为两翼的港口布局。

对此，车永忠表示，“随着‘一带一路’

的提出和实施，建设国际海洋名城、上合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迎来了新

的机遇，青岛港航业也进入发展的黄金阶

段，在辐射引领、转型升级、资源要素的

合理流动、产业的分工协作等方面显示出

‘港航担当’。”

无论是雾起云涌的远航，还是路漫

漫的丝绸之行，其核心都在于互联互通，

而这其中，港口、航运、信息的互联互通

尤为重要。目前，青岛市的港口运营和水

运能力都实现了平稳增长，不仅开辟了

175 条海上航线，还开通了 37 条海铁联

运专线，与世界上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700 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在《沿海

集装箱港口综合服务评价指数》中，青岛

港口名列国内沿海主要集装箱港口生产效

率第一位。与此同时，水运能力也在稳步

提升中，根据数据显示，全市注册航运企

业有 59 家，船舶 340 艘，其中海上客

运企业 32 家，船舶 217 艘、客位 9209

个；货运企业 27 家、船舶 123 艘、691

万载重吨、航运辅助企业 1159 家、外国

航运企业驻青代表机构 43 家。一个个、

一组组数字无不彰显着，天时地利之下，

青岛港航再展风姿的决心，在大环境优势

之下，将创出更多的“人和”，迎多方利好。

近年来，青岛市交通运输委港航管理

局始终积蓄新发展动能，不断加快港航转

型发展的步伐，积极实施港航业由传统装

卸作业向高端贸易服务转型升级。航运贸

易、码头自动化、港口安全监管、绿色港

口岸电等创建成果先后在全国全省进行推

广。并大力发展港航金融、信息服务、法

律仲裁、船舶交易等现代高端服务业，全

力推进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建设，相继

建立了国际港航大数据基地，吸引、整合、

运营国内外的港航数据，提供高附加值的

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还同时建立了港航

现代综合信息平台，整合港口物流、贸易、

金融保险等数据资源。与此同时，成立了

港航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中日”“中韩”“一

带一路”和中欧、美洲、综合集装箱、邮

轮经济发展等多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青岛

航运指数和海铁联运蓝皮书，建立起国家

级高端港航智库。并设立了青岛港航产业

发展基金，通过吸引和撬动社会资本的形

式，扶持港航中小企业，推动港航业与金

融业融合发展。此外，还搭建了港航贸易

市场，以政府为主导，实行市场化运作，

重点开展海工装备、港航商品、航运指数

等交易，规范交易行为，扩大交易规模。

构筑起青岛港航产业发展联盟，由港航、

城港互动，演绎最美青岛故事

在青岛，山海一体、港城相融，不仅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更展现了独特的城市魅力。百余

年里，青岛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时刻演绎着城市、港口互动发展的故事，也因此，港航业的发展于

青岛而言可谓重中之重。

文/韩海燕 

Interaction between City and Port Presents the Most 

Wonderful Qingdao Stories

青岛的港口不仅承担着东部沿海流域货物运输的集散和中转功能，如今也已成为了对内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图 / 王勇森）
The ports of Qingdao not only bear the function of gathering, distributing and transiting good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but also have become the bridgehead for opening to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foreign market.

青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港航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车永忠。（图 / 杜永健）
Che Yongzho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Qingdao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Qingdao Port and Shipping 
Administra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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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率，努力保障港航生产数据达

到年初预期计划。贯彻落实鼓励促进青

岛市航运业发展实施意见，积极推动青

岛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资合作，

推进前湾港区、董家口港区、国际邮轮

港协同发展，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

以及加快港航信息化建设，建成港航信

息化数据平台，实现“线上监管、线上

运行”港航监管新模式。

此外，要继续优化提升航运服务水平，

加快推进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新旧动能

转换，争取发布干散货运价指数，加快航

运指数金融衍生品建设；推动成立国家级

高端航运智库；全面推进港航联合商品贸

易场运营模式创新及平台建设工作，重点

打造商品贸易、O2O 电子商务、供应链

管理、融资租赁 4 大板块；推出服务于

实体企业的港航贸易、交易和金融等功能

性供应链平台，夯实市场基础，优化管理

系统功能，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引入国际

功能平台，提升青岛港航国际化水平，推

动青岛市港航向现代化、规模化、产业化

和智能化发展。与此同时，突出交通多式

联运服务和智慧化发展，重点建设一批服

务海洋经济的航道、锚地、进港铁路支线

等集疏运项目，解决青岛市港口集疏运节

点功能不强和“断头路”短板。大力实施

交通运输结构调整，降低公路集疏运分担

比例，加快多式联运装备技术研发和标准

体系建设，以建设一流强港、国际航运为

目标，提高港航运输效率和辐射带动能力，

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15 个主要港口

对接，并开通马来西亚关丹港、孟加拉国

吉大港等多条直达航线，在郑州、西安、

乌鲁木齐等中西部建设“内陆港”和国际

班列，创建“一带一路”集装箱公海铁

联运示范工程，统筹发展铁路、公路、

管道、航空等运输方式，利用云计算、

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

手段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建立互联互通

的交通集疏运体系，重点打通董家口港

区疏港货运通道，加快与青连铁路、潍

日高速等疏港衔接建设，拓展青岛市交

通港航辐射半径。

海河潮韵促和谐，畅行航道竞风流，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在新的经

济形势下，如今，一幅青岛港航发展蓝图

正在细细描绘着。

In Qingdao, the mountains link to the 
sea and port integrates with the city, 
which not onl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but also 
shows the unique city charm. Ove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Qingdao has 
been presenting the stories of interaction 
and growth of the city and port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erefore,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ort and shipping 
industry is the top priority of Qingdao.

As Che Yongzhong, deputy director 
of Qingdao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Port and Shipping 
Administration said, “Qingdao is thriving 
because of ‘the port and the road’, which 
not only possesses the international port 
and regional hub airport, but also acts as 
an important hub city for 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nationa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bears the function of 
gathering, distributing and transiting good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and has become 
a bridgehead for opening to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foreign market.”

物流、金融、保险、法律、教育及相关行

业协会组成，搭建政企沟通、合作共赢平

台，推动着港航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港航业的发展助力社会发展进步

城以港兴，港以城旺。百年青岛与百

年港口共同繁荣、互动发展的世纪历程，

为这句话作了最生动的诠释，如何更好地

乘势而上，亦成为青岛港航发展的新篇章。

目前，青岛市港航系统已进入由大

转强、补齐短板、提质增效和创新绿色

智慧发展的关键期，从港航的发展特点

和现状来看，仍需要在现代航运发展、

港航综合附加值、港航综合体系建设等

方面对标国内外先进经验，进一步明确

发展方向和重点。对此，车永忠表示，

青岛市交通运输委港航管理局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借鉴国际一流港航发展经验，瞄准“世

界一流海洋港口”的建设目标，并制定

落实了产业引导政策。包括认真贯彻落

实《 国 务 院 关 于 促 进 海 运 业 健 康 发 展

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青岛市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加快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

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运体系，

着力建设现代海运船队，增强航运企业

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依托青岛国

际航运服务中心，推进现代航运服务业

发展支持航运企业优化船舶运力结构，

破解“港大、航弱”短板；优化结构建

设现代船队，支持航运企业优化船舶运

力结构，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经济高效

船舶，建造、购置大型运输船舶，有序

发展 LPG 和集装箱运输船舶，建设规模

适度、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的现代化船队。

并支持国内沿海运输企业建造、购买适

应国内市场发展需求的运输船舶，提高

国内水路运输市场竞争力；支持航运企

业与港口企业、货主企业加强合作，订

立长期合作协议，联合经营，促进互补

共赢。有序发展中小航运企业，引导中

小航运企业通过租赁、联合、兼并、收

购等方式实现规模化发展，增加市场竞

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积极引导鼓励内聚

箱量外拓航线，支持港航企业拓展货源，

保持航线数量稳中有升。推进国际化战

略，扩大货源承揽范围，提高现有航线

在青岛，山海一体、港城相融，不仅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更展现了独特的城市魅力。（图 / 王勇森）
In Qingdao, the mountains link to the sea and port integrates with the city, which not onl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but also shows the unique city charm.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今，一幅青岛港航发展蓝图正在细细描绘着。（图 / 佚名）
Under the new economic situation, a development blueprint of port and shipping in Qingdao is 
being depict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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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董家口港已建成了世界一流的

40 万吨矿石大码头。凭借“大码头、大

堆场、大保税、大物流”等综合优势，青

岛港董家口港区正在成为世界超级矿船母

港，不断彰显出全球资源配置和钢铁产业

升级中的带动作用。

海湾化学作为一家临港企业就坐落于

董家口循环经济区内，如今，海湾化学产

品销售和原料采购基本都依托董家口港进

行，以海运的方式通往世界各地，而这种

“前港后厂”的发展模式亦成为所有大化

工企业的梦想。

如果从 2010 年环保搬迁项目奠基算

起，海湾化学的搬迁改造今年已经步入第

8 个年头。8 年里，海湾化学在搬迁改造和

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推动了新旧动能之间

的转换，实现了青岛化工产业的涅槃重生。

时间总是最好的见证者。如今，平度

新河那片荒凉的盐碱地已摇身变为一片畅

通的现代化工园区，董家口产业园区也布

局了一个个整洁、智能化的“绿色工厂”。

“一南一北”两个园区，就像海湾集团新

生出的两片羽翼，在胶州湾畔，熠熠生辉。

海湾化学开启海运新模式

视线再转回位于董家口园区的海湾化

学，它是董家口“前港后厂”模式的典型

代表，通过搬迁，海湾化学不仅实现了由

老城区迁往新城区董家口的地域跨越，更

实现了装备技术、工艺水平、产品结构、

人员素质的全面提升，成为一家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临港化工龙头企业。与此同时，

企业充分利用港口优势，与青岛港、海湾

集团 3 家合资，在距离公司 10 公里左右

的地方建起了液体化工码头。对此，海湾

化学有限公司综合部副部长孙旭光坦言，

“董家口港特有的区位优势是海湾化学做

大做强最难得的资源，用‘金山银山’来

形容码头是再合适不过的。”其实早在董

家口建园之初，海湾集团的领导就已审时

度势，将码头建设作为落户董家口的首选

要件，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沟通协调和努力，

最终实现了预想——与青岛港合资组建青

岛海湾液体化工港务有限公司，建设两个

万吨级泊位。2015 年 11 月 9 日海湾港

务码头正式启用之后，很快便成为乙烯、

二氯乙烷、苯采购以及烧碱、氯乙烯、苯

乙烯销售的主要通道，之后，随着乙烯采

购量以及苯乙烯销售量的加大，两个万吨

级泊位的吞吐量实现翻倍式的增长。

如今，从码头到园区，一条 9 公里

长的外管廊将船舱和储罐实现了无缝对

接，不仅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减少了诸多

安全隐患，此外，在人工成本降低的同时

工作效率反而大幅提升。也因此，“前港

后厂”的战略布局和仓储优势成就了园区

大进大出的大物流格局。

在人们印象里，港口的功能只是装卸、

运输货物。但是在董家口港区，港口已经

不再只是交通运输枢纽，而是一个具备完

整循环经济链条的现代化港区。“港口工

业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是临港经济区的突

出亮点。利用前港口后工厂的产业规划布

局，临港为企业提供了地域上的便利，还

增加了许多增值服务，一些企业原料、成

品可以通过临港的管廊直接往来于码头和

工厂之间，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

样，就降低了物流成本，缩短了供应链，

增强了竞争优势。海湾化学充分利用临近

董家口港的区位优势，成为这个循环链条

新模式，展海湾之翼

往来的巨轮、挥舞的吊臂、川流不息的车辆……伫立在青岛港董家

口新港区，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强劲崛起的现代化大港，这里承载着青岛港

口转型升级，向第 4 代大港跨越的历史重任。

文/韩海燕 

N
ew Model Spreads the Wings of Haiwan

海湾化学产品销售和原料采购基本都依托董
家口港进行，以海运的方式通往世界各地。

Qingdao Haiwan Chemical Co., Ltd. 
largely depends on Dongjiakou Port to ship 
its products and raw materials. From here 
the company’s products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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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但节省了时间运输

成本，还为转型升级找到新的动力。“以

前港口卸完原料，要通过陆运等交通运输

方式运送进公司，不但成本高、隐患多，

而且不能避免‘滴撒漏’等沿途污染的问

题。如今，我们的主要原料乙烯、二氯乙

烷等通过船运到港口后直接通过管道运至

公司罐区，生产的液体化工产品也可以通

过管道直接装船外运。仅原料方面一年运

费就能降低三四千万元。以烧碱装船为例，

400 吨每小时的流量，足以保证万吨货

轮 24 小时满载离港，是汽运 30 吨每小

时流量的 10 多倍，并且不会出现上百辆

汽运车现场排队叫号、等候的拥堵状况，

而从安全方面讲，用车频繁装卸，安全风

险较大，而通过管道直接输送，安全系数

更高。”孙旭光介绍。

海运新模式助推海湾成长

时间再回到 2016 年，这一年对海湾

化学而言是公司进入临港经济发展的新时

期，由此，开启了船运销售的新模式，对

海湾人而言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2016 年 6 月 2 日，承运 7000 吨烧

碱南下的“恒晖”轮和承运 3300 吨进

口乙烯的“莲花”轮，同时停靠在港务 2

万吨级和 3 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这是

海湾化学首船烧碱通过自有码头实现外

销，也是青岛口岸首船进口乙烯到港，这

一历史性的时刻无不凸显出海湾化学搬迁

后大物流、大仓储的优势。

7000 吨 50% 碱的装船工作其实自

6 月 1 日开始，在海湾化学各部门的准备

和配合下，经第三方检验合格的 50% 的

烧碱从海湾化学的碱灌“出发”，经过 9

公里长的外管廊，源源不断进入了“巨无

霸”的船舱中，没有一滴浪费。整个装船

工作仅用 20 多个小时完成。6 月 2 日早

8 点，承载着 50% 烧碱的“恒晖”轮顺

利出港，望着这艘“巨无霸”，海湾人感

到由衷地自豪。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海湾

化学氯乙烯装置试生产的需要，首船进口

乙烯也如期抵达码头。6 月 4 日，在海湾

化学生产技术部、HSE 部、销售部、国

际业务部、物流部等相关部门以及海湾港

务人员的见证和监护下，3300 吨乙烯顺

利通过外管廊进入低温乙烯罐内，在整个

卸船过程汇总，预冷耗时 20 多个小时、

卸料历时仅 10 个小时，首船进口乙烯的

成功卸船，不仅检验了海湾港务码头至公

司装置区 9 公里长的外输管线，也检验

了海湾集团董家口园区从上到下人员协调

作战的能力，更为日后进口乙烯的顺利卸

船积累了做法和经验。

至此，7000 吨 50% 碱装船、3300

吨进口乙烯的卸船，实现了海湾化学与海

湾港务的顺利对接，为未来公司原料进口

及产品的销售打开了水路运输的通道。

如今，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但对

于海湾化学总经理助理、生产部部长于英

而言，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海湾化学

烧碱船运销售的布局与集团搬迁战略布局

同步，如果仅仅依靠运输半径为 300 公

里的陆运销售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

依托液体码头强大的临港优势，用船运的

方式将液体烧碱运往世界各地成为大势所

趋。”于是，2016 年 3 月，船运调研工

作进入实地考察阶段，销售公司代表前往

南方与客户接触，实地考察南方的码头和

罐区操作，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之后便

开始与商务客户进行商务接洽，直到“恒

晖”轮顺利出港。而进口乙烯的入罐更是

给于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

来，当时的心情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紧张。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工作，压力的测试、温度的把控等等，我

们要做到的是万无一失，直到乙烯通过 9

公里长的外管廊进罐后，才稍微放松了一

下。”而通过“前港后厂”这一新的模式，

更开启了海湾化学船运销售的先河。

辗转腾挪间，完成涅槃之旅。在环

保搬迁这一“催化剂”的作用下，从青岛

老城区搬迁到董家口的青岛海湾化学有限

公司发生了一连串化学反应：技术达到世

界一流水准、高端装备推动生产智能化、

安全网络越织越密、绿色变革筑牢环保红

线……

在这些令人惊叹的成就背后，体现了

海湾化学对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等理念的理解，渗透了海湾人对创新

驱动为核心的绿色产业链构建的自觉。

据了解，青岛董家口经济区近期规划

面积 284 平方公里，规划为港区、产业

区和新港城 3 大板块。累计完成开发面

积 50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投资 440 亿

元 , 实现“九通一平”；区域内聚亿元以

上项目 70 余个，投资总额超过 1600 亿

元 , 其中过百亿元项目 6 个，世界 500 强、

中国 500 强投资项目 14 个。海湾化学发

展潜力大，是董家口经济区的一个大项目，

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事实上，董家口港区早就不仅局限于

船只装卸和进出口贸易，“前港后厂”的

模式正在这里每天上演着，依托深水大港

优势，布局建设循环经济区，培育建设国

Large ships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lifting arms waving, and vehicles 
speeding in an endless stream ... 

Standing at Dongjiakou New Port Area 
of Qingdao Port, one can see a powerful 
and rising modern port, which carrie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Qingdao port and 
developing into the fourth-generation 
port.

As an enterprise near the port, Qingdao 
Haiwan Chemical Co., Ltd. is located 
at the Dongjiakou circular economic 
zone; at present, Haiwan Chemical sells 
products and purchases raw materials 
with the basis on Dongjiakou Port, and 

reaches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by sea 
transportati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building plants at the back of the 
port” has also become a pursuit for all 
large chemical enterprises.

Nowadays, from the dock to the park, 
an external pipe rack of 9 kilometers 
connects the cabin with the storage tank, 
which not only lowers the logistics cost, 
but also reduces security risks; meantime, 
the labor cost decreases while work 
efficiency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For 
these reasons, the strategic layout and 
storage advantage of “building plants at 
the back of the port” make it possible 
to form the large logistics pattern in the 
park.

家级精品“ 四大基地 ”——高端装备制

造基地 、 新材料基地、粮油与冷链基地、

航运物流基地 。而这种“前港后厂”的

模式不但极大的节约物流成本，也有利于

做大做强港口物流业，拉长临港产业链，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胶州湾畔的海湾

化学，如今已成为国内化工行业的一个样

板，推动青岛化工产业实现新变革，更担

负着化工产业转型前进的重任。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提供)

董家口港特有的区位优势成为海湾化学做大做强最难得的资源。
The special location advantage of Dongjiakou Port becomes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 for Haiwan 
Chemical to grow bigger and stronger.

从码头到园区，一条 9 公里长的外管廊将船舱和储罐实现了无缝对接。
From the dock to the park, an external pipe rack of 9 kilometers connects the cabin with the storage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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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Exciting Events Captured by 

the Best Photographers

“海湾化学杯”2018 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青岛站
“玛泽润”杯比赛摄影大赛作品评选揭晓

精彩赛事 如影随行
近日，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主

办，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承办，青岛图

片库、青岛市展览工作室、《走向世界 帆

船之都》编辑部协办的“海湾化学杯”2018

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青岛站“玛泽润”杯

比赛摄影大赛作品评选圆满结束。此次大

赛共收到上百名参赛作者的千余幅作品，

内容涵盖本次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期间的

青岛风貌、帆船赛事、文化交流、仪式活

动等。大赛邀请原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侯贺良等专家评委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

最终，仲伟华的《较量》荣获特等奖，阎

胜奎的《恰似繁星落海间》荣获一等奖，

邴起新的《帆影》和王云胜的《海上魅影》

获得二等奖，戴东风的《水上漂》、陈述

萍的《冲击》和齐树青的《帆船之都》获

得三等奖，姜正轩等 10 人获得优秀奖，

傅宝安等 20 人获得入围奖。

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创办于2007年，

是与沃尔沃、美洲杯、世界帆船对抗巡回

赛等赛事齐名的世界帆联特别赛事之一，

是全球公认的最具观赏性赛事之一，“飞

行幽灵”帆船系列更是名扬世界。2018

年是该赛事开展近岸帆船赛的第 12 个年

头，也是赛事登陆“帆船之都”青岛的第

8 个年头。屡获殊荣的国际极限赛今年先

后在阿曼马斯喀特、西班牙巴塞罗那、英

国卡迪夫等全球 5 个站点举办。青岛是该

赛季收官之战。2018 国际极限帆船系列

赛青岛站“玛泽润”杯比赛于 9 月 30 日

至 10 月 3 日在奥帆中心举行，来自 6 个

国家的 12 支水翼双体帆船队在青岛浮山

湾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作为本次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的收官

之战，2018 国际重大赛事的压轴赛，再

一次深化了“帆船之都”城市品牌的综合

优势，助力世界著名“帆船之都”和国际

海洋名城建设，为奥运 10 周年再添标杆。

 文 /韩海燕

特等奖《较量》 摄影 / 仲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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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仲伟华 《较量》

一等奖 阎胜奎 《恰似繁星落海间》

二等奖 邴起新 《帆影》

二等奖 王云胜 《海上魅影》

三等奖 戴东风 《水上漂》

三等奖 陈述萍 《冲击》

三等奖 齐树青  《帆船之都》

一等奖《恰似繁星落海间》 摄影 / 阎胜奎

二等奖《海上魅影》 摄影 / 王云胜

二等奖《帆影》 摄影 / 邴起新

优秀奖 《传》 摄影 / 薛培杰

优秀奖 《金帆竞发》 摄影 / 孙振声

优秀奖 《帆船之都》摄影 / 董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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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姜福祥 《波光帆影》 

入围奖 孙宝金  《待发》《海上圆舞曲》

入围奖 叶   球 《独领风骚》《追逐》

入围奖 王   华 《拼搏》

入围奖 袁福夏 《一泻千里》

入围奖 刘明元    《比拼》

入围奖 郭   鹏 《帆影》《劈波斩浪》

入围奖 宋广昌  《各展风骚》

入围奖 于胜宪 《驾帆劈浪》《扬帆》

入围奖 周    济 《扬帆青岛》  

入围奖 傅宝安 《追》

入围奖 张建军 《魅力帆都》

入围奖 姜正轩 《翘首前行》

入围奖 于蕾蕾 《俏皮冠军》  

入围奖 齐树青 《王者归来》 《稳操胜券》

优秀奖 王    华 《冲刺》

优秀奖 薛培杰 《传》

优秀奖 董庚兴 《帆之都》

优秀奖 姜福祥 《帆之魅》 

优秀奖 齐树青 《激情澎湃》

优秀奖 姚向民 《起航》

优秀奖 姜正轩 《船舷舞蹈》

优秀奖 单宝琛  《起飞》

优秀奖 李嘉欣 《帆船故事》

优秀奖 孙振声  《金帆竞发》

三等奖 《 帆船之都》 摄影 / 齐树青

三等奖 《冲击》 摄影 /  陈述萍 三等奖 《水上漂》摄影 / 戴东风 入围奖 《稳操胜券》 摄影 / 齐树青

入围奖 《驾帆劈浪》 摄影 / 于胜宪

入围奖 《追逐》摄影 / 叶球

入围奖 《赛后花絮 - 俏皮冠军》 摄影 / 于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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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帆船故事 》 摄影 / 李嘉欣

优秀奖 《起航》 摄影 / 姚向民

优秀奖 《船舷舞蹈》 摄影 / 姜正轩 入围奖 《拼搏》摄影 / 王华
入围奖 《一泻千里 ( 之一 )》摄影 / 袁福夏

入围奖 《扬帆青岛》摄影 / 周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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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帆影》 摄影 / 郭鹏

优秀奖 《帆之魅》 摄影 / 姜福祥 

优秀奖 《激情澎湃》 摄影 / 齐树青

优秀奖 《起飞》摄影 / 单宝琛 

入围奖 《比拼》 摄影 / 刘明元 

入围奖 《王者归来》 摄影 / 齐树青 入围奖 《波光帆影》 摄影 / 姜福祥

入围奖 《独领风骚》摄影 / 叶球

入围奖 《各展风骚》摄影 / 宋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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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冲刺》 摄影 / 王华

入围奖 《海上圆舞曲》摄影 / 孙宝金

入围奖 《追》摄影 / 傅宝安

入围奖 《魅力帆都》摄影 / 张建军

入围奖 《扬帆》  摄影 / 于胜宪

入围奖 《翘首前行》 摄影 / 姜正轩

入围奖 《待发》摄影 / 孙宝金 

入围奖 《劈波斩浪》 摄影 / 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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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有位老人来过 文/纪榐

青岛夏日的夜晚，大地一片幽静，天

空繁星点点。此时，火车站的站台上却灯

火通明。

暖风吹拂着人们的脸颊，让人感到心

里热乎乎。

黑色的车头，绿色的车厢，伴随着蒸

汽机低沉的轰响，缓缓驶进站台。

车门打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微笑

着走下来。

白色短衣，灰色长裤，简朴的装扮却

掩饰不了巨大的魅力气场。

邓小平！

是的，就是他老人家。

1979 年 7 月的一个夜晚，他来到了

青岛。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来青岛。上一次是

1957 年，当时毛泽东主席来青岛，在第

二海水浴场的沙滩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

议，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自然要来参加。

不过那次，关于邓小平在青岛的活动记录，

披露得很少。而这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刚在中

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便转身来到山东。

青岛，是第一站。

他说是来休息的。但所有的人都清楚，

那个年代，那个时刻，第三次复出的邓小

平怎么可能休息得了呢？

果然，一系列的会议、接见、谈话，

验证了这位“人民的儿子”对国家发展，人

民幸福的关切和紧迫之情。

邓小平喜欢大海。在青岛的日子里，

几乎每个午后，他都会到第二海水浴场，

在温暖的海水里畅游。

第二海水浴场位于青岛汇泉湾东侧的

太平湾内，与八大关别墅区相邻，浴场里

坡缓、沙软、浪小、水净，岸滩面积大，

海滩有许多鹅卵石，千姿百态静静地安卧

在沙滩边。周边的环境清幽，景色秀丽。

从大海上岸，邓小平便坐在沙滩上休

息。有时会吸上两支烟，有时会跟女儿、

外孙说几句笑话，有时还会跟工作人员说

说工作安排。之后就到更衣室冲水。

那天邓小平正冲着身子，突然水没了。

事后弄清，青岛当时缺水严重，夏季尤为突出。

居民限量每天凭票供水。邓小平居住的八大

关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动不动就供不上水。

有关人员没把实情报告给邓小平，为

了保证有水供应，市里专门安排消防队每

天用消防车来送两次水。也巧，那天邓小

平正坐在浴场休息，突然发现有辆消防车

停在旁边。可能处于好奇，便问服务人员，

消防车是怎么回事呀？服务员实话实说。

邓小平听罢深思了一会，自言自语道，青

岛是座旅游城市，怎么能这样呢？他转头

对坐在一旁的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说，

一定要让老百姓有水吃，青岛市连水都没

有，搞开放旅游是不行的，无法接待外宾，

要赶快解决水的问题。

市委书记自然记住了邓小平的嘱咐，

而且还向省里做了汇报。后来便有了“引

黄济青”工程。顾名思义，“黄”，便是黄河；

“青”，即为青岛。该工程全长 290 公里，

把黄河水从滨州直接引入青岛白沙水厂。

不仅解决了青岛人长期的吃水难问题，还

让青岛彻底摆脱了水问题的束缚，使经济

发展有了长足增长。许多人，特别是年轻

人，并不了解这个历史过程。但上点岁数

的人都知道，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邓小

平就独具慧眼，敏锐地发现了青岛发展、

开放的瓶颈，并做了重要指示。

吃水不忘打井人，现在不再为水烦恼

的青岛人怎能忘记邓小平啊！

在大海里游泳，邓小平一边搏浪勇进，

一边思索着青岛利用海洋的未来和发展。

他多次望着大海和远处的船舶，对伴随身

边的山东和青岛的领导说，山东的海岸线

很长，产鱼不少，可以搞现代化远洋捕捞。

当时，人们的思维意识还只局限在眼

前的海面，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会到远海甚

至大洋里去发展捕捞事业。渔民能有一艘

机帆船在近海捕捕鱼，就是很大的满足了，

即便是集体经济也没有那个魄力和雄心走

出“海门”，去开拓新的更宽阔的领域。然

而邓小平深谋远虑，看到了未来发展趋势。

他的一番“点拨”，让在场的许多人茅塞顿

开、信心大增。为后来的“海上青岛”发展，

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随后，一大批

海洋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今青岛

已聚集了全国 30% 以上的海洋教学和研

究机构，40%以上的专家学者，50%以上

的海洋教学研究力量。西海岸、蓝谷，正

成为利用海洋、发展海洋的桥头堡。“靠

海吃海”“依海发展”，在“大海”上做文章，

Chairman Deng Xiaoping’s Visit to Qingdao

已经是青岛经济工作中不可缺失的重要内

容。它的触角可以说上联五大洲、下联四

大洋，囊括全世界。

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幕，相信邓小平

一定会露出满意的微笑。那微笑会让每个

青岛人由衷地发出感叹：邓小平确实登高

望远，高屋建瓴！

那年，邓小平还去了崂山。

崂山是青岛的骄傲，其古老的历史、

风光秀丽的景色誉满天下。当年秦皇武帝

都曾踏足过此地，一大批文人墨客更是留

下了成百上千的诗篇加以赞美。

邓小平听说这里已开辟为旅游景点，

非常高兴。那天一大早就乘面包车从驻地

出发。1个多小时过去了，车进入崂山后，

道路变得蜿蜒崎岖、坑坑洼洼，环山的

十八盘更是令人“胆颤心惊”，两辆车对开，

稍不留神似乎就危险在即。

邓小平坐在车里，看着车外的路况，

再看看周围的景色，叹口气对车里的人说，

这里，称得上是发展旅游的风水宝地，可

是这路窄路孬，危险不安全，谁敢来这里，

更不要说接待外宾啊！

的确，当时的崂山虽然吸引了不少慕

名而来的游客，但山高路陡、设施简陋、

杂木丛生、碎石满地，上山难，下山也难。

直接制约了崂山的旅游事业发展。

邓小平的“批评”，让同行的青岛市领

导和有关人员十分“内疚”：守着这么一座

名山，却让人望而却步。

太清宫，全真派道观。这座具有

1000 多年历史的道教建筑，不仅因为张

三丰在此修炼、蒲松龄在此居住而出名，

这里的地理位置还非常特殊，生长着许多

按说北方气候不宜生长的令人叹为观止的

珍稀树木，被称作“小江南”。

邓小平对这里很感兴趣，仔细看了康

有为的石刻，又看了耐冬和玉兰，还看了

汉柏、唐榆、宋银杏。面对千年古树“汉柏”，

邓小平仰面看了好一会说，这个地方很好，

单凭这么几棵大的古树，就可招引很多的

人，有条件安排开放，发展旅游事业。崂

山要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就要充分利用

自己的优势。

用几棵古树做旅游？一些人当时并不

理解邓小平的这些话，但随着对外开放的

深入发展，人们很快就发现，一座旧庙、

几块奇石，甚至一段传说，就可以成为游

客趋之若鹜的景点。

好在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脑子

是清楚的，邓小平离开青岛时间不长，青

岛市就加大了对崂山景区的开发与管理。

首先是修路。要想富先修路。同样的道理

用在旅游上也是绝对的“真理”。接着，对

破旧损坏的景点进行翻新和修葺，3年后

崂山被国务院审定公布为首批国家风景名

胜区，成为青岛市旅游业的风向标，而且

发展得越来越好，交通形成了陆、海、空

立体化格局，并被命名为中国重要的海岸

山岳风景胜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现在许多人登崂山还会想起当年邓小平说

的话：崂山要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

实际不仅崂山，如今整个青岛市都成

为了亮丽的名片，向全国向世界展示着灿

烂辉煌的一面。

之后邓小平再没来过青岛。说起来有

些遗憾。实际那一次他给青岛留下的有形

无形的财富已经够多了。但是人们还期望

更多，所以总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39 年过去了，曾在青岛大地上留下

足迹的那位老人已离我们远去。然而当看

到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蓬勃发展欣

欣向荣的美好景象时，人们自然会想起他、

说起他。不仅要感激他高瞻远瞩的非凡目

光，更要感激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的强大春风吹荡在祖国大地，同样温暖着我们的城市。

40 年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走出神秘
Unveil the Mystery

文/恺放

上世纪扑面而来的改革大潮，伴随着

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条条战线、各行各业，

荡漾着亿万人民心头。令人心潮澎湃、激

动不已。

1986 年 11 月的一天，在某企业工作

的苏大雄 ( 化名 ) 无意间扫了一眼放在办

公桌上的《青岛日报》，头版头条一则黑

体醒目标题引起他的注意：我市首次面向

全市公开选拔局级领导干部。

苏大雄好奇又迅速地抓过报纸认真看

了起来。

为拓宽用人渠道，深化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中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市

范围内公开选拔市计委、市经委、市财办

副主任和市司法局副局长。选拔采取推荐

和自荐两种形式……

苏大雄的心情不平静起来。这是真的

吗，公开“考官”，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听说过的“奇”事啊！

下班后苏大雄匆匆赶回家，对正在忙

着做饭的妻子说：看今天报纸了吗？市里

要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了！说着把报纸拿出

来，一字一句地念给妻子听。妻子问，你

想去报考吗？苏大雄点点头：我想去试试。

试试是好事，但不怕别人说闲话吗？还有，

考上什么都好说，考不上呢？

妻子的诘问，苏大雄都想过，但此时

还是无言以对。这一夜他没睡好，脑子里

一直在翻腾着一个问题：报考，还是不报？

苏大雄家里祖祖辈辈除了农民就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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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官”没有丝毫关联。到了他这代，

因为上了大学，又因为赶上干部“四化”需

要，被破格提拔担任了副厂长。基层工作

经历和磨砺，让他期望到更高更广阔的天

地去锻炼发展。但他也清楚，这不过是自

己的一厢情愿而已。为官可不是自己说了

算的事，严密的组织程序，始终笼罩着一

种特殊的神秘感，让人难以捉摸，望而却

步。然而，这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无疑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自己可以推荐自己。

不过，苏大雄也担心，会不会有人借此说

这是“伸手要官”呢？因为大小官位历来都

是组织上任命，哪有自己站出来“主动请缨”

的？

顾虑和担心让苏大雄十分纠结。其

实，当年与苏大雄有同样想法的大有人在。

1986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8年进程，

但涉及到干部人事，人们依然还禁锢在传

统的封闭式理念之中，通过公开透明的方

式运作干部选拔，有些地方虽做过探索，

但大多浅尝则止，全国范围内还没形成“气

候”。在此情况下，人们有这样那样的顾忌，

也是情理之中。

那年我在公开选拔工作办公室工作，

参与了选拔工作全过程，接触了众多报名

人员，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状况有

较深的了解。苏大雄就是其中一员。他在

电话里跟我聊过，还专门到办公室找我谈

过。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尽管我一再做他

的工作，希望他消除顾虑，但他始终在犹

豫。他觉得厂里的领导、职工对他都不错，

报名参加选拔，是不是会辜负了大家期

望？还有，做了一辈子工的父亲劝他，能

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别再想三想四了。人要知足。我问他真心

想法？他说，很希望能在大机关工作，哪

怕就一段时间。毕竟站位层次不一样，大

机关能长见识、开眼界，有利于更大的成

长、进步，但是……

苏大雄“但是”后面的潜台词不言自明，

让人深感改革走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难。

不过苏大雄最终还是报了名，是自荐。

几乎在最后一刻才交上的报名表。类似情

况的还有好几位。那天下班时间已到，我

们的办公室门却被一次次敲响，进来的无

一例外额头上都渗着细细的汗珠，攥在手

里的报名表递到我们手上时，明显感到带

着一丝湿气。不紧张是假。对所有报名的

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一次真正的挑

战，对自己，也是对传统观念。

多年后与“苏大雄”们见面又说起当年

的“窘状”，不由地哑然失笑。但当时的社

会环境、氛围，人们的理念、认识，又是

何等状态啊？旧的思维方式还在顽强的

“发力”，许多人的观念保守、刻板、

固执，还夹带着莫名其妙的“丑陋”和“狭隘”。

别说积极参与，就是有点想法，也会被“耻

笑”为“异想天开”，或者招来“不自量力”的

冷讽热嘲。媒体公布了报考消息后，咨询

电话打来不少，但报名者却寥寥无几，急

得部领导动不动到办公室询问，还不时地

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形势”，制定对应措施。

改革，真的不是一蹴而就。

然而，改革的强劲春风终究阻挡不住。

人们虽然心存顾忌，却难以抑制心头澎湃

的火热激情。最终，240 名符合条件者进

入了竞争行列，平均每个职位 60 名。这

个比例让不少人惊呼：竞争如此激烈啊！

部里从事干部选拔工作的的一些“老人”也

说，一个领导职位有这么多的备选人员，

真是前所未有。自荐几乎占了一半，意想

不到。令人兴奋，更令人刮目相看。说实

话，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底气岂敢让自

己坦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尽管其中有个

别人因为“面子”的缘故，瞒着单位、朋友、

同事，甚至家人“偷偷”报的名，但能大胆

迈出这一步，已经难能可贵了，更不要说

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入围”和最终被选定

者。他们展现的不仅是良好的素质、能力

和胆识，还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带给人们

的信心和希望。

选拔先笔试后面试。面试现场精彩纷

呈、不分仲伯，以至于评委们难以取舍。

最后，两位分别来自不同企业的厂长、党

委书记，一位市委党校的副教授，加上一

位机关的科长，成了最终人选。他们中最

大的46岁，最小的 28岁。如果论资排辈，

这些人要想再“进步”，或许要等上一段时

间，或许就根本没有机会。因为他们中有

的人干部部门并不了解，换句话说，不在

视线内。知人方能用人，“视线”之外，结

局可想而知。但这次公开选拔，一些原本

看上去“不显山不显水”的“蛰伏者”，一些

起码近期不被考虑的“后备干部”，争相出

现在竞争舞台上。出色的表演、不凡的表

现，加上骄人的业绩，让干部人事部门，

包括市领导们“大开眼界”“如获至宝”。不

仅 4个职位的人选按既定目标走马上任，

之后组织部门干脆进行了二次开发，又有

20 多名参与者被提拔到不同领导岗位。

更多的人还是“落选”了，包括苏大雄。

但“失败”并没让他们沮丧，一番观念与传

统、革新与进步的“淬火”，让更多的人变

得既坚强又淡定。苏大雄事后打电话告诉

我，厂里的同事、职工知道他报名参加选

拔的事，出乎意料的一致竖大拇指，得知

落榜了，大家都安慰鼓励他：年轻，不

怕。有机会从头再来。变了，确实变了，

为官的“观念”在人们心头改变了。苏大

雄感慨而言。

首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成为当时青

岛干部群众热议的话题，大街小巷、工厂

学校、机关单位，到处都在说“选拔”。这

种超乎预料的“热情”，实际是全国范围内

干部人事工作改革的一个缩影。人们普遍

认为：如果没有公开选拔这种机制和机会，

一批人才或许永远被“雪藏”、被“忽略”、

被“放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对人才

最大的尊重，也是对事业最大的负责。

4位入选者中日后有 3位成为了正局

级领导，1位成为副省级领导。更可喜的

是苏大雄，几番努力，在参加了几次不同

类型的领导干部公开选聘后，最终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而其时，曾经“灯火阑珊处”

的干部人事工作，早已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显现出新的充满活力的容姿。成千上万的

优秀人才在时代大潮中，激流勇进，纷纷

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人才辈出的春天枝繁

叶茂。

作为暗黑系代表，骷髅头是万圣节配饰中必不可少的帅气元素。周生生突破传统设计，将

骷髅头造型融入饰品之中，Noir 系列运用黑铑金属电镀技术在足金骷颅头表面镀上帅酷的黑色，

并以手工拉丝技艺在饰品表面打造凌厉的拉丝效果，将骷髅的犀利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显

深不可测。Less is more，单边耳环的不对称之美，玩酷之余乖张尽显。摒弃千篇一律的浮光

跃金，Noir 系列为这个万圣节增添一抹低调的暗黑。

尝腻了惊悚夸张的风格，偶尔的可爱风趣不失为一种选择。海贼王和万圣节的跨界演

绎足够让人眼前一亮。热血信念的动漫形象，熟稔经典的海贼旗船锚，One Piece「航海

王」系列饰品为百鬼夜行的剧烈心跳增添了一丝妙趣。海贼旗上的骷颅头标志是信念的象征，

那份坚守不变驰骋航海的信念，在船锚坚挺、硬朗的线条下坚定的驶向梦想彼岸。万圣节

来临之际，不如用 One Piece「航海王」系列饰品表达自我，去创造专属你的冒险故事。

暗影重重，幽邃陆离。在这古老而新潮的节日里，和周生生一起用独具匠心的

珠宝配饰，打开奇幻的万圣节大门，诠释别样潮范，变身派对之王！ 

周生生 One Piece「航海王」海贼旗足金串珠

周生生「骷髅头」系列黑玉髓足金手链

周生生 One Piece「航海王」船锚造型足金吊坠

周生生 Noir「骷髅头」系列单边耳环

点 亮 南 瓜 灯， 启 动

魔 力 帚， 骷 髅 骑 士 的 机

械 炫 舞， 惊 魂 盛 宴 的

COSPLAY……万圣节这

一天，捣蛋无罪，搞怪有

理。突破传统、大胆创新

的周生生 Noir「骷髅头」

及 One Piece「航海王」

系列将万圣节的怪趣融入

珠宝之中，在妖“颜”惑

众的万圣之夜，玩味夸张

骷髅时尚，大胆戴出萌系

“鬼”花样。

凝聚 80 多年的悠久历史，周生

生凭借精湛的珠宝工艺，聚焦品味

人士目光。秉持“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的品牌理念，以及对完美的坚持与

追求，周生生品牌已成为优质工艺、

卓越质量及专业服务的标志。时至

今日，周生生每一件华美璀璨的珠

宝饰品，都糅合着经典、时尚及创

新的元素，时刻散发迷人光芒。

周生生一直开拓国际视野，

积极引入国际著名珠宝品牌，为亚

洲地区的顾客提供更多元化的选

择。周生生在大中华地区业务覆盖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拥

有超过 500 间自营分店，同时设立

完善的网上购物服务，为全球每一

位追求品味的顾客，提供集优质珠

宝与专业服务于一身的非凡体验。

详情请访问周生生中国官方网站：

cn.chowsangsang.com。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络：
周生生（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北京朴睿铂尔咨询有限公司	

朱燕红	Kola	Zhu		
电话：021-5339	0282
邮箱：zhu.yan.hong@chowsangsang.com

胡洁			Alice	Hu	
电话：1841	0161	071	
邮箱：alice.hu@premieregroup.com.cn

有关周生生

破格酷帅中性风

经典妙趣海贼风

万圣节袭来 
周生生妙趣珠宝 予你变身派对之王 文/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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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深 翰墨青岛

10 月 27 日至 28 日，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暨首届青岛国际书法双年展在青岛举行，来自中

国、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瑞士、比

利时、印度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近 200 名专家学者、书法艺术家参加本次活动。此次活动的成功举

办，不仅弘扬传统书法文化，推动中国、青岛书法艺术的国际交流，更是借书法艺术这一载体，讲

好青岛故事、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展示文化自信。

文/王一如  图 /王勇森

国际多元视角

集结青岛发声

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由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

会主任陈振濂担任学术主持，国际书法艺

术联合韩国本部理事长、韩国著名书法家

权昌伦等 10 余位国际名家现场作精彩的

主旨演讲，50 余位对康有为书学有独到见

解的学者进行研讨，国际而多元的视野在

青岛集结发声，带来有关康有为书艺及碑

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书法艺术的创新思维。

此次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收到 60

余篇国内外专家论文，内容包括康有为书

学思想在国内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康有

为曾外孙女潘维君、比利时皇家美术与历

史博物馆中国文物典藏馆荣誉馆长史蒙

年、美国汉密尔顿学院美术史教授郭德夫、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柯乃柏等知名

Love for the Mountains and Sea, Calligraphy Works for Qingdao

——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暨首届青岛国际书法双年展举行

汉学家及中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康有为书

学成就进行分析。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研

究在以前康有为研究基础上有许多新发现

和新角度。比如，日韩学者对康有为书法

书学在日本、韩国传播接受史的研究；法

国学者对康有为在印度的行迹研究；故宫

博物院学者对馆藏康有为题跋的独家发表

和独特见解；两岸学者对康有为“僻碑说”

的看法、对魏碑刻凿和篆隶笔意的考量等

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专家

学者在传统研究课题的新颖立意也引起与

会者的关注，如康有为的知识结构研究、

卑唐观点与干禄书体、康氏思想与今文经

学等等，都从学术和思想诸方面开启了康

有为书学研究的新生。从此次研讨会取得

的显著成效来看，康有为书学在国际上正

逐步成为显学。

值得一提的是，陈振濂用精彩的开场

演讲和两次学术总结，给予了本次研讨会

高度的肯定和殷切的期望，他认为此次研

讨逐渐开启了书学人物研究的学科范式，

他表示，康有为不仅是近代一位著名的政

治家，其在近代书论史、书法批评史上更

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康有为书学国际研

讨会的举办拓展伸延出丰富的研究内容；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刘正成认为，康有为

书法理论与实践的当代意义集中体现在他

的专著《广艺舟双楫》，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方面全面总结、完善了清代碑学运动，

康有为提出“碑帖兼融”的艺术主张，对

于促进艺术风尚的转变、多元化创作风格

的形成，乃至推动现代书坛乃至当代书坛

的创新发展，都有深远意义；比利时皇家

美术与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典藏馆荣誉馆

长史蒙年认为，书法在人类艺术中弥足珍

贵，没有汉字就没有书法，因此不能“丢失”

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暨首届青岛国际书法双年展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Kang Youwei’s Calligraphic Study & The First Qingdao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y Biennale 
was held at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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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古老的中国书法、中国文化的精髓从青

岛的海山之间传遍世界。毋庸置疑，康有

为书学国际研讨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其

背后是长达 1 年多的酝酿和筹划。这场

高起点、高要求组织筹划的文化盛会，不

仅是青岛书法界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书

法界的一件大事，它的成功可谓是“天时

地利人和”。“今年青岛刚刚在 6 月举

行了备受世界瞩目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非常高，康有为

书学国际研讨会和青岛国际书法双年展是

一场‘文化的主场外交’，选择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举行，无疑是放大峰会效应、释

放峰会红利，是对“办好一次会 , 搞活一

座城”的一次很好的呼应。事实上，青岛

举办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也有良好的城

市底蕴作基础——康有为本身就充满了个

人魅力，他在青岛度过了人生的最后 10

年，其艺术精神融入了青岛的山海情怀，

为康有为书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

这里有他的故居，有他的遗墓，也有许多

潜心研究他的学者专家。当然，活动的成

功也离不开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离不开

青岛文化界同仁给予的帮助。”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康有为国际书学研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范

国强表示，通过此次研讨会，青岛作为“康

友为学术研究的中心”的国际地位，得到

了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可和交口称赞，举办

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不仅为青岛打造

了新的文化品牌，更是借书法这门艺术，

讲好青岛故事、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展示文化自信。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门类，是传

统文化核心、深邃、精妙的组成部分，也

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独特创造力与哲学意

韵的艺术形式之一。虽然青岛建置只有百

余年，但青岛书法历经几千年传承发展，

形成了源远流长、开放包容的书法文化，

构成了青岛山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康

有为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作

为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式的一代宗师，

上承中国古代书法史、下启清代碑学书法

史，同时他也是青岛历史文化名人中最具

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康有为书学，一方面

是对青岛书法史研究的促进和引领，实现

对青岛书法宝藏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

也是对青岛城市文化起到提升。”范国强

表示，此次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离这一

目标更近了一步。“今后康有为书学国际

研讨会还将深入开展下去，力争办出品牌，

做成学术精品。”

目前，青岛书法事业的发展正处在中

国经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

正处在山东省文化强省建设的关键时期，

正处在青岛市推进现代海洋文化名城建设

战略的关键时期。未来 5 年，青岛市书

法家协会书法事业的发展会以建设德艺双

馨的书法队伍、创作有时代特色优秀作品

为中心任务，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将青岛

建成“国际书法艺术名城”为目标，在力

争实现书法网络无盲区的同时，提升青岛

书法的艺术内涵，使青岛书法产业和书法

事业齐头并进，并打造“山海情深”书法

文化品牌，真正把青岛书法艺术事业推向

新高峰。

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期间，首届

青岛国际书法双年展同时举行。青岛国

际会议中心展出了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

的代表书家的 160 件精品力作，这是书

法艺术界备具代表性的一次真正高规格、

高水准、高视阈的书法展。国内外具有

高端影响力的名家相约青岛，荟聚了中

国书协 3 届主席、20 余位副主席以及当

代书家代表，展示佳作、研讨书艺，可

谓是精彩纷呈、盛况空前。这些作品注

重传统、风格多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

有所创新和突破，为青岛书法爱好者呈

现一场多元化的书法盛会，为促进青岛

书法艺术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国际

性互动平台。与此同时，也激发了青岛

书法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了青岛书

法更高发展动力，促进了青岛书法走向

世界的实力，使书法艺术在全球焕发出

更加绚丽的光彩。

笔墨为媒

与大师“对话” 

雅俗共“享”，是康有为书学国际研

讨会及其系列活动给人的直观印象。除了

“高大上”的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蓬

荜生辉的青岛国际书法双年展、风雅的“国

际名家写青岛大型书法笔会”，还有多层

次的文化交流让书法艺术“走下神坛接地

气”——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举行期间，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副主席陈振

濓、何奇耶徒、顾亚龙等书法名家，还参

加了和“书法大师进校园、进社区”等书

法学术交流和普及活动。

10 月 27 日下午，中外书法家走进

青岛市市南区东部老年活动中心，与市南

区老年文化协会书画部成员及社区书法爱

好者面对面交流并进行现场指导。活动

中，思想激荡、创意飞扬的书法家们挥毫

泼墨，以一幅幅主题鲜明、格调高雅、不

拘一格的书法作品，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真

挚热爱和无限深情。参加活动的书法爱好

者在近距离欣赏书法家现场创作的同时，

还与大师交流书法创作、鉴赏心得等，收

获满满。在青岛，书法受到社会各界的青

睐，书法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青岛市市

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不断强化公共文化服

务，组织开展多层次的书法艺术活动，并

不断向基层社区延伸，不仅在 6 个社区

文化馆开设书法培训课程，开展“书法名

汉字与书法，保留汉字和书法就是保留中

国的文化；韩国全北大学教授、韩国书艺

学会副主席金炳基则认为，书法在 21 世

纪被全世界瞩目，应努力把书法从东方推

展到西方乃至全世界。

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由中共青岛市

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市南区委、青岛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青岛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山东省

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共青岛市委对外

宣传办公室、青岛市书法家协会、青岛市

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青岛旅游集团、

青岛海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作为一

场高规格、高水准的国际交流盛宴，康有

为书学国际研讨会在充分体现其专业性、

学术性和权威性之外，更体现了国际性。

作为国际化城市，青岛邀请众多国外的专

家和艺术家齐聚交流，不仅推进时代的书

法学术深入研究，更多层次展现青岛历史

与文化的深厚魅力。

此次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不仅弘扬

了传统书法文化，推动了中国、青岛书法

艺术国际交流，更加吸引了众多国家和地

区的书法团体和书法爱好者们共同参与，

海外汉学专家学者、书法名家齐聚青岛。
Famous foreign sinologists, scholars and calligraphers gathered in Qingdao.

范国强（左一）向中外嘉宾介绍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内的书法作品。
Fan Guoqiang (first from left) introduced to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guests the calligraphic works in the main venue of 
the SCO Qingdao Summit.

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现场。
The scen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Kang Youwei’s Calligraphic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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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社团、走读课推动校园书法艺术课程

化、多样化、日常化、节庆化，不断提高

学生的书法水平。

在青岛期间，中外书法家们还参观游

览了小青岛、小鱼山等青岛地标式景观景

点，以及 1907 光影俱乐部、青岛书房等青

岛老城人文历史文化建筑，书法家们在领

略青岛风情的同时，近距离品味老城文化，

感受繁华都市中静谧的老城区艺术特色。

昨天与今天

大师们眼中的“青岛”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

可车可舟，中国第一”……当年，康有为

在书信中对青岛的赞誉，穿行百年，至今

流传，仍然是青岛最形象、最具代表性的

城市写照。在海内外书法名家眼中，青岛，

是一种别样美丽的存在。

作为康有为的后人，潘维君十分感

谢青岛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钦佩青岛书法

界聚集了如此多的中外书法名家、学者关

注和研究曾祖父的书法、书学，这让她特

别感动。“书法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通过对曾祖父书学的研究，可以把中

国的文明传播到世界，我特别感谢青岛的

支持。”潘维君特别喜欢青岛，之前每次

来青岛主要是拜谒曾祖父的故居，她能感

觉到青岛政府的重视，因为每次游览故居

博物馆都有新的内容。“我想，青岛与曾

祖父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缘分。他选择在

这里定居，最后的归属地也选在这里，所

以我想青岛在他的心中一定有一个特殊的

因缘。”潘维君回忆，之前来青岛最常去

的是曾祖父故居附近的老街，她会沿着老

路走一走，也会去父亲提到的曾经看日出

的海边，而这一次来青岛，潘维君对青岛

有了一个全新的印象：“这次研讨会的地

点是在举行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青岛国际

会议中心，之前我没有来过这附近，感觉

这里很漂亮，是不一样的新面貌。”

被誉为韩国书法界“泰斗”的权昌伦

第三次来青岛，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

人文底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

国书法界与青岛书法界的文化交流有着很

深的渊源。在我看来，青岛的书法水平比

较高，而且这里既有历史留下的许多摩崖

石刻，也有像康有为这样的大书法家。”

与其同行的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海外

研究所副所长、韩国书法艺术院院长叶欣

则是中国很多地区首次与韩国进行书法交

流的“牵线人”，他已经数不清来青岛多

少次了，但每次来都感觉青岛有很大的变

化，感觉青岛这座城市越来越干净，越来

越美丽，变得越来越好。叶欣认为青岛书

法家的水平都非常高：“山东本身就是中

国的书法大省，水平很高，青岛又是其中

的佼佼者。在一次次与韩国的书法交流中，

青岛有很多书法家与韩国著名的书法家成

为了好朋友。我相信，这次青岛国际书法

双年展的举办，会让青岛与韩国以及世界

各国的书法家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1979 年，柯乃柏作为来自法国的留

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在南京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在 1980 年至 1981

年间，他第一次来到山东，到过的青岛、

济南、曲阜等地游览，第二次来青岛是

在此行之后的 10 几年。柯乃柏在青岛有

很多很好的朋友，所以这次并不是他第

三次来青岛。“我对青岛最深刻的印象

家进社区”“社区公益书法展”等群众性

书法活动，还在国庆、元旦等节庆活动期

间，以展览、笔会、培训等形式开展书法

惠民活动，普及书法知识，传播书法文化，

弘扬书法艺术。

10 月 28 日下午，中外书法家走进

青岛文登路小学，与文登路小学书法班的

学生交流并进行书法教学指导。现场，书

法家们与这些刚刚跨入书法艺术之门的孩

子们分享书法艺术的运笔技巧、结构造

型、作品欣赏等，并挥毫泼墨、各展所长，

让孩子们更深刻地感受书法艺术的墨韵之

美。近年来，市南区高度重视中小学美育

工作，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

学校美育教育，让中小学生在艺术的浸润

中陶冶情操。各中小学根据本校实际，积

极探索设立特色书法艺术课程，打造“做

有根的中国人”书法大赛、“书法名家进

校园”等品味经典文化活动品牌，开展晨

读午写、每日习字、书画展、校园艺术节

等丰富的书法活动，打造市南美育亮丽名

片。青岛文登路小学注重传统文化的研究

探索，不仅建立了“天游书院”，还成立

了青岛第一家孔子学堂，并与青岛书画促

进会携手成立书画培训基地，常年举办“书

法家进校园”、书画笔会等活动，通过课

201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Kang 
Youwei’s Calligraphic Study & The 
First Qingdao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y 

Biennale was held in Qingdao recently. The 
symposium was hosted by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Qingdao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A hundred 
famous calligraphers and scholars from 
China, Russia, the U.S., Australia, Canada, 
France,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joine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Kang Youwei’s 
calligraphic study.

During the symposium, a “large-

scale calligraphy meeting for famous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ers to write for 
Qingdao” was held with well-known 
calligraphers from 14 countries and 
regions creating ten excellent works for 
Qingdao, and became another climax of 
the exchange activity. Su Shishu, Chairman 
of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wrote 
first for the calligraphy meeting, and 
went to Qingdao Wendeng Road Primary 
School and Shinan District Senior Citizen 
Activity Center together with many other 
Chinese and foreign calligraphers to carry 
out “calligraphers in schools” as well as 
cultural benefiting activities.

就是，这座城市靠近大海，这一点特别

吸引人。而且整个城市很干净也很美，

到处是绿植、公园。而且这座城市很现

代化，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商店。这里

的市民也很文明，城市因为没有噪音而

显得很安静，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很舒

服，令人赏心悦目。”

这是上海市政府“白玉兰奖”获得者、

西日本书道协会会长、日本著名篆刻家

师村妙石的第 209 次中国之行，他第一

次来中国是在 1972 年，当时中日正式

建交，他作为日本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访

问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总理

的接见。师村妙石出生在日本的宫崎县，

那里也有一个叫“青岛”的地方，也因

此，他对中国的青岛印象深刻：“青岛

有山有海很漂亮，建筑也很迷人，也有

悠久的历史，这座城市保留了文化的多

样性，并且体现得很充分。”此次来青岛，

师村妙石主要是参加青岛国际书法双年

展，他带来一件很有特点的作品——是

以青岛啤酒为题进行创作的。“在日本，

青岛啤酒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既是一种

饮食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代表的象征，

我们一边品着青岛啤酒，一边加深着友

谊和交流。”在师村妙石看来，此次青

岛国际书法双年展可以用“盛况空前”

来形容，“通过书法、篆刻加深中日文

化的交流，是我一生所追求的目标。看

到这么多名家带来自己的作品参加这次

双年展，我能感受到青岛为此所做出的

工作，也非常感动。” 

山海情深，翰墨青岛——首届康有为

书学国际研讨会暨青岛国际书法双年展落

下了帷幕，但墨香不散。

（本文部分图片由康有为书学国际研

讨会活动组委会提供）

书法名家与青岛小学生进行交流。
Famous calligraphers carried out exchanges with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Qingdao.

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举行期间，青岛国际书法双年展同期举行。
The First Qingdao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y Biennale was hel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Kang Youwei's Calligraphic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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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最美的传统文化永续流传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eenager Film and Television 

Carnival Closes

文/王欣  图 /王勇森

当传统文化邂逅影视

时间拨回到今年的春天。4 月 27 日，

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活动在

北京正式启动。由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区政府、中国儿童

少年电影学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动画电

影工作委员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联

合主办的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

华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部署的具体实践，以“立德树人”为主旨，

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剧本、影视作品征集活动，遴选一批体

现中华传统美德、富有教育意义的感人

故事，推出一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

优秀影视作品，通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

平台予以展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方位融入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环节，鼓励

青少年接受文化熏陶、汲取成长智慧、

指导实践养成，进一步弘扬自强不息、

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为充实活动内涵、丰富活动形式，

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活动设

置了 7 项板块活动。其中，中华传统文

化青少年影视剧本征集、小演员海选、

作品评选 3 项活动面向全国青少年发出

邀请，广泛征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

的青少年题材影视作品（影视剧、动画、

微电影），选拔优秀小演员，并邀请文

化界、影视界嘉宾进行评选；嘉年华“崂

山单元”、崂山夏令营 2 项活动，组织

全国影视机构、青少年影视制作团队进

崂山、拍崂山，举行崂山单元短片大赛；

嘉年华颁奖盛典则表彰经典传统文化影

视作品，并通过全国媒体平台对优秀作

品进行展播，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

价值。

自活动正式启动后，中华传统文化

青少年影视嘉年华各板块活动全面展开：

5 月至 7 月，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影视作

品、海选优秀小演员；8 月组织专家进行

评选……直到 10 月 25 日，中华传统文

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在青岛市崂山区举

办隆重的颁奖盛典，评选出最佳影片奖、

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等奖项，并通

过 CCTV 中学生频道、中国微电影频道、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

以及腾讯、搜狐、爱奇艺、优酷等网络

视听平台，对优秀作品进行展播推广。

中国影视“大咖”齐聚崂山

助阵中华传统文化永续流传

10 月 25 日，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

影视嘉年华年度颁奖盛典在位于青岛市

崂山区的青岛大剧院举行。著名文化学

者、优秀影视剧导演、著名表演艺术家

和影视演员齐聚一堂，南京军区政治部

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蔡传道，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原监管司副司级巡视员侯德

利，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发展中心主任、

组委会执行主席郑子，中国电影资料馆

研究员刘澍，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副会

长邵丽，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发展中心

副主任许峰，大众电影杂志社社长翟建

农，大众电影杂志社总编辑辛家宝，中

央新影集团微电影发展中心副主任许峰，

中国关心下一代爱心行组委会主席王中

华，中国关心下一代爱心行组委会秘书

长杨丽娟，以及谢芳、张目、唐国强、

朱琳、石小满等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

文化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

著名朗诵艺术家张宏、非也，文化学者、

著名书法家高阳，中国台湾影视女演员

王思懿，著名歌手周艳泓、张行等嘉宾

参加了年度颁奖盛典。

此前，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

国电影家协会动画电影专业工作委员会

组织国内知名影视学者、文化学者，以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对新中

国成立以来 2000 多部动画电影、700

多部传统文化电影及儿童电影进行甄选，

评选 10 部“优秀动画电影”和 10 部“优

秀传统文化电影”并向全国青少年推荐，

这是国内影视界首次进行传统文化主题

电影推荐。此外，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从《神笔》《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等优秀动画电影，到《山水情》《联林珍奇》《变

脸》等优秀动画电影，再到《人之初》《小城大爱》《小彬的夏天》等微电影……中华传统文化

的各式精彩，在一场“嘉年华”中相遇，绽放。近日，备受瞩目的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

华年度颁奖盛典在青岛市崂山区圆满落下帷幕。

——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永久落户青岛市崂山区

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颁奖现场。
Awards ceremon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eenager Film and Television Carnival.

著名表演艺术家石小满（左二）应邀参加颁奖仪式。
Shi Xiaoman (second from left), the famous performing artist, attended the awards ceremony on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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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为此次活动征集到

860 多部影视作品，并通过专家评选出

2017—2018 年度传统文化题材优秀微

电影以及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等奖项。

最终，《人之初》《小城大爱》《小彬

的夏天》《凤舞峡山》《为爱回家 》《心愿》

《只要有你》《永不退役的士兵》《向勇》《危

情两小时》《安顺故事 2》《村长的宅改》

《我的假期我的戏》《幸福的蒲公英》

《择善》《放飞的艾德莱斯》《树图腾》

《萤火》《望儿山》和《景德镇》20 部

作品获得“2017 年度传统文化题材最佳

微电影表彰最佳微电影”；鲍海珊（《小

城大爱》）、申国卫（《小彬的夏天》）、

刘玉龙（《心愿》）、王国欢（《永不

退役的士兵》）、杨爱君（《向勇》）、

范宗保（《危情两小时》）、蔡兵（《安

顺故事 2》）、李伟健（《我的假期我的

戏》）、郑晓佳与许峰（《放飞的艾德

莱斯》）和张建成（《树图腾》）获得“最

佳微电影编剧 / 导演”；邵可（《档口》）

获得“优秀摄影”；李 龙（《凤舞峡山》）、

马雨露（《永不退役的士兵》）、朱玲

艺（《安顺故事 2》）、徐光宇（《只要

有你》）、王洪涛（《幸福的蒲公英》）

获得“最佳微电影演员”。同时，《神笔》《小

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哪吒闹海》

《崂山道士》《人参果》《三个和尚》《九

色鹿》《天书奇谭》《金猴降妖》《葫

芦兄弟》《舒克和贝塔》《宝莲灯》《小

兵张嘎》《马兰花》《魁拔》《福娃》《西

游记》《秦时明月之诸子百家》《兔侠

传奇》《神秘世界历险记》《十二生肖》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熊

出没：奇幻空间》和《大耳朵图图之美

食狂想》入选“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传

统文化影视动画片推荐名单”；《山水情》

《联林珍奇》《变脸》《娃娃唱大戏》《王

勃之死》 《生旦净末》《无敌小武生》《了

凡四训》《东方狮王》《棋王和他的儿子》

《秦时明月》《武当少年》《黄小鸿之

狮舞骄阳》《梅兰芳》《武道少年》《廉

吏于成龙》《孔子》《苏东坡》《大掌门》

《神笔马良》《百鸟朝凤》《大鱼海棠》《小

门神》《阿唐奇遇》和《龙之战》入选“适

合少年儿童观看的经典传统文化影视作

品推荐片目”。

优雅的朗诵、美妙的歌声、灵动的

舞蹈……丰富精彩的文化演出穿插在颁

奖环节中，为观众送上一台难忘的传统

文化视听盛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青少

年影视嘉年华永久举办地的青岛市崂山

区，在金秋 10 月，用这场别样的影视文

化盛宴，向全国展现“现代化山海品质

新城”的文化魅力。

应邀前来参加颁奖盛典的著名表演

艺术家、家喻户晓的青岛籍明星唐国强

表示，年轻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传

承，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中华传统

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的举办，会让年

轻人更加关注、专注中国传统文化。对

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很重要，需要

学校和家庭教育共同努力，通过教育的

普及推广形成良好的氛围，才会让青少

年在这种氛围中树立正确的标准和目标，

并为之努力。唐国强还表示，文化需要

传承，如今出现了一些传统方式，要发

扬的同时也要正确引导，才会让青少年

们走得正。

“小叮当”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

家石小满则表示，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

影视嘉年华是承上启下的活动，对优秀

传统文化是一种挖掘和传承。活动与影

视结合，传播的是正能量，而这种正能

量则是以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

这也是影视应该遵循的方向。石小满认

为，现在针对青少年的影视作品太少，

艺术工作者不该放弃每一个年龄层的观

众，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一代代传承。而且，

表演艺术家有责任一起努力把优良文化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石小满还认为此次

青少年影视嘉年华的获奖作品有创意也

有新意，“作品的创作朴实一些比较好，

太华丽、太虚无的起不到教育的意义。

如果影视作品能让观众有一点点受益，

就非常好。”石小满说。

崂山的崂山

世界的崂山

“崂山”，是青岛的，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崂山，作为海上第一名山，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

而崂山区，作为青岛富有活力的城区，

更是青岛魅力的诠释，也是青岛品质的

典范。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

华永久举办地，青岛市崂山区把青岛地

区影视文化新人的推送作为嘉年华活动

的重点。为体现和推动崂山区文化和旅

游事业发展，繁荣崂山区影视文化创作，

发现和推出影视创作和影视表演新人，

展现崂山各项建设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青少年影视嘉年华活动特别设置了“崂

山单元”，并备受瞩目。

为充分展示崂山悠久文化，中华传

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单独设立的“崂

山单元”作品评选环节，借助丰厚的传

美轮美奂的传统歌舞表演。
The spectacular traditional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

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与张目应邀颁奖。
The well-known performing artists Xie Fang and Zhang Mu presented awards on invitation.

嘉宾为获奖小演员颁奖。
Guests gave awards to little winning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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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Inheritance” Amazes the World

这些“青岛传承”曾惊艳了世界
文/韩海燕

青岛瑰宝 No.1 传统艺术之胶州秧歌

胶州街头，花红柳绿、锣鼓喧天、唢

呐阵阵，300 年来，在青岛胶州上演着

一出出源于生活、热情活泼的情节小戏，

这就是胶州秧歌。

众所周知，秧歌在中国已有千年的历

史，起源于清咸丰年间并达到鼎盛，清代

文人宋观炜曾这样描绘：“绿杨城郭杏花

村，叠臂挨肩集比邻。扇影衣香人欲醉，

笙歌围住一团春。”胶州秧歌是山东 3

大秧歌之一，又称“地秧歌”“耍秧歌”“跷

秧歌”等。2006 年，胶州秧歌入选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胶州秧歌在

戏中，有“钗荆裙布髻盘鸦”的卖花女、

有“纤腰倦舞娇无力”的扇女、有“巧将

艳曲按红牙”的小嫚、有“唐突歌场恁他

枉”的鼓子与棒槌，还有“罗伞高擎笑拍

肩”的膏药客，可谓“百花齐放”。

“听见锣鼓点儿，搁下筷搁下碗；听

见秧歌唱，手中活儿放一放；看见秧歌扭，

拼上老命瞅一瞅……”在没有什么娱乐活

动的上世纪 20 年代，看个秧歌是普通人

莫大的视听享受，胶州秧歌的音乐是以各

类曲牌形成的一种曲牌体的小戏音乐，以

11 个风格迥异的曲牌所组成，以徵调式

为主、以商羽调式为辅，交叉调式则是胶

州秧歌音乐调式的特点。

据了解，胶州秧歌最早诞生于青岛胶

州市东小屯村，据胶州秧歌传人杨茂坤介

绍：“东小屯村马、赵两姓为胶州秧歌的

始祖，至今有 300 多年的历史。”成书

于 1752 年的《胶州志》乾隆版也有专门

的记载：“上元，张灯火，陈杂剧，喧阗

On October 25, the eye-catching 
annual festival of the Traditional 
C h i n e s e  C u l t u r e  T e e n a g e r 

Film and Television Carnival come to 
a successful end in Laoshan District, 
Qingdao. The activity was hosted by 
China Children’s Film Association, 
China Film Association Animated Film 
Working Committee, the CPC Laoshan 
District Committee, and Laoshan District 
People’s Governmen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activity, China Children’s Film 
Association and China Film Association 
Animated Film Working Committee 
has organized famous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lars as well as culture 
scholars to select works from over 2000 

animated films and more than 700 film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ildren’s 
films produc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with the theme on show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10 
excellent animated films includ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Life and 10 outstanding 
f i lms  o f  t rad i t iona l  cu l ture  were 
recommended to teenagers nationwide 
through the awarding ceremony.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recommend films themed 
on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circle.

What’s more, Laoshan District has 
become the permanent site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eenager 
Film and Television Carnival.

统文化资源讲好崂山故事、传播崂山声

音，“以古人之规矩，开崂山之生面”，

使崂山优秀传统文化拥有崭新的呈现。

在“崂山单元”的 76 部（集）参赛作品

中，最终，《司马光砸缸》《醒来》和《山

海茶飘香》入选“优秀微电影”；《山

海人家》《棋梦》《不离崂山》《石老人》

《司马光砸缸》《花仙》《崂山传奇》《揠

苗助长》《你好，白果山》和《我家的

巴巴多斯日记》入选“好作品”；姜兴学、

杨墨、王绍君获得“优秀微电影导演”；

苏木曦、刘明娟、赵晓春与孟鹿获得“优

秀微电影编剧”；许孟洁（《山海茶飘香》）、

朱逸轩（《司马光砸缸》）、杜金钊（《棋梦》）

获得“优秀微电影演员”。值得一提的是，

导演张宏、总撰稿非也、《西游记》女

儿国国王扮演者朱琳 3 位艺术家录制了

“《享·读》崂山传统文化经典”专题节目，

推广颂扬崂山的经典名篇；《百家讲堂》

主讲人纪连海还走进崂山区育才学校，

为学生了做了一堂精彩的历史文化讲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崂山文脉源远流长，文化

底蕴深厚，是以特色山海文化、道教文化、

茶渔文化、民间艺术而广为人知的传统

文化厚重之地。”在首届中华传统文化

青少年影视嘉年华年度盛典上，中共青

岛市崂山区委书记江敦涛在致辞时表示，

近年来，崂山区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着

眼打造山海品质新城和生态田园城市，

深入实施文化强区战略，建立了国内一

流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体系，集中力量

打造文化名家聚集地、文化名品聚集地、

文化名企聚集地和文化品牌活动聚集地。

据介绍，2017 年崂山区实现文化产

业增加值 44.3 亿元，增长 24.4%，增

速连续 3 年位居全市前列。文化软实力

正成为崂山创新发展、领先发展的强大

动力。这其中，崂山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重点，

积极争创全省、全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示范区，着力推动崂山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举

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特色文化活动，

培育发展了金石艺术博物馆等 14 家民营

博物馆，先后荣获“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示范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

称号。

目前，崂山区正以更高的定位、更

新的路径、更实的举措推动发展，奋力

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山海品质新城。

而崂山区也将始终坚持用文化把脉城市

规划、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活力，

着力打造文化名家、文化名品、文化名

企和知名文化品牌活动聚集地。

中华文明在漫漫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繁衍出了精美的传统艺术，随着时间的

流逝和现代技艺的冲撞，它们或许不再那么受人瞩目，但却默默地依然惊艳着世界。

小演员奉上精彩的戏剧表演。
Little actors presented wonderful dramatic performances.

即墨柳腔。（图 / 迟存霞）
Jimo Liuqiang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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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c iv i l izat ion bred 
exquisite traditional arts in the 
five-thousand-year history; as time 

goes by and with the rising of modern 
arts, they may not be that stunning any 
more, but still amaze the world in a silent 
way.

For example, short plays inspired by 
life with passionate and lively plots 
and performed in Jiaozhou, Qingdao — 
Jiaozhou yangko was create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in Qing Dynasty; 
Liu Opera evolved from the “elbow 
drum” which is popular within Shandong 
Province; Qingdao shell carving is well-
known in China and beyond for its 
creative composition, exquisite technique, 
gorgeous colors and profound meanings.

以她独特的艺术魅力，扬名全国。

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柳腔受其他剧

种影响，与当地民间武术结合，也开始演

武戏，出现了 马旦、武生等行当，逐步

形成了程式化的武打套路。据不完全统计

柳腔剧目现有传统剧目 120 余个，移植

剧目 80 余个，现代剧目 40 余个。其中

主要的代表性传统剧目为四大京《东京》

《西京》《南京》《北京》八大记 (《罗

衫记》《绣鞋记》《玉杯记》《金簪记》《风

筝记》《钥匙记》《丝兰记》《火龙记》

移植剧目主要有《逼婚记》《秦香莲》《打

金枝》《宝莲灯》《凤还巢》等。移植剧

目题材广泛，故事情节生动，其内容多系

取材于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反映和

宣扬男女爱情、伦理道德等。大多数剧目

以倾诉人们心声，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

颂扬英雄人物和揭露人间邪恶为主题。现

代剧目主要有《小二黑结婚》《春暖花开》

《夺印》《焦裕禄》等，内容多为歌颂共

产党的领导，反映新社会的新人新事等。

柳腔的形成，对江苏、河南省北部和

山东省境内梆子系统地方戏的产生、传播

和支派的繁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如今，

柳腔与时俱进，再度唱响社区村庄。在青

岛即墨两级政府和局党委的正确领导及扶

持下，坚持文化下乡，创造舆论环境。走

文企联姻的路子，争取社会支持。同时，

柳腔剧团的专业人员不等不靠，自己动手，

整修设备，挖潜改造，积极创造条件，努

力开拓演出市场。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柳

腔事业的发展中，创造了柳腔艺术更加美

好的未来。

青岛瑰宝 No.3 生命之光贝雕

青岛的贝壳种类很多，而且很少相似，

美的千奇百怪，扇面形状的、螺旋形状的，

白色的、黄色的、棕色的，大个的、小巧

的，可以用来听海的声音，可以摆在家里

做个天然装饰，也可以被细心的手艺人精

雕细刻一番。

青岛贝雕是一种以中国传统工艺为表

现手法，以珍稀螺壳为原料，利用其天然

色泽和纹理形状，雕琢成平贴、半浮雕、

镶嵌、立体等多种形式和规格的工艺产

品。贝雕的制作，关键在于因材施艺，所

谓“材”，即天然提供的材料，依势取形，

然后用堆、叠、联、粘等方法，制成成品。

民间艺人对贝壳的运用，极其高妙 : 有斑

痕的贝壳，锯成带疤痕的树木躯干；具有

螺丝旋纹的贝壳，切成仕女的发髻；利用

江瑶贝、银壳贝，制作树叶；利用海螺、

鸡心螺的红色作枫叶。还有，葡萄是用贝

内层的紫色制作的，衣裙是利用江贝的层

层纹理表现的。实在不行，才染上透明色。

国画有多少种表现形式与构图，就有多少

种贝雕画。装框后，灿烂华美，天然贝的

组画能永不褪色。

贝雕工艺品的制作较为复杂，优质的

贝雕工艺品往往经过装裱，有的还配有底

座，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贝雕往往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一件只有几十

斤重的贝雕画，有时需要消耗一两吨制作

原料，经过两三个月的精雕细凿才能完成。

青岛贝雕是在发掘和继承中国古老的

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考证，

西周时期，人们已将贝壳磨成各种装饰品

镶嵌在器物之上，创造了最初的“螺韧”

镶嵌工艺。上世纪 60 年代初，青岛在这

种“螺钿”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贝雕，并成

立了青岛贝雕厂。

青岛贝雕是以江、河、湖、海中的各

种贝壳为原料，借用贝壳的天然色彩、纹

理和形体等固有的特点，因材施艺，经过

设计、选料、破形、粗磨、精雕、组合等

工艺制作而成。贝雕艺人们以巧夺天工的

技法，雕、贴、喷、画并用，汲取传统的

国画章法，借鉴牙、玉、石雕等多种技法，

雕出规格繁多、花色多样、雅俗共富的半

立体或接近立体式的贝雕画；青岛贝雕贝

壳的种类很多，色彩和纹理多样，有的还

是反光体。贝雕就是选用这些有色贝壳，

巧用其天然色泽和纹理、形状，经剪取、

车磨、抛光、堆砌、粘贴等工序精心雕琢

成平贴、半浮雕、镶嵌、立体等多种形式

和规格的工艺品。贝雕巧妙地将人与海结

合起来，因此，有人说贝雕是海的绮丽与 

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具有贝壳的自然美、

雕塑的技法美和国画的格调美。

青岛贝雕现有 7 大系列近千件花色

品种。用于大型宾馆、会议大厅等楼堂

装饰的巨幅壁画、大型座屏，富含艺术

魅力，突显厅堂雍容华贵和浓郁的文化

气息 ; 贝雕旅游系列纪念品、首饰品、

立体摆件、风景小画屏等便于携带，或

做旅游纪念、或馈赠亲友，深受游客钟

爱。大型立体摆件《龙舟》，以中国民

间传统的吉祥图案为题材，精选珍稀的

大珍珠贝、夜光螺为原料，采用镶嵌、

高浮雕等工艺技法精雕而成。作品造型

宏伟、结构严谨，龙体及亭台楼阁处处

展现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高超技艺。

还蕴涵一帆风顺、前程似锦之义，是商

界志庆、宅第吉祥、祈业发达的镇宝之

物。

总而言之，青岛贝雕以构图新颖、工

艺精湛、色彩绚丽、寓意深切的特色而享

誉中外。

竟夜……”文中的“杂剧”，就是指胶州

秧歌剧。秧歌表演时，鼓子、棒槌、翠花、

扇女的扮演者，通常会根据剧情的需要，

随意组合，即兴发挥各自的技艺绝活。其

中，尤以女角婀娜多姿、舒展大方的舞姿

最具特色，舞蹈理论界总结说：胶州大秧

歌“三弯九动十八态”，是真正的“扭”

秧歌，被称为中国民族舞的“活化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人员曾先后

7 次对胶州秧歌进行挖掘整理，现已将其

编列为中国民族舞蹈的教材之一，秧歌剧

现存的曲牌、剧本和民间表演的四方连续

形式的演出形式，是研究中国戏剧从宋辽

金至元杂剧演变过程的活标本，如今，这

些形式在中国的其它地区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胶州秧歌剧却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现

存最早的戏剧雏形表演形式之一。

    青岛瑰宝 No.2 传统艺术之柳腔

悠长而深沉的二胡声、紧密相间的

鼓点声、委婉细腻的唱腔，这就是非遗文

化——柳腔的韵味儿。柳腔是青岛独有的

一个戏曲剧种，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从山

东境内流传的“本肘鼓”上演变而来。发

源流行于胶东地区，距今已有 200 多年

的历史，2008 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柳腔和淮海小戏、五音戏、柳

琴戏等有近缘关系，因此又称“老拐调”“哦

嗬唵”，兼容各种戏曲的表演技巧与音乐

发展而成。青岛人旧时称其“拉魂腔”，

意思是让人听起来就挪不动腿，已故著名

戏剧学家、原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马少波

看过柳腔后曾赋诗：“宋元遗韵喜存真，

学游方知沧海深。仿佛儿时瓜棚下，拉魂

一曲醉童心。”柳腔初期的演唱形式非常

简单，所用的乐器也只有一只手锣、一只

手鼓和一支竹板，后来受“四弦小调”的

影响，开始采用“四弦胡琴儿”伴奏。初

用弦乐时，拉与唱不相协调，艺人们就配

合着往上溜，因此被戏称为“溜腔”。后

来艺人们觉得不雅，就借用同音字，定名

为“柳腔”，从此，柳腔作为一个剧种登

上了青岛市即墨区的大众舞台。

据介绍，柳腔剧目内容多是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传统民间故事，对白运用即墨方

言，曲调有欢调、悲调、垛板、慢板、数板、

南锣、娃娃腔等板式，唱腔委婉细腻、优

美流畅，语言风趣生动、表演朴实无华，

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

息深受群众喜爱。悠扬悦耳曲调的伴奏，

加上柳腔特有的向上翻高 8 度或 6 度的

尾音“勾勾腔”，听来余音袅袅、绕梁三

匝，令听者为其痴迷。

建国后，柳腔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

视，即墨于 1956 年成立了专业的“即墨

柳腔剧团”，经新老艺术工作者发掘、整

理和创新。柳腔不论在演出剧目，还是唱

腔板式、音乐伴奏与曲牌上都达到了空前

的程度，同时，也迎来了柳腔艺术事业发

展的鼎盛时期，从此柳腔这一地方小剧种

胶州秧歌。（图 / 傅宝安）
Jiaozhou Yangko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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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rground "World of Wine"

青岛葡萄酒博物馆依托人防工程改

建而成，占地面积 8800 平方米，位于环

境优美、交通便利的青岛市市北区延安一

路——中国（青岛）国际葡萄酒街，毗邻

中山公园、动物园和青岛山炮台遗址等青

岛的知名景点。据了解，博物馆于 2009

年投资建设，是集科普教育、收藏展示、

旅游休闲、文化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

特色博物馆，也是国内第一座以葡萄酒为

主题的地下博物馆。天然葡萄园、器皿展

馆、流程展馆、商务会馆、历史展馆、国

际馆、中国馆等主题展区，和葡萄酒银行、

世界酒吧、酒神、酒窖、神泉、休闲茶座区、

酒庄大道、互动区。除此之外，酒鼻子、

中国葡萄酒产区地图、酿酒葡萄标本、满

天星等新的互动环节，增强了博物馆的知

识性和娱乐性。这里，用文字、图片、影

像资料、灯光、实物和雕塑等形式生动展

示了葡萄酒的渊源演变和生产工艺，再现

了葡萄酒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葡萄园里酒香四溢

一走进青岛葡萄酒博物馆的大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长的通道，说它

“深不见底”丝毫不夸张，这条通道总长

192 米，能够直接通往防空洞的底部。

通道两边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宣传橱窗，

在壁灯、吊灯的照耀下闪烁出五光十色的

色彩。在通道顶部全部安装了钢纱网，青

岛葡萄酒博物馆副馆长南芳介绍，这种处

理也是为了安全做考虑。整个博物馆以葡

萄酒为主题，利用多种形式追溯了葡萄酒

的起源、历史、文化与品质。在这里，真

实再现了葡萄从种植到酿造成美酒的全过

程及工艺流程，通过这些展品，让人们对

葡萄酒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谈及青岛葡萄酒博物馆的建立，就不

得不提青岛的红酒坊，也是人们口中的“红

酒一条街”。它是青岛市市北区 2009 年

的重点建设项目，目标是建成国内档次最

高的时尚葡萄酒消费区，打造出一条达到

国际水准的葡萄酒大道。红酒坊的南段汇

文/魏浩浩  图 /杜永健

红酒的魅力非凡是众人皆知的事。它深邃的酒红色，扑鼻的芬香，就连酒瓶都略带着

优雅的模样，总令人如同着了魔一般。如果你就是这般爱红酒的人，那就走进青岛葡萄酒

博物馆，这个存在于地底下的“葡萄酒世界”，定会让你大吃一惊、过瘾不已。

——走进青岛葡萄酒博物馆

集了动物园、青岛炮台山遗址公园等风景

区；北端直达登州路啤酒街，与台东商圈

实现对接；远端与第一海水浴场、八大关

等对接，可谓是青岛的另一处“黄金地段”。

而葡萄酒博物馆的建立对红酒坊有着重要

意义，它像一个“红酒荟萃区”的标志，

更有着对葡萄酒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引

领和助推的作用。对此，南芳表示：“最

初，市北区要打造青岛红酒坊，在这个路

段原本就存在这样一个人防工程，而葡萄

酒需要恒温恒湿的环境，这两者条件不谋

而合，借此机会便打造了青岛葡萄酒博物

馆，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人们对

于葡萄酒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随着参观的脚步，我们越发能够清楚

听到潺潺的水声，也就进入到了天然葡萄

园区域，在这里，有着多种多样的酿酒葡

萄园标本，不仅如此，还有很多种植葡萄

的场景。走到这儿，南芳向我们详细地说

起了关于葡萄的那些事儿：“我们这展出

了 3 种葡萄。一种是野生葡萄，长的和

酸枣一样，非常小、籽很大，没什么果肉，

另外酿酒葡萄虽然也是小小的、籽很大、

皮很厚但它有果肉，即甜又酸。而我们平

日常见的鲜食葡萄，皮薄、籽小、味道很

甜，但是酿酒的话它的酸度不够，这样酿

青岛葡萄酒博物馆内的场景十分逼真，令人倍感惊艳。
The indoor scene of Qingdao Wine Museum is 
so vivid that visitors are amazed.

博物馆内展出各国葡萄酒。
The museum exhibits win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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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无意的尝试中诞生了。在零下 7 摄氏

度的环境中冻一个星期以上，而选取的葡

萄必须是抗寒的品种，整体来说，制作冰

葡萄酒对于坏境的要求比较苛，因此冰葡

萄酒产量非常少，价格较高。”南芳如是说。

博物馆如红酒般，如梦如幻

走到葡萄酒器皿馆，那种奢华与高雅

铺面而来，“高的”“矮的”“胖的”“瘦

的”各种形态一应俱全。带图案的、彩色

的、玻璃的、水晶的各种各样的红酒杯交

酒很稀。不过也有例外，玫瑰香这个品种

的葡萄既可以鲜食也可以酿酒，但是只能

酿甜酒。”是不是我们日常见过的葡萄都

能够酿成葡萄酒，也在交谈中找到了答案。

除此之外，南芳还讲了关于冰酒的故

事。“200 多年前，一个酒庄的庄主出

去办事，大雪封山回不来，他种的葡萄全

部冻在枝头，像冰玻璃球一样，为了减少

损失，酒庄主人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把

这些冻葡萄酿成了酒，没想到出来的酒香

气浓郁，口感也很好。冰葡萄酒就在这一

相辉映，令人大饱眼福。据南芳介绍，这

里所展示的葡萄酒器皿既有国产的，也有

进口的，有一次成型的，也有二次成型

的。“冰酒杯相对较小，因为冰酒本身产

量低、价格高，因此，太大的杯子饮用不

太合适，要慢慢地尝、慢慢地品；红葡萄

酒杯和白葡萄酒杯特别高，因为人们手的

温度在 37 摄氏度左右，而白葡萄酒的最

佳饮用温度 8 至 12 摄氏度，红葡萄酒的

最佳饮用温度为 16 至 18 摄氏度，手的

温度那么高，怎么喝酒都是酸的。因此拿

下面的杯柱或者杯托，远离杯体，不把热

传过去，保持酒的口感。另外，香槟酒的

酒杯是长笛型的，香槟是气泡酒，倒到杯

中看着气泡升腾；白兰地的酒杯，杯柱特

别短，因为白兰地的酒精度高达 40 度，

通过手的温度把就温热后饮用，身体会舒

服很多。”聆听着娓娓道来的讲解，我们

越发感觉葡萄酒的世界拥有那么多的神奇

和“原来如此”。

最令人惊讶的，还要属“中国葡萄酒银

行”。最初听到这个名字，感觉很新奇，了

解后才发现，这个名字十分贴切。南芳介绍：

“实际上，葡萄酒大致分为两种，一种适合

快速饮用，而另外一种则适合长期储存。因

此，葡萄酒也是有‘陈酿’这一说。因此，

很多酒能够存放很长时间，并且它的最佳饮

用时间可能为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这样

的酒放在家中储存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葡萄

酒的存储需要恒温恒湿、避光减少震动等多

个条件，而我们博物馆的条件是非常适合的，

因此我们老馆长就提出了‘中国葡萄酒银行’

的概念。”在“银行”里，每瓶酒都有着自

己的位置，它们的信息全面而详细，一个个

小柜子都带着一把锁，这看起来仿佛真的如

银行中的金库一般。南芳告诉我们，现如今

看到的只是储存在博物馆中的一小部分酒，

属于短期存放，大多数长期存储的酒是看不

到的。

在其他的展区，我们看到酒神狄奥

尼索斯的雕像栩栩如生，神泉馆里两条巨

龙欢快地吐水。葡萄酒历史馆庄重宁静、

华东葡萄酒展馆古香古色……走进天然葡

萄雨林馆就像走入梦幻般的庄园，四处伸

展的葡萄藤环绕着各个葡萄产区的知名酒

庄，葡萄圣树张开宽阔的“臂膀”连接着

四处的葡萄藤。迷离的灯光打造出如梦似

幻的感觉。国际馆展示的是具有各国风情

的葡萄酒产品及产区文化。

一饮佳酿，迷四海宾朋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催。”念着一首古诗，品味葡萄酒的魅力，

想来，古人也对这沉香美酒青睐有加。司

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汉朝学习种植葡

萄、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但没有汉朝人自

己大规模酿造葡萄酒的确切记载。两汉时

期的葡萄酒异常昂贵。《续汉书》里还说

了这样一个和葡萄酒有关的故事：扶风孟

佗以葡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

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

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

官，位列十常侍之首。孟佗仕途不通，就

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

直接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买官，购

得了凉州刺史一职。汉朝的一斛为十斗，

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 20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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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n g d a o  W i n e  M u s e u m  i s  a 
characteristic museum invested 
and built  by the CPC Shibei 

District Committee and Shibei District 
Government in 2009, which is themed on 
win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integrates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collection display, 
tourism and leisure, cultural exchange, 
etc. It is also the first underground wine 
museum in China. The exterior adopts 
the style of classic European castle, 
breaking away from the original building 
facade and integrating the building styles 
of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ain, 
France, Italy, Spain and South Africa, etc.

The museum covers a total land area 
of 8,000 square meters. The main aisle 
with a length of 192 meters in the cave is 
divided into five areas with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knowledge of wine grape 
and wine, the development of win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 and cultural 
knowledge of wine. The museum gives 
an all-round presentation of wine culture 
and history through display of material 
objects, photos, images and sculptures as 
well as on-site explanation, multimedia 
and many other ways, making it a bas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creating 
a platform for people to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of wine.

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 20 升，相当于

现在的一箱半，也就是 8 至 10 瓶， 可

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堪比奢侈品了。

在这个深邃的葡萄酒世界，我们闻

着酒香，赏着风景，学着知识，在葡萄酒

的世界里发觉各种小秘密、小惊喜。就在

参观至最后要走出博物馆，一个垂直落差

17 米、宽度不过 0.8 米，分为上下两段

的炫彩电动扶梯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架

在天边，这仿佛如云梯一般，而它架在石

缝中，更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南芳说：

“2015 年之前，想要从博物馆一层登上

二层并非易事。这个通道宽仅有 1.5 米、

高 2 米，以前游客只能依靠木梯一步步拾

级而上，对于老年游客来说十分吃力。后

来，我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进行勘察论证，

逐步克服地势、通电、漏水的难题，最终

设计安装了这部目前国内惟一的单体涵洞

式扶梯，游客最大通过量为每分钟 2000

人，着实在参观的尾声给人以惊喜。

在博物馆工作已 8 年时间的南芳，

谈及博物馆的变化，她感慨万千：“这几

年博物馆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内容在不断

丰富，文化知识在不断的加深，规模也在

扩展，东西也越来越多，文化展示越来越

丰富。游客一开始进馆的时候，觉得到博

物馆是挺枯燥的，但真正走进来以后才发

现，博物馆的内容让他们倍感惊喜和意

外。”对于葡萄酒博物馆未来的发展，她

也有着自己的期待。“未来，我们博物馆

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需要走的路还很

远，我们和其他较为成熟的景区相比，营

销和文化推广方面比较薄弱，人员配备和

资金都有限。虽然葡萄酒到目前仍旧是一

个小众的东西，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对于葡萄酒的认知度和对探

索文化的迫切性就会有一定的带动。此外，

我们馆内的文创产品还有待加强，这需要

一个稳定成长的环境，在我看来，博物馆

的文化还是需要迭代和沉淀，至少需要老

中青三代的积累，希望未来会更好。”

在天然葡萄园展区，为人们详细展出了大量的葡萄标本及葡萄酒知识。
In the exhibition area of natural vineyard, a lot of grape samples and wine knowledge are displayed 
to people in detail.

由于博物馆由人防工程改造而成，所以十分有特点，恒温恒湿的环境与葡萄酒的存储条件不谋而合。
Because the museum was transformed from a civil air defense project, it is quite distinctive with the 
environment maintaining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inciding with the storage conditions of wine.

博物馆内的葡萄酒器皿展区华丽不已。
The exhibition area of wine vessels inside the museum is gorg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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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路，青岛的特殊历史符号
Step Road, a Special Historical Symbol in Qingdao

文/韩海燕 

漫步青岛，你会深陷其中，西部老

城区红瓦绿树、青山环绕，古典建筑、

名人故居数不胜数。每一座建筑似乎都

在诉说着一段历史，演绎着一个故事，

展现着东西文化交融的丰富内涵。东部

新城区，浮山湾畔迅速崛起的高层建筑

群、横贯东西的香港路，勾画出现代海

滨都市的繁华壮美。

青岛，一座依山靠海的城市。先人

依势凿山开路，坡缓的修成了马路，坡

陡的成了石阶路。青岛究竟有多少石阶

路已无法统计，但这些台阶不仅是市民

出行的重要通道，也构成了独特的街头

景观。大窑沟大台阶、黄岛路宽板石阶、

禹城路登山石阶、信号山支路大台阶和

江苏路教堂台阶曾是老城区最典型的 5

处大台阶，有的依然保持旧貌，有的随

着城市改造进程换上了新颜。

所以不得不说，石阶，这个青岛人

从不陌生的事物，在青岛人的日常出行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像珍珠线一样串

联着青岛曾经的大街小巷，那些斑驳的

色彩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青岛文史

专家鲁海曾说 ，青岛一直都是文人青睐

的地方，闻一多、朱自清、郁达夫、巴

金 、沈从文 、萧红 、萧军、舒群 、吴

伯箫……他们回忆自己在青岛的生活时，

似乎从未忘记那些石阶路，所以那些看

起来很平常的石阶路，在他们的笔下变

得韵味十足。著名作家刘白羽在散文《翡

翠城》中用 387 个字描述了对它的喜爱

“望着那一道道小巷拖曳这各式各样的

楼影、树影、花影、人影，在烟雨的迷

离朦胧中，这山城是何等的美啊！……

我看着石头砌的深巷、石头砌的石阶，

我无法去探索这幽径深处，也许有人正

在凭窗望着海，拂着海风，听着海涛吧？”

无数个回忆、无数个故事，都随着

岁月慢慢浸入到石阶的缝隙中，一座城

市的印记也已经烙印在上面，这些石阶

因岁月的沉淀而愈加厚重，逐渐融入到

青岛的城市灵魂之中。

因此，有人说，青岛的台阶路让日

子永远不会平铺直叙，呈上启下，是垒

筑的诗行。甚至，台阶本身就是一种建筑，

它的存在足以解释青岛的地理环境和人

文历史。

信号山支路大台阶

信号山支路坐落在信号山脚下，夹

在华山路、信号山路、齐东路中间——

似路非路，实则是由 138 级台阶组成的。

从华山路 4 号往西拐，爬上 138 级大台

阶就到了齐东路，再向左拐弯，沿着上

升的坡度，便到了信号山公园。

这个依顺着信号山绵延上下的大台

阶在青岛可谓是数一数二的。除了足够

的长度和足够的倾斜度，其周边独特的

人文景观也相当不俗。大台阶西侧 8 个

院落，多是别致的德式、日式以及中西

合璧的传统建筑，与不远处的迎宾馆融

合成一片建筑组群。有了这大台阶，龙

山路、华山路、信号山路周边的居民往

信号山公园观景、往齐东路购物就变得

更为便捷。尤其是站在山麓台阶回望，

但见半城红瓦绿树，半城天蓝海阔，幸

福指数就会跟着台阶一起往高处爬升。

就连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在谈到

过对信号山路的印象时，都对这条长长

的台阶路记忆犹新。

黄岛路大台阶

每座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街道：它或

许嘈杂、凌乱、拥挤，但却从不同角度

生动地折射出这座城市最真实的鲜明特

征。临近青岛市南区中山路的黄岛路就

是这样一条路，它曾经给无数在青岛西

部老城区居住过的老青岛人留下了难以

忘怀的回忆。

黄岛路共分为 3 段，从四方路到芝

罘路是一段缓坡马路，从芝罘路到安徽

路是石阶路，从安徽路到平原路是一个

突然的锐角。位于黄岛路市场中段的石

阶路，是青岛独具的特色，青岛有许多

条石阶路，黄岛路却匠心独运、别具一格，

它没采用花岗石，而主要用大石板铺路，

其他各条台阶路均是一步上一个台阶，

黄岛路则不同，它每一级很矮，在 4 厘

米左右，而又很宽，多数人的步伐，一

步迈不上一个台阶，两步又用不上，青

岛人叫它“一步半”，在这里心急也走

不快。107 台阶，30 度上下倾斜，很长，

看不到尽头——黄岛路大台阶贯通着市

爱上一座城市，或许是一见钟情，亦或是日久生情。

青岛，一座不动声色让人留恋的城市。

青岛，一座依山靠海的城市。先人依势凿山开路，坡缓的修成了马路，坡陡的成了石阶路。（图 / 杜永健）
Qingdao is a city nestling under mountains and beside the sea. The ancestors took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cut through mountains to build 
roads on gentle slops and step roads on steep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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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人们每天拎着日常菜蔬往来数次，

烟火的气息，岁月的轻叹，始终挥之不去。

常有摄影爱好者在这里取景，拍阳光下、

风雪中、雨水后的大台阶，来记录这座

城市的故事。

禹城路大台阶

禹城路的老台阶已有 80 多年历史，

曾经只要越上这大台阶，便可一路狂奔

到山顶。青岛学者王音在《城南山梯：

禹城路大台阶》一文中这样写道：汽笛

轰鸣的胶州路与墨绿的观象山北麓合力

夹击出一条半弧状的禹城路。青岛最陡、

最宽的大台阶就耸立在街中央。据说，

这大台阶已与观象山相互依存了 80 余

载。拾级而上，台阶迎面扑来，竟如倾

斜的岩壁。幸好有高处那片被大台阶切

割出的天空，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

这台阶是有尽头的，总共 40 级。上世纪

30 年代初，在国内有口皆碑的“民报”

社就在老街的旁边。编稿的文人、投稿

的文青，白天黑夜的“问候着”大台阶……

除了文人的笔触，近年来禹城路老台阶

也曾多次入画、入影。例如，2003 年上

映的《恋之风景》、青岛新生代艺术家

牛玉龙所作油画 《禹城路大楼梯》都记

录着禹城路台阶的故事和历史。2009 年

7 月，周边旧城改造项目启动，高楼渐起。

而通往观象山的那条台阶依旧是在老台

阶的基础上修缮而成的。

教堂前的台阶

江苏路 15 号小山丘上，有一个独特

的建筑，它是江苏路基督教堂，黄墙、

红瓦、天蓝、绿荫……每当晨曦渐扩，

熹抹天际之时，基督教堂的红瓦就被晕

染上了橙红色的活力。每每路过这里，

总能听到悠扬的琴声在耳边回荡，便是

一座能给我感官带来冲击和愉悦享受的

建筑。

要走进山丘上的教堂，台阶成了必

经之路。踏上第一层台阶，便能看到教

堂钟楼绿色的尖顶，它像一个静美的索

引，也像上帝的一个问候，让接下来的

拾级而上忽然多出一些谨慎，一些虔诚，

小巧的台阶变成了精神的通道，一步一

步，行走于其中，厚重的蘑菇石墙基、

拱券花岗岩的山墙、陡斜的红色屋顶以

及绿色的钟楼一寸寸展现，直至到了它

的脚下，用心仰望，建筑特有的宗教美

感竟让人哑口无言。也因此，有人曾说，

这个台阶是一种精神通道，参观教堂的

前奏，渐渐摆脱了俗世的纠缠，远离喧

闹和嘈杂，向澄澈明净的境界飞升。

沧口路大台阶

除了沧口路大台阶的称谓，人们还

习惯叫它市场三路或大窑沟大台阶。长

约 400 米，西接中山路，东连李村路，

沿途与李村路、易州路、济宁路、芝罘路、

潍县路相会，是周边居民日常生息的必

经之路。

它曾是市井与文艺的双重矛盾体，

它的风景如一蹴而就的自然抓拍，亦如

精密思量的长焦特写。头顶的天空总是

狭长，有时蓝有时灰，际线沿楼幢剪辑，

参差不齐，却也疏落有致。它曾焊接了

东风电影院与青岛剧院，几代影迷上窜

下跳赶场看片的狂热，在上面留下了石

凿般的烙印。孩子们曾经在台阶上大耍

“包袱剪子锤”，以决定上“青岛”看

恐怖大片还是下“东风”观爱情经典。

那年《廊桥遗梦》风靡世界，从“东风”

出来的浅有泪痕的中年男女们，沿台阶

缓缓上行唏嘘感叹那一场爱情的故事。

2010 年，沧口路大台阶拆迁，从此

以后，青岛的地图上再也找不到沧口路。

除了青岛的特殊地理构造，丰富的

人文历史也为这座城市的台阶文化添加

了浓重的一笔。

上世纪 30 年代，客居青岛的一批文

化名人，大多住在山坡上，因而他们与

山与台阶结下不解之缘。著名作家吴伯

箫住在栖霞路，“屋是挂在山坡上的。

门窗开处便都是山。”吴伯箫每天都是

踏着石头台阶出入。因而，他给房子起

名叫“山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很有

名的散文《山屋》，在文中极力赞美山

屋内外的生活情趣。著名作家萧红肖军

来青岛居住在观象一路1号一座石头楼。

从马路还是要踏着一条石头小台阶上楼。

他们在这里进行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

分别完成了名著《生死场》和《八月的

乡村》。工作之余，他们沿着楼旁一条

石头小台阶爬上观象山散步休息。还有

洪深、沈从文、康有为等文人雅士无不

与山与台阶有缘，构成一种台阶文化。

多少位名人，多少个记忆，多少个故事，

多少个传说，都与石阶路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一代文人的风雅，一座城市的风光，

一个时代的印记，已然嵌进了这些石阶

路的层层缝隙。

近百年来，几代画家手持画夹，坐

在石阶上，全身心投入地用画笔、彩色

描绘着他们眼前的石阶路。几代摄影家

冒着严寒酷暑，扛着“长枪短炮”，从

不同的角度摄取自己心中的石阶路。几

代史学家引经据典，苦苦求索，在石阶

路上反反复复觅寻历史留下的斑斑痕

迹。几代文学家伫立在石阶之上，手捧

大 师 名 著， 数 着 台 阶、 算 着 级 数， 高

声 朗 诵 着 吴 伯 箫 的“ 六 十 二 级 台 阶 之

上”……

青岛的石阶路，在百年不变的脚步

下，它默默承载的不仅仅是来来往往，

你你我我……在百年历史的长河里，它

静静流淌着是这座城市不断进取的文明

血液……这座城市的血腥与屈辱、自主

与新生、崛起与繁荣、时尚与浪漫，都

在这些石阶路上得到了见证。

Qingdao is a city nestling under 
m o u n t a i n s  a n d  b e s i d e  t h e 
sea.  The ancestors  took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  and cut 
through mountains to build normal 
roads on gentle slops and step roads 
on steep hills. There are no specific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step roads, 
but these steps are not only important 
passages for citizens, but also constitute 
unique street landscape. The big steps 
in Dayaogou, wide-plate stone steps in 

Huangdao Road, climbing stone steps 
in Yucheng Road, big steps in Signal 
Hill Branch Road and church steps in 
Jiangsu Road have ever been the most 
typical big steps in five places in the old 
quarter of the city; some preserve the 
old appearance, and some update look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Thus, we have to say stone steps, 
familiar to Qingdao peopl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Qingdao people's daily 
trips.

石阶，这个青岛人从不陌生的事物，在青岛人的日常出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图 / 韩美堂）
The stone steps, familiar to Qingdao peopl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Qingdao people's daily trips.

石阶因岁月的沉淀而愈加厚重，逐渐融入到青岛的城市灵魂之中。( 图 / 李德杰 )
The stone steps are increasingly heavy as time goes by and hav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city 
soul of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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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如金，这里的落日让人心醉
Fascinating Golden Sunset

宽广的海、翻滚的浪、柔软的沙、神奇的岛，青岛，拥有着一座海滨城市的美丽身姿；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映衬出这座城市无穷的魅力；

赤礁、细浪、彩帆、沙滩，形成了这座城市美丽的风景；

欧式的古典建筑、中国的亭台楼阁在这里相融相宜，构成了中西合璧的城市风貌。

当夕阳的万丈红光映照在大地上的时候，万物似乎都披上了一件绝艳霞衣，美得让人沉醉不

知归路。

文/韩海燕

在青岛，当夕阳爱上大海……粼粼的

波光倒映着橙红而浑圆的落日，水中的霞

光与天上的落日交相辉映，你是否也会爱

上这种感觉？那么，这 7 个美爆朋友圈

的夕阳观赏地绝对是值得一去的，每当落

日西下，便溢满了浪漫和故事。

小鱼山上看最美夕阳

小鱼山始建于 1984 年，是一座古典

风格的山头园林公园，它在建筑材料的选

择以及装饰造型上都别具一格，从门楣、

围墙、透窗、护栏、瓦当、额枋、壁画、

壁饰等方面都打破了古典园林惯用的龙风

和花鸟图案的传统，围绕海的主题，突了

鱼图案造型，使古典园林建筑呈现出时代

的气息。

山虽不高却能远眺，登山俯瞰，栈

桥、小青岛、鲁迅公园、汇泉湾、八大

关景区、前海美景尽收眼底。小鱼山之

巅的主建筑“览潮阁”，是一座 18 米高

的 3 层八角挑檐式建筑，“览潮阁”东

西两侧各建有一座绿瓦覆盖的挑檐式凉

亭，东为“拥翠亭”，西为“碧波亭”，

从小鱼山的大门抬阶而上，看到得一个

挑檐式的六角亭就是“碧波亭”，在亭

内可以把碧波荡漾的汇泉湾一览无余。

站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山上有 3 栋

红色蘑菇楼宛如 3 柄熊熊燃烧的火炬，

那是青岛市十大山头公园之一的信号山

公园。在半山腰绿树丛中的那栋别具特

色的建筑是青岛市迎宾馆，原是“德国

总督府官邸”。再由“碧波亭”拾阶而上，

站在护栏边可以看到右下边有两幢民族

式建筑，一座形如城楼，一座貌似宫殿，

那就是青岛市海产博物馆。有人曾赋诗

赞叹：“高阁临风涤俗虑，沧波极目望

蓬瀛”。东侧平台建有可供游人憩息的

长廊，廊上镶嵌大型彩釉壁画，均取材

于神话传说和聊斋故事，如《八仙过海》

《促织》《香玉》《席方平》等。从山

下看小鱼山，郁郁葱葱的枫树林环抱着

“览潮阁”“拥翠亭”“碧波亭”，三

者错落有致，比例协调，绿化的琉璃瓦

更使它们和山融为一体。

在“览潮阁”上观赏海月，也别有一

番情趣，尤其是到了农历仲秋时节，一轮

明月跃然星空，使人顿生“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之感，这就是青岛的十大景

观之—鱼山海月。

小鱼山最美的时刻，就是斜阳的东升

西坠，那壮观的是用最华丽的词汇也描述

不尽的，用最动听的歌也唱不尽的，惟有

你身临其中，静静体会。

石老人看最浪漫的夕阳

在青岛的午山脚下临海断崖南侧，距

岸百米处有一座 17 米高的石柱，形如老

人坐在碧波之中，人称“石老人”。

石老人是全国基岩海岸典型的海蚀

柱景观。千百万年的风浪侵蚀和冲击，使

午山脚下的基岩海岸不断崩塌后退，并研

磨成细沙沉积在平缓的大江口海湾，惟独

石老人这块坚固的石柱残留下来，成今日

之形状。从西北方向望去，这块海中奇石

极像一位老人，以手托腮，注目凝神，每

天晨迎旭日，暮送晚霞，伴着潮起潮落，

历尽沧桑，不知度过了多少岁月。这个由

大自然鬼斧神工雕凿的艺术杰作，已成为

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的重要标志，也是

青岛著名的观光景点。而石老人的日出晚

霞，更是青岛最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妙景色

之一。每年立冬过后是拍摄和观赏崂山石

老人日出和晚霞的最佳时节。在这里，晚

霞的光芒是红紫色的，一层层伸向远方，

即使夕阳下拍个剪影都能美上半天。而有

关这块奇石的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也吸

引了许多游人来此观赏。

相传，石老人原是居住在午山脚下的

一个勤劳善良的渔民，与聪明美丽的女儿

相依为命。不料一天女儿被龙太子抢进龙

宫，可怜的老公公日夜在海边呼唤，望眼

欲穿，不顾海水没膝，直盼得两鬓全白，

腰弓背驼，仍执著地守候在海边。后来趁

老人坐在水中拄腮凝神之际，龙王施展魔

法，使老人身体渐渐僵化成石。姑娘得知

父亲的消息，痛不欲生，拼死冲出龙宫，

向已变作石头的父亲奔去。她头上插戴的

鲜花被海风吹落到岛上，扎根生长，从而

使长门岩、大管岛长满野生耐冬花。当姑

娘走近崂山时，龙王又施魔法，把姑娘化

作一巨礁，孤零零地定在海上。从此父女

俩只能隔海相望，永难相聚，后来人们把

这块巨礁称为“女儿岛”。

跨海大桥看最酷的夕阳

青岛的胶州湾向来都有绝美的景色，

尤其是傍晚时分，这里的美景更是让人觉

得如同梦境。在晚霞之中，胶州湾上的跨

海大桥如同油画一般，在夕阳中矗立着。

火红的太阳和跨海大桥以及平静的水面构

成了一幅完美的画卷。

所以，有人说，跨海大桥边看到的落

日是“线条、扁舟、苍凉”的美，在这里

看落日，你也会有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大气之感，晚霞映衬

下的胶州湾跨海大桥如“长虹卧波”，伴

着渔人夕照，美如画卷。

青 岛 海 湾 大 桥 又 称 胶 州 湾 跨 海 大

桥，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建造的特

大跨海大桥。青岛跨海大桥是国家高速

公路路网规划中的青岛至兰州高速青青

岛跨海大桥岛段的起点端，也是山东省

“五纵四横一环”公路网主框架中南济

青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

青岛市道路交通规划网络布局中胶州湾

东西岸跨海通道中“一路、一桥、一隧”

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海上黄金通

道”。

此前，青岛东西海岸之间有宽阔的

胶州湾天然隔断，水路交通常因大风、

大雾而停摆，货物运输不得不依靠舍

近求远的环胶州湾高速公路来实现，

给东海岸、西海岸的货运客运带来极

大不便。建成后的跨海大桥轻松破解

了 胶 州 湾 的 天 然 瓶 颈 制 约， 使“ 天 堑

变通途”。

当夕阳的万丈红光映照在大地上的时候，万物似乎都披上了一件绝艳霞衣，美得让人沉醉不知归路。（图 / 都晓坤）
Shining upon the ground, the sunset fascinates people with the gorgeous view at 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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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长长的栈桥成了孤独的剪影。灵动的海

鸥在夕阳下挥动着翅膀，天空里没有云彩

的映照，使得整个画面看起来干净整洁，

没有多余色彩。

栈桥位于游人如织的中山路南端，桥

身从海岸探入弯月般的青岛湾深处。青岛

栈桥是青岛海滨风景区的景点之一，是国

务院 1982 年首批公布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也是首批 4A 级国家旅游区。青岛栈

桥由回澜阁、小青岛、中山路、海水浴场

等景点组成。青岛栈桥始建于清光绪十八

年（1892 年），是青岛最早的军事专用

人工码头建筑，现是青岛的重要标志性建

筑物和著名风景游览点。

栈桥南端的双层飞檐八角亭阁——

“回澜阁”，阁顶覆以黄色琉璃瓦 , 周围

有 24 根圆形亭柱 , 阁占地 151 平方米 ,

总建筑面 340 平方米 , 阁内为两层圆环

形亭堂 , 中央有 34 级螺旋式阶梯 , 登楼

远眺 , 前海景色尽收眼底 , 即为青岛十景

之一“飞阁回澜”。重建后的栈桥不仅

保持原有风貌，且更加雄伟壮丽。前海

栈桥是青岛历史的见证，现为青岛市重

点的文物保护建筑。前海栈桥是青岛的

象征，游人漫步于栈桥海滨，可见青岛

外形如弯月，栈桥似长虹卧波，回澜阁

熠熠生辉。所谓“长虹远引”“飞阁回澜”

所指即此。远处，小青岛如螺，岛上树

影婆娑、绿意浓浓，一座白灯塔亭亭玉立。

With the vast sea, rolling waves, 
soft sand and magic islands, 
Qingdao has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of a coastal city; red tiles, 
green trees, blue sea and azure sky 
manifest the endless charm of the city.

When the glow of the sunset shines 
upon the ground, everything seems to 
wear a glamorous garment, so enchanting 
that people will forget the way back 
home.

In Qingdao, when sunset falls in love 
with the sea ... The orange red and 
perfectly round sunset are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glittering water. The sunglow 
in the water and the sunset in the sky 
enhance each other's beauty. Do you love 
this kind of feeling? The 7 good spots for 
watching sunset popular in the friends' 
circle are definitely worth visiting, and at 
every sunset, these spots are filled with 
romance and stories.

湾东侧和北侧，红瓦绿树交相辉映，各

式建筑参差错落的分布在海岬坡地之上。

湾西侧的现代化高层建筑紧靠海岸拔地

而起，壮丽恢宏。沿岸的防波堤由花岗

岩垒砌，高出水面 10 余米。涨潮时，惊

涛拍岸，激起簇簇雪白浪花，引来无数

游人观看；潮退后，赭色岩礁和金色沙

滩露出水面，海滩上满是赶海拾贝的游

人。

金滩看最大的夕阳

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南濒黄

海，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 3500 多米，

宽 300 米。因为水清滩平，沙细如粉，

色泽如金，所以得到了金沙滩这个响亮的

名字。金沙滩是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

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被喜爱它的人们冠

以“亚洲第一滩”的美称。对于金沙滩，

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金沙。这里还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 古时候有一只金凤凰

飞赴天庭参加百鸟盛会 ，当飞抵碧波万

顷、渔歌荡漾的胶州湾时，心旷神怡，乐

不思归，振翅落入胶州湾畔，化身为今天

的凤凰岛，她华美的翅膀掠过的地方，就

成了沙质细腻、色泽如金的金沙滩。海面

有一石蛙，头东尾西，随潮起潮落若隐若

现，称为“隐身石蛙”。清代诗云 :“岛

屿婉蜓傍海隈，沧茫万倾水天开，潮声如

吼摇山岳，疑是将军拥众来。”现代学者

诗文 :“金沙滩头平，遥望天水涌，海阔

纳万物，山远断九穹，危礁傲飞浪，娇燕

喜罡风，沧海无尽时，扬帆日边行。”

金沙滩是西海岸新区欣赏日出日落的

绝佳地点。这里早上有人迎着朝阳跑步健

身，晚上有人牵着金毛散步闲逛。美美的

落日降落在海面，有种落日熔金的辉煌大

气。

奥帆中心看最柔情的夕阳

深秋，是青岛最美、最舒服的季节，

碧海蓝天，每日的夕阳西落，呈现出不同

姿态。从五四广场，沿着海边走到奥帆中

心，微凉的海风拂面，帆船、游艇静静停

靠在静谧的海面上，此时的夕阳已开始西

落。

青岛奥帆中心景区位于青岛市浮山

湾畔，与青岛市标志性景点——五四广

场近海相望，总占地面积约 45 公顷，

是 2008 年北京奥帆赛和残奥帆赛举办场

地，奥帆中心景区依山面海，景色宜人，

是国家 4A 级旅游风景区，是全国惟一“国

家滨海旅游休闲示范区”。

青岛被誉为“帆船之都”，作为最

能体现青岛城市特色和展示城市形象的景

区，奥帆中心景区内不仅有飞帆渺渺的优

雅，有青岛十大旧景代表“燕岛秋潮”，

有青岛新时代景观“鸥翔彩虹”，更有众

多惊险刺激的娱乐体验，是游客来青岛必

看的景点。

如果你是个夕阳控，奥帆中心的夕阳

是不容错过的，迎着海风走在奥帆中心，

你可以去情人坝看夕阳落日，那是个不错

的选择，开阔的视野，让你感受海上青岛

的美。在情人坝望去对面的青岛之城，也

许你就会对青岛有着自己的印象。

奥帆中心火炬下看落日夕阳也是不

错的选择，这里和情人坝的感觉完全是

不同的，这里也是帆船、游艇的出入口

之地。赶上帆船比赛，或者俱乐部训练，

或者学校孩子们的训练，一盏盏白帆漂

浮在海面上，在夕阳的阴沉之下，如此

美丽。

栈桥看最灵动的夕阳

栈桥的夕阳应该是其中最“古典、灵

动、干净”的夕阳西下，回澜阁和它前面

夕阳下的奥帆中心美轮美奂。（图 / 郝孝舜）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is splendid and magnificent at sunset.

当夕阳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时候是青岛最美的时刻。（图 / 刘方哲）
It is 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 in Qingdao when sunset glow covers the s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