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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区位于山东半岛南部，青岛市区东部，东、南濒临黄海，与韩国、

日本隔海相望。崂山区交通便捷，距青岛国际机场 23 公里，青岛火车北

站 15.5 公里，青岛港 17公里。崂山区辖区面积 395.8 平方公里，海岸

线总长 103.7 公里，海域面积 3700 平方公里。

崂山区立足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山海品质新城，着力推进全域统筹

发展，凸显崂山特色元素，全力构筑“一主两辅、三带相融、四区联动、

山海田园”的空间格局。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and in the east of Qingdao, Laoshan 
District adjoins the Yellow Sea on the east and the south, and fac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across 
the sea. Laoshan District has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t is 23 kilometers from the Qingd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15.5 kilometers from the Qingdao North Railway Station and 17 kilometers 
from the Qingdao Port. The district has an area of 395.8 square kilometers, a coastline of 103.7 
kilometers, and a sea area of 3,700 square kilometer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new modern high-quality new city suitable for living and 
working, Laoshan District has been striving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area,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elements of Laoshan, so as to form a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one urban area with two auxiliary parts, three belts wit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our zones under 
synergized promotion, and a pastoral city at the foot of mountains and beside the sea”.

青岛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

青岛崂山风景旅游度假区

青岛中央创新区

青岛金家岭金融区

聚焦前沿创新高地

高端引领财富中心

先行先试改革先锋

开放多元文化交融

山海田园绿色生态

One Urban Area with Two Auxiliary Parts 

One urban area: Efforts will be focused 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entral innovation 
zone and the financial zone for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to build 
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two auxiliary parts: 
The Shazikou Auxiliary City will strive to build a new cultural new city for tourism with 
Laoshan features with tourism as its pillar industry, while the Wanggezhuang Auxiliary 
City will build an ecological pastoral city for leisure vocation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oshan Bay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Health 
Town of Qingdao.

   / 一主两辅 /

 “一个主城区”：重点实施中央创新区提速增效、金融区

提质发展，促进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打造区域性财富金融

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两个辅城区”：沙子口辅城区以旅游

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全力打造具有崂山特色的旅游文化新

城。王哥庄辅城区以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开发建设为契机，

建设以休闲度假、健康养生为特色的生态田园。

Three Belts wit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is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stal Tourist Cultural Belt, the Mountain-
surrounded Green Leisure Belt, and the Livable River Landscape Belt. The mountains, 
sea, and rivers are not only the precious and natural ecological resources unique to 
Laoshan, but also th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Laoshan District.

Four Zones under Synergized Promotion 

This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ingdao Central Innovation Zone, the Jinjialing 
Financial Zone of Qingdao, the Laoshan Scenic Resort of Qingdao, and the Laoshan 
Bay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Health Town of Qingdao. These four functional zones 
are important supporting platform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inancial industry, tourist industry, and life and health industry in Laoshan. 
They are not only interactive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but also will be developed in a 
synergized way.

   / 三带相融 /

即滨海旅游文化带、环山绿色休闲带、沿河景观宜居带。

山、海、河既是崂山特有的宝贵自然生态资源，更是崂山

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资源。

   / 四区联动 /

即青岛中央创新区、青岛金家岭金融区、青岛崂山风景

旅游度假区、青岛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四个功能区是

崂山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产业、旅游产业、生命健康产

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既相互融合支撑，又联动发展。

⦿ Laoshan Scenic Resort of Qingdao

⦿ Laoshan Bay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Health Town of Qingdao⦿ Qingdao Central 

Innovation Zone

⦿ Jinjialing Financial 
Zone of Qingdao

⦿ Focusing on the cutting edge of 
innovation

⦿ Leading the high-end financial centers

⦿ Pioneering the pilot reform

⦿ Being open and integrating diverse cultures

⦿An ecological pastoral city at the foot 
of mountains and beside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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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感动青岛，那些文明向善的故事

青岛的史册上有它们

聚焦 FOCUS

餐桌上的青岛 

青岛本邦菜 

青岛风物之活色生“鲜” 

宴•青岛 

青岛厨界新偶像 

寻味儿 

小吃，地道青岛味儿 

海湾风采 

ELEGANT APPEARANCE OF THE BAY 

海湾化学：新征程上的新起点

体盛民康 SPORTS OF QINGDAO

聚乐部 FUN CLUB

“青岛梦想号”双体帆船环球航行开启环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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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青岛

 承齐鲁大地千年文脉，采海岱原野万物珍馐，锅釜灶

烹匠心锤炼，筵席上传礼，唇齿间留香，人心中入魂，一
味传千年，至味在本邦。青岛味道，倾倒世界 !

Qingdao Charm on the Table

Moving Stories in Qingdao08

16

感动青岛，那些文明向善的故事

寒冷冷不过暖心，年味浓不散感动。时光不复，

相约至此，又一年“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的评选如

约而来，让我们聆听一个个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

抑不住的动容，抹不完的泪水，都化作“敬佩之情”

从心底而生。

目录 Contents
文化  CULTURE

悦读 READING

迎年即美景

视觉 VISION

在青岛，有一个故事叫赶大集

看台 INTERVIEW

2019，“猪”事顺意

春运，关于“归”的浓浓情意

红色之旅 Red Tour

寻找青岛的红色基因(一)

相遇博物馆  MEET ME AT THE MUSEUM

山中趣味，乐享民俗

青岛影人  QINGDAO PHOTOGRAPHERS

梯田，人与自然的最美结合

时尚   FASHION

食界  FOOD PARADISE 

百锅千味，你独爱哪一种

54

5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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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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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8

72
寻找青岛的红色基因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 12 名党的创始人中，有

两名来自济南，一个是王尽美，另一个是邓恩铭。他们

还与青岛建党、建团，有着深厚的渊源。

Red Tourism in Qingdao

There is a Story Named Going to the Fair in Qingdao58 在青岛，有一个故事叫赶大集

腊月的大集，在许多老青岛眼里，是冬日里的暖阳，是童年里
的美好记忆，更是成长中的不可或缺。进了腊月门，一个个有着百
年历史的青岛大集开始散发出浓浓的年味，是植根于青岛人心中的
“最纯民俗风” 。

They are on the Annals of Qingdao

40
青岛的史册上有它们

青岛很美。她的美不仅是
因为“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
城市特色，“海上都市，欧亚风情”
也是对青岛城市风格的典型写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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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青岛，那些文明向善的故事
Moving Stories in Qingdao

寒冷冷不过暖心，年味浓不散感动。时光不复，相约至此，又一年“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的评选如约而来，

让我们聆听一个个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抑不住的动容，抹不完的泪水，都化作“敬佩之情”从心底而生。

文/魏浩浩

根据“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的评选

标准，按照优中选优原则，经资格审查、

评委会评审，产生正式候选人 34 名。

其中正式候选个人 32 名，正式候选团

队 2 个。在经过市民点赞，并经由评审

委员会综合评审后，2018 年度“感动

青岛”道德模范分别是：国家深海基地

管理中心潜航员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中

级潜航员唐嘉陵；青岛市市北区延安路

街道明霞路社区居民崔风业；青岛市公

安局市北分局治安二大队副大队长李英

军；青岛市市北区合肥路街道同德路社

区居民李全花；青岛市城阳区野生动植

物保护协会会长徐立强；青岛市崂山区

金家岭街道瑞都社区居民马嘉卉（九月

家人）；青岛平度市李园街道郑州路小

学一级教师张闪玉；青岛平度市蓼兰镇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曲常迅；青岛市市南

区江苏路街道社工裴洪翠；青岛市红岛

经济区红岛街道宿流社区居民吕升良。

另外，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志愿者团队荣

获2018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群体。

青岛市立医院急诊科总护士长兼急

诊门诊护士长位兰玲、青岛农业大学机

电工程学院院长尚书旗、青岛市即墨区

段泊岚镇大吕戈庄一村村民杨风知等

19 人，荣获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

德模范提名奖；授予中国首次环球海洋

科考团队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

模范群体提名奖。

颁奖典礼现场，当再度回放这些道

德模范的感人事迹时，不少观众的情感

也跟随短片、采访起伏 , 被道德模范的

故事震撼着、感动着。说到动情处更让

很多人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们一次次

被这些道德模范震撼和温暖，虽然他们

是平凡人，却能做出不平凡的事，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重温感动，内心始终被

触动。”资深媒体人韩静如是说。

你是“天使”，大爱留存
2018 年的夏天，曾有一个名叫“九

月”的小姑娘感动了全青岛。她是家里

的独生女，6 月，4 岁半的小九月不幸

患了一种叫做脑干占位性病变的疾病，

目前全球尚无有效治疗办法，小九月从

发病到离开这个世界仅仅 20 天时间。

即便全青岛的爱心人士都在为她祈祷和

近日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颁奖典礼举行 图 / 吕建军
Recently, the 2018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Award Ceremony was held.

“感动青岛”道德模范小九月的妈妈泪洒现场 图 / 吕建军
The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mother of Jiuyue, was in tears on site.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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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她终究带着爱离开。在小九月病

重治疗期间，其家人强忍悲痛，共同商

量并经孩子同意，小九月离世后将她的

5 个器官捐献出来，让 5 个家庭重燃生

命的希望。小九月及其家人的大爱精神

和善行义举传播开来后，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

体纷纷报道，全国百万网友感动泪奔。

7 月初，在西班牙马德召开的第 27

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上，中国人体器官

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作报

告时，与会专家分享了小九月的感人故

事，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

夫得知小九月的事迹后，很受感动，他

盛赞“青岛地处孔孟之乡山东，又是沿

海开放城市，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并包

的地方，青岛人的观念比较开明，捐献

者及其家属都令人敬佩”。

颁奖典礼现场，当短片中小九月生

前的脸庞再次出现时，现场已有很多观

众流下泪水。漂亮的小九月在生病的短

短 20 天里，依旧向人们展示了她乐观

可爱的模样。而她的妈妈马嘉卉上台领

奖时，提到女儿最后弥留之时，更是红

了双眼，泪水轻轻淌过面庞，更是淌过

年轻妈妈的内心，让已为人父母的观众

不禁动容。据了解，目前，“九月天使”

公益符号已注册成功，“九月天使”雕

像已经创作完成，以“九月天使”感人

事迹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和歌曲作品正在

广泛传播传唱，她已经成为青岛城市精

神的一种象征和化身。

诚信于你，是理所当然
在今年“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获得

者中，崔风业是惟一一个诚实守信的代

表。2018 年 7 月 8 日，崔风业经过一

个废品回收站时，以 50 元价格买了一

个旧保险柜，想到保险柜一般藏有暗

格，崔风业便从网上找到同款保险柜，

按照说明撬开了暗格，但是撬开以后，

他被眼前的东西惊呆了！两本存折、一

根 50 克金条、两枚金箔纪念币和一枚

银箔纪念币，这可价值十几万元，当时

崔风业急了，“这失主得多着急！得立

马联系上才行”。可除了存折上的姓名，

所有的物品都没有发现失主的任何身份

信息。崔风业一家人只好把“难题”交

给民警。民警通过两本存折的开户行查

找失主的相关信息，同时联系废品回收

站了解回收保险柜的时间和地点。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失主联系上了。

7 月 13 日，失主陈先生的妻子从

济南老家带着相关公证书和证明来到派

出所，在崔风业和派出所民警的共同见

证下签字认领了丈夫生前留下的财物。

为了表达对崔风业的感激，失主提出请

他吃顿饭或者赠他部分现金作为感谢，

但都被崔风业拒绝了。“50 块钱买的

是保险柜，不包括里面的财物。”崔风

业说 ,“如果是一张彩票，中了再大的

奖自己都心安理得，但这次的‘意外之

财’我不能接受。”崔风业拾金不昧的

事迹，用最质朴的行动点亮最高尚的灵

魂。诚信无形，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有

形之身，养天地正气，问人间暖凉。

敬业奉献，责任担当
当一位位道德模范登台领奖时，有

一个人却缺席了，他就是青岛市公安局

市北分局治安二大队副大队长李英军。

据了解，李英军在民警工作的一线舍身

忘我，积劳成疾，在连续出现吐血、便

血后，他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不久前

刚刚进行了肝移植手术，目前还在恢复

期。1998 年以来，在为来青岛的少数

民族群众管理服务工作中，李英军始终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创业、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呵护“新疆

班”学生，帮扶困难家庭，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合法权益，让他们在青岛共享新时

代的美好生活。从警 33 年，李英军将

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少数民族群众心

中，用责任担当和大爱情怀谱写了民族

团结之歌，让民族团结的花朵处处开放

为了给病床上的李英军送去早日康

复的祝福和激励，2018年度“感动青岛”

道德模范评审委员会将奖杯和证书送到

了他的病房。躺在病床上的李英军身体

还比较虚弱，他颤巍巍地接过了花束和

证书，连声说“谢谢”。当被问及身体

康复后的打算时，李英军说，他非常热

爱这个已经为之奉献了 30 年的公安民

警岗位，希望能继续身穿警服，擦亮警

徽，忠于使命，筑起护卫安宁的铜墙铁

壁。

另外一位获奖的道德模范唐嘉陵，

作为中国首批自主选拔培养的 7000 米

颁奖典礼现场 播放小九月生前视频 现场观众无不动容 ( 图 / 王勇森 )
At the award ceremony, all the audience was touched by the video of Jiuyue.

全国道德模范宁允展为“感动青岛”道德模范唐嘉陵颁奖 ( 图 / 王勇森 )
National moral model Ning Yunzhan gave the award to the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Tang Jialing.

当一位位道德模范登台领奖时 有一个人却缺席了 他就是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治安二大队副大队长李英军
为了给病床上的李英军送去早日康复的祝福和激励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审委员会将奖杯和证书送
到了他的病房 ( 图 / 吕建军 )

When the moral models came to the stage to receive award, there was one people absent, 
that is Li Yingjun,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No. 2 Order Brigade of Qingdao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Shibei Branch. To give blessings and encouragement to Li Yingjun who was in the 
hospital bed, the jury of the 2018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sent the trophy and certi cate 
to his ward.



012
SAILING CITY

013
SAILING CITY

关注 / ighlight S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潜航员，首批仅

有的两名职业潜航员之一，全程参与了

“蛟龙号”潜水器 1000 米至 7000 米 4

次海上试验，安全执行深潜任务 70 余

次，取得了丰富且宝贵的科研资料和海

底样品，并连续 3 年驾驶潜水器达到海

试最大深度，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7062

米，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并创造

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

度。

很多人听过徐立强的名字，如今，

他担任青岛市城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会长、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理事。

2001 年，他作为一名野生动植物保护

志愿者和旗手参加了青岛市挽留海鸥行

动，从此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结缘。此后

他一直致力于野生动植物保护公益事

业，发起成立山东省第一个区县级野生

动植物保护协会——城阳区野生动植物

保护协会，组建 5000 多人组成的野生

动植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开展春秋护鸟

和青岛百合保育工作，构建人与自然命

运共同体。多年来，徐立强及其志愿者

队伍成功解救各类珍稀鸟类上千只，青

岛百合 400 余株。由于野生动植物保护

协会是没有官方编制和经费的群众性组

织，在此过程中，徐立强个人累计投入

80 余万元用于建设百合保育园、鸟类

救助站和普法宣传培训等，产生强烈的

社会反响。  

2016 年 3 月，青岛市首个涉农院

士工作站落户平度蓼兰镇。截至目前已

培育出 5 个品种参加山东省区域试验，

4 个品种参加国家育种联合体试验，2

个小麦品种参加国家黄淮海区域试验。

平度市蓼兰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曲常迅

带领技术人员改进了小麦宽幅精播技

术，被作为青岛市主推技术。2016 年 6

月，蓼兰镇承担的农业部小麦高产创建

10亩方，经验收，单产达到786.6公斤，

创下青岛历史最高纪录，推广面积达到

50 多万亩，增收 6000 多万元。为申报

国家地标产品，200 多个日日夜夜里，

曲常迅带领团队一班人不分昼夜撰写材

料、选取样品、化验指标，并带着样品

多次到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农科院等

检测。2017年 10月 27日，“蓼兰小麦”

传来喜讯——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认证，成为平度第 19 个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也是青岛市第一个粮食类地

标农产品。

近年来，曲常迅以青丰公司为依托，

承担了国家、省、市 20 多个科研课题

的研究，并选育出“青丰 1 号”和“青

农2号”小麦新品种。其中“青丰1号”

小麦种搭载“神舟七号”飞船进行了太

空育种，开创了青岛市太空育种的先河，

推广面积达 1000 多万亩，每年创造经

济效益1.6亿元，实现社会效益3亿元。

有一种教师，叫“敬业奉献”，张

闪玉就是这样的教师。

2013年5月，张闪玉在一次体检时，

被查出患有“LG不可逆转型慢性肾炎”。

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长期调养，卧

床休息，否则……张闪玉陷入了痛苦中，

作为教师，自己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

而此时自己刚刚接手了一个因各种原因

连续更换班主任、成绩等各方面都很差

的班级，不能再耽误孩子了。于是张闪

玉决定，不告诉任何人，照常上班，自

己抽空偷偷治疗。有一次因为更换药物

导致过敏，第二天上课脸都是青色的。

她坚持上完了课，走下讲台时整个人都

虚脱了，同事们把她送到医院才知道她

生病的事。学校领导提出让她不再担任

班主任，她说：“我是一名老师，但也

是一名家长，我知道家长们的心情，这

个班不能再换班主任了。”就这样，她

又拖着病弱的身躯，重新站上了三尺讲

台。由于身体劳累，张闪玉感觉胸部疼

痛。

2015 年，张闪玉又查出疑似乳腺

癌，她被迫去北京做手术，幸运的是肿

瘤是良性的。她只休息了半个月，就又

回到了课堂上。张闪玉丰富的教学经验

使班级很快就有了改善，2016 年在全

市毕业汇考中，该班以各科均是年级第

一的成绩顺利毕业。送走毕业班的第二

天，张闪玉就住进了医院。是责任担当，

让这个瘦弱的女子成为别人眼中的“强

人”，也成为了她在教师岗位上始终坚

持的不变信念。

“家”是归属，用“爱”呵护
作为一位军嫂，裴洪翠在丈夫扛起

保家卫国的重任时，毫不犹豫地用瘦弱

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自 2009 年 5 月

与高祥结婚以来，丈夫先后参加南沙战

备巡逻，随训练舰编队出访印度、印尼、

缅甸、新加坡亚洲四国。2014 年至

2015 年，丈夫远赴索马里参加第十九

批亚丁湾护航任务，历时 221 天。期间

公公被查出患食管癌。老人、孩子、工作，

裴洪翠不停往返于医院、家庭、单位之

间，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不间歇的忙碌让

她瘦了一大圈。2015年 4月 1日早上，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潍坊舰成功

解救 449 名中外公民的消息，成为单批

次解救中外公民最多的一次，裴洪翠忍

住激动的热泪，赶紧俯身贴在公公耳边

讲，是高祥他们军舰去救人了，公公脸

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4 天后，中国海

军第十九批护航编队恢复了护航行动，

也是在这一天，因病情恶化，老人不幸

离世。裴洪翠扶老携幼，无怨无悔，其

先进事迹先后被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节

目《天下有情人今天不说“爱”》，《军

嫂》杂志 2016 年版《这个军嫂“坏”

了当地的风俗》以及《人民海军报》等

媒体、报刊报道。

当晚，裴洪翠站在领奖台上时，她

的丈夫高祥手捧鲜花和奖杯缓步上前为

妻子颁奖。刚刚执行完任务的高祥面对

妻子诉说了他的心里话，句句话凝聚着

爱意和对妻子的感谢。也正是无数位像

裴洪翠一样默默坚守与奉献的军嫂，为

强军梦的实现铸就了最坚实的后盾。

今年 60 岁的李全花是一个四口之

家的“家长”。在和父亲、弟弟、外甥

女组成的这个特殊家庭里，她就是“顶

梁柱”。然而，翻开这个特殊家庭的履

历，映入眼帘的却满是李全花与命运顽

强搏击的深深烙印。命运似乎总是在跟

李全花开玩笑：幼年时母亲离世，带走

了所有孩子都向往的那份甜蜜母爱；中

年丧偶，独自一人要扛起抚养女儿的重

任；年近六旬，女儿突然撒手人寰……  

接踵而至的三大不幸，如狂风骤雨

般压在了李全花的身上，把原本完整的

家庭打击得支离破碎。眼泪哭干了，嗓

“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每年都为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动 图 / 王勇森 )
Every year,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selection touches people in a different way.

“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裴洪翠站在领奖台上时 她的丈夫高祥手捧鲜花和奖杯缓步上前为妻子颁奖 ( 图 / 王勇森 )
When the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Pei Hongcui stood on the podium, her husband Gao 
Xiang walked slowly to her to give owers and tr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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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哭哑了，精神也被压垮了。面对命运

齿轮的碾压，她挣扎过，呐喊过，甚至

想过了放弃。可最终，年迈体弱的老父

亲、Ⅱ级精神残疾无人照料的弟弟、以

及父亲不在国内年仅 4 个月大的小外甥

女，让李全花咬着牙擦干了眼泪，毅然

挑起了这个特殊家庭里那副沉甸甸的担

子。没有沉浸在对亲人日复一日的缅怀

中痛不欲生消磨意志，没有陷身于对家

人漫漫无期的照料中失去信心放弃希

望，坚强的李全花，用常人无法想象的

勇气和毅力，选择了一条注定蜿蜒曲折、

坑坑洼洼的道路，怀揣着一家三代四口

人“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

的信念，李全花在与命运抗争的路上一

路披荆斩棘，自强不息，演奏了一曲最

坚强的命运交响乐。

勇敢始于善良
2018 年 6 月 13 日下午 5 点左右，

吕升良在胶州湾黄岛赵明西滩涂进行养

殖作业时，突遇强对流天气，整个天空

瞬间一片漆黑，海上风力达到 12 级，

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从天而降，像鸡蛋

一样敲打着整个海面……船长吕升良带

领船员迅速返航，途中看到有两条皮筏

艇在风雨中飘摇，狂风恶浪很快就要将

渺小的皮筏艇吞噬，他毫不犹豫驾驶渔

船迎了上去，忍着冰雹击打，冒着生命

危险，几经辗转、抛缆拖带，将两艘皮

筏艇栓连在自己的大船上，同时救起赵

宇参、赵显超等 4 位皮筏艇上的人。拖

拽着皮筏艇，吕升良在狂风暴雨中谨慎

返程，在航行到胶州湾大桥内宿流桥口

处时，又发现远处一艘翻扣的皮筏艇，

而一个人正趴在尾舵上拼命呼救，救人

刻不容缓。在拖带两条皮筏艇的情况下，

再次停船施救非常危险，但吕升良没有

放弃，克服重重困难，将皮筏艇和船员

救下。吕升良小心驾驶，拖带着之前被

救的两艘皮筏艇安全到达红岛中心渔

港，渔船、皮筏艇及全体人员安然无恙。

事后，多位获救者登门感谢，许多媒体

争相采访，但都被吕升良婉拒了，他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也会继续伸出援助之手”，朴实的话语

尽显新一代红岛渔民的淳朴与勤劳。

热情青岛，志愿奉献
在 2018 年“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评选的名单上，我们看到惟一一个群

体奖获得者——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志

愿者团队。当城市面临国家级的重大

活动，志愿服务团队在自己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据了解，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志愿者招募工作自2018年1月启动，

面向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城市社区

招募城市运行志愿者 20000 万名，面

向驻青高校定向招募会议志愿者 2000

名，并组织专题培训。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期间，2 万名城市运行志愿者走

向全市近 3000 个志愿服务站点，累计

出勤 30 余万人次，累计志愿服务时间

超过264万余小时，用最美好的微笑、

最真诚的态度、最优质的服务为国内

外游客提供帮助。2000 名会议志愿者

走上会议中心、新闻中心、注册中心、

嘉宾酒店、媒体酒店、机场、火车站

和近百处志愿服务驿站提供服务，累

计出勤超过 15000 人次，服务时间超

过 13 万小时。综合素质高、形象气质

佳、外语水平好、工作能力强的

为保障会议的顺利进行，峰会志愿

者们以饱满的热情、负责的态度、吃苦

耐劳的精神和扎实的专业素质，服务在

峰会第一线，将责重千钧的思想认识和

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充分落实工作，用青春活力向中外

嘉宾展示了青岛热情好客的文明形象，

展现了细致周到、乐于奉献的志愿者风

采，赢得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赞扬和高

度评价。“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办得很成

功，山东省特别是青岛市作出了很大贡

献，服务保障工作有力有序、精心细致，

体现了世界水准，展示了中国气派、山

东风格、青岛特色，谨向为此付出努力

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慰问和感谢。”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成

功举办作出的重要指示。

翻看“感动青岛”的道德模范事迹，

就如同翻阅文明社会的书籍，一页页光

芒万丈，发人深思，感人肺腑。他们每

个人身上文明向善的品格影响和带动越

来越多的人，在真实的人类社会中挥发

正能量。你们的善举，代表着你们个人，

更凝聚着青岛这座每城市的精神品格，

感谢有你，未来可期。大爱的青岛，更

令人珍惜。

The awarding ceremony of 2018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s 
was held in the No.8 telestudio 

of Qingdao TV station on the evening of 
30th January. 10 individuals and 1 group 
received the award. The individual award 
recipients are: Tang Jiali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quanaut Management 
Office of National Deep Sea Center and 
Intermediate Aquanaut, Cui Fengye, 
resident of Mingxialu Community, 
Yan’anlu Sub-district, Shibei District, Li 
Yingjun,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No. 
2 Order Brigade of Qingdao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Shibei Branch, 
L i  Quanhua,  res ident of  Tongdelu 
Communi ty ,  Hefe i lu  Sub-d i s t r i c t , 

Shibei District, Xu Liqiang, President of 
Chengyang District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Ma Jiahui (family member of 
Jiuyue), resident of Ruidu Community, 
Jinjialing Sub-district, Laoshan District, 
Zhang Shanyu, first-grade teacher of 
Zhenzhou Road Primary School, Liyuan 
Sub-district, Pingdu City, Qu Changxun, 
Director of the Agricultural Service 
Center of Liaolan Town, Pingdu City, Pei 
Hongcui, community worker in Jiangsulu 
Sub-district, Shinan District, and Lv 
Shengliang, resident of Suliu Community, 
Hongdao Sub-district, Hongdao Economic 
Z o n e .  T h e  S C O  Q i n g d a o  S u m m i t 
Volunteer Team received the group 
award.

一个个文明向善的故事打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 图 / 吕建军
The stories about good deeds touches every audience on the scene.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圆满落幕 ( 图 / 王勇森 )
The 2018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selection clos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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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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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dao cuisine presents the m
ost delicious taste.

Q
ingdao flavor fascinates the w

orld!

青岛人的餐桌 只用一个“鲜”字便可诠释 图 / 王勇森
Qingdao people’s dining table is full of fresh d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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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本邦菜
Qingdao Cuisine

胶州湾北岸，胶莱河、大沽河汇流入海，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系让胶州大地孕育出新石器的文明火种，

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于一体的三里河文化，照亮了 4500 多年前的星空。

青岛本邦菜，融入先民饮食，从历史源头奔流而来，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更反映着地域的独

特气质，一路博采众长，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中国鲁菜重要分支。青岛本邦菜，以中华烹饪、中国鲁菜

为代表，以山海鲜原料为主题，取材广泛，咸鲜合一，原汁原味，醇厚鲜美，是在鲁菜长期发展过程中，由

青岛海派菜、青岛土菜互相交融，自然派生而出。

文/黄宏伟

多种；浅海植物有 700 多种，其中经济

价值较高的带菜、海带等 20 多种。由

于捕捞技术、养殖技术的提高，科技的

发达，远洋渔业的发展，开发可食的海

物原料新品种越来越多，新鲜高档的海

产不仅热销山东，也在京城乃至全国星

级宾馆走俏起来，并走出国门，青岛本

邦菜的崛起，也使胶东菜火爆全国成为

现实。

青岛本邦菜本属于胶东菜系列，但

青岛人意识到该有属于青岛的菜系，并

希望通过行业上下共同努力，新潮、改

良后的胶东菜陆续出现在市场上，使得

胶东餐馆逐渐火爆起来，出现了一些以

经营新潮胶东菜为主的菜馆。正是这些

酒店经营者的意识，引导了胶东菜的潮

流，掀起了胶东菜的创新高潮，推动青

岛本邦菜的发展，致使后来市场上出现

了不少的新潮菜、改良菜。比如，海鲜

拌制系列、鱼汤系列、精品卷制系列、

水品生吃系列、中式生吃系列、热汤小

海鲜系列、海鲜 / 蔬菜干烹系列、虾

酱系列、日式铁锅系列、鱼家酱焖系列、

海鲜美极系列、海鲜烧烤系列、锅仔新

品系列等，还有根据整理改良的一批胶

东农家菜、胶东渔家菜等。

（本文作者系山东省烹饪协会副秘

书长、青岛市厨艺研究会副会长）

胶东菜的迅速发展。到清末胶东菜已发

展到鼎盛时期，不仅本地酒肆林立，厨

师人才技绝艺精，美味佳肴名扬四海，

而且在海外都享有盛誉。当时胶东菜打

入北京已有四、百年历史，在北京大饭

店多为胶东帮。“五六十年在北京有名

的大饭庄，什么堂、楼、居、春之类，

从掌握到伙计，十之七八是山东人，厨

房里的大师傅更是一片胶东腔”。此外，

东北及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受胶东菜

影响也很大。长春多招远帮，哈尔滨多

是掖县、黄县人，沈阳、上海、天津、

济南，也有一大批胶东人开的名菜馆，

在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胶

东风味的餐馆，仅福山籍华侨在海外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开设了六七百家

餐馆，福山不少村的劳动力，近一半在

外从事厨艺工作，过去胶东一代曾流传

这样一句俗语：“东洋的女人、西洋的

楼、福山的厨师压全球”。虽是一句俗

语，来自烹饪之乡福山名厨高手们的非

凡技艺是令人佩服和倾倒的。胶东菜有

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胶东民间的技术

之高之普及全国稍有。每一个普通家庭

几乎都有手艺娴熟的家庭厨师，每逢新

春佳节、婚丧嫁娶、迎宾，家家都能做

出一桌丰盛的菜肴，胶东人勤劳、朴实，

“君子远庖厨”的意念淡泊。胶东菜丰

富了胶东人的生活，成了胶东人谋生的

手段。改革开放后，福山不少村庄又出

现了“从厨者不下百人”的现象。正是

这成千上万的厨艺匠人名厨大师，推动

创新着胶东菜，使胶东菜具备了走红内

地的势力。

交通运输的发达，活养保鲜技术的

进步，新海洋原料的开发利用，使胶东

菜热俏内地有了保障。胶东半岛系地区

海产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浅海鱼

类由 100 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

30 多种；虾类有 9 种；贝类经济价值

较高的有 60 多种；海参、海胆等有 20

味传千年 倾倒世界
青岛本邦作为青岛本土家常菜的别

称，它是中国鲁菜和胶东特色饮食文化

的一个重要流派，因选料广泛、种类繁

多，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青岛虽建置百余年，但其烹饪史可

溯源到几千年的新石器时期，胶州古文

化遗址出土的历史文物足以说明，远古

时代这里的居民已能熟练使用精致的陶

器制作食品了。

自元、明、清以来，这里的烹调技

艺、厨艺水平和特色风味菜点方面都有

很大的发展。青岛本邦菜逐渐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地方风味，并足以代表山东沿

海的美食特点。

作为山东沿海城市和商埠城市，青

岛本邦菜博采齐鲁各地小吃之精华，兼

收并蓄小吃之风味，以胶济风味为综合，

是崂山、胶州、即墨等地特色为代表菜

系。青岛也是移民城市，各地方风味在

此汇集成多元风格，常用的烹调方法是

以清炒、蒸煮与红烧、慢火煨等为主。

后来为适应青岛人喜食清淡爽口的口

味，菜肴渐由重油赤酱趋向鲜咸为主、

淡雅爽口，原汁原味。

由于青岛海岸线曲折，海湾多，水

域广阔，波平水清，岩礁星罗密布，饵

料资源丰富，是各类海产品栖息、繁衍

的好地方。清末胶济铁路通车，加之青

岛又是山东重要港口码头，水陆交通比

较发达，内河湖泊及山区平原的蔬菜瓜

果、五谷杂粮、家禽畜类、山珍野味都

能及时运来，货源充足，商埠繁荣，也

促进了青岛本邦菜的迅速发展。

百年来，青岛著名的本邦菜一直有

口皆碑，尤其以青岛渔家宴为代表的渔

家海味菜，更是闻名遐迩于海内外。青

岛本邦菜用料广泛，制法繁多，所制特

色菜品、小吃多以原料本身味型为主，

加以适当的辅料以花样多、制法多变、

滋味迥异、清鲜、保持原汁原味和营养

成份含量高而著称。

青岛盛产小麦，面食在青岛本邦菜

中的种类最多。同时，青岛还盛产各类

海鲜，以海鲜为原料 ( 馅料 ) 的特色菜

点品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胶东菜走红带来的思考
作为鲁菜三大风味之一的胶东菜，

素以“海鲜为主，清鲜嫩，原汁原味”

享誉中外。近年来，胶东餐饮积极开拓、

勇于创新，使得胶东菜品再次焕发了新

的活力，许多胶东餐饮企业，已经走出

胶东，不仅进军内地，在国内大中城市

开设了近百家胶东风味的分店或联营

店，而且走出了国门在美国、加拿大等

国家开设分店，成为当地餐饮市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胶东菜的走红引起了广

大餐饮界足够的重视，青岛本邦菜要想

更好的继承与发展，应该从中学到经验。

胶东菜走红是有原因的。

胶东菜系浓厚的文化底蕴和胶东人

传统的烹任习俗，是胶东菜热的基础。

胶东三面环海，一面联陆，多丘陵，气

候温和、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发达，

为胶东菜的起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

础。《皇帝内经素问》载：“东方之域地”。

盐为百味之手，盐的生产说明胶东菜咸

鲜为主的风味形成及善于用盐的特点，

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治铁术最早出现

在“东夷”( 即今胶东 )，治铁的发达

等技术产品，大都由胶东经海运出口，

唐朝时的登州跟南方的广州，并称当时

两大对外的出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1861 年烟台辟为商埠 ( 当时邻近的大

连、青岛还是偏解的渔村 )。先后有英、

法、美、德、日、俄、意等 16个国家，

在烟台设立领事馆，开厂设店，刺激了

Qingdao cuisine integrates the 
diet of the ancients, goes along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city, reflects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area, learns widely from others’ strong 
points,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Shandong cuisine with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Qingdao cuisin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uisine and 
Shandong cuisine, focuses on extensive 
raw materials obtained from mountains 
and sea. The dishes are salty and delicious,  

mellow and fresh with natural flavor. 
The cuisine is naturally deriv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Qingdao seafood cuisine 
and local cuisine in the long development 
course of Shandong cuisine.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flavors of 
Shandong cuisine, Jiaodong cuisine is 
well-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 
“fresh seafood with natural flavor”. 
The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and 
traditional cooking customs developed 
by Jiaodong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for Jiaodong cuisine to become popular.

鲜鲍鱼烧走地鸡 图 / 东海 88 风味餐厅
Braised Fresh Abalones with Free Range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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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风物之活色生“鲜”

Qingdao Specialties: Lively and Fresh

一座山而知风物，一片海而知民情。

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系，滋养着这片土地，孕育出山海间的美丽和富饶。

青岛，山海相依，活色生“鲜”。

文/王欣

青岛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这里是东夷人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之

一，遗留了丰富多彩的大汶口文化、龙

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商周时期，这里是

中国海盐的发祥地，位列中国“四大古

盐区”和“五大古港”。春秋战国时期，

这里建立了山东地区第二大市镇——即

墨，“即墨故城”（今平度市境内）是

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城池遗址。越王勾

践在琅琊（今黄岛区境内）筑台会盟，

成为一代霸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

巡天下，三登琅琊。据记载，中国最早

的一次涉洋远航——徐福东渡朝鲜、日

本，就是从琅琊起航的。汉武帝少年时

代在不其（今城阳区境内）做过胶东王，

是中国有记载的到青岛地域巡游次数最

多的皇帝。唐宋时期，这里作为衔接南

北航运的“中转站”，成为中国北方沿

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口岸。宋时

专门在板桥镇（今胶州市境内）设“市

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到了元朝，为方

便海运漕粮，开凿了中国惟一的海运

河——纵贯山东半岛的胶莱运河。明清

时期，这里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海防要塞，

时称“胶澳”。

地处太平洋西岸、黄海之滨、山东

半岛南端的青岛，是一座海滨丘陵城市，

属半湿润温带季风气候。这里，春迟、

夏凉、秋爽、冬长。山丘、林地、平原、

海洋，丰富着青岛的姿态，孕育着万物。

大海的恩赐
青岛海域总面积 12240 平方公里，

海岛岸线总长 817 公里，拥有 49 个海

湾、120 个海岛。海洋资源丰富，让青

岛人的餐桌一年四季都少不了海鲜。勤

劳朴实的青岛人也丝毫没有辜负大海的

恩赐，将海鲜的美味发挥到极致。水煮

的清香、红烧的软嫩、煎炸的酥脆、碳

烤的劲道……那些活蹦乱跳的鱼虾、张

牙舞爪的螃蟹、软硬不吃的蛤蜊和扇贝、

神经敏感的海参和海肠，在锅铲勺演奏

的狂想曲中，变成一桌秀色可餐的美味。

青岛人靠海吃海，可以用“活色生

香”来形容：看的是旖旎的海天风光、

吹的是清爽的海风、吃的地道新鲜的海

味——小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这里的

海味，特别是贝类、虾类、鱼类，不仅

种类丰富、数量充足，而且肉质肥美、

口感新鲜。当然，青岛的海鲜也各有各

的特色、各有各的名堂，比如，蛤蜊要

吃红岛的，螃蟹要吃会场的，鲅鱼要吃

沙子口的……

梁实秋的《忆青岛》中写道：“青

岛的海鲜也很齐备。像蚶、蛤、牡蛎、

虾、蟹以及各种鱼类应有尽有。西施舌

不但味鲜，名字也起得妙，不过一定要

不惜工本，除去不大雅观的部分，专取

其洁白细嫩的一块小肉，加以烹制才无

负于其美名，否则就近于唐突西施了。

以清汤汆煮为上，不宜油煎爆炒。顺兴

楼最善于烹制其味。”西施舌曾经是山

东青岛的特产之一，曾是胶东菜系饭店

的“招牌菜”，如今产量稀少而弥足珍贵。

这种贝类产于河水入海口，即淡水和海

水交汇的地方，青岛西海岸泊里一带的

滩涂辽阔而坡缓，向海中自然延伸 1000

米左右，底质为细沙或沙泥，沿岸植被

茂密，水质清新无污染，自然环境优良。

有白马河、横河等较多河流注入海区，

水质肥沃，微生物丰富，是西施舌最理

想的栖息地。关于西施舌，当地还有一

个传说：秦朝末年，秦始皇的大队人马

东巡至琅琊郡时，曾吃到一菜，这菜的

主料便是西施舌。秦始皇被其绝美的风

味所折服，便问其来历。地方官禀告说，

在春秋吴越相争时，越国为吴国所败，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矢志报仇，其中一

计便是选送美女西施侍奉吴王夫差，以

使之沉湎酒色，疏理国政，对越国失掉

防范之心。10多年后，越王在大臣文种、

范蠡的帮助下，率精兵击败吴国。此时

的西施见国仇已报，为保名节，便投江

靠海吃海 青岛人祖祖辈辈的传承 图 / 宋乃英
Living by the seaside and eating seafood are traditions handed down by Qingdao peopl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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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亡。其行感动了上苍，为使其芳名千

古，便让其舌化为一蚌，漂浮于海，后

历经沧桑移于黄家塘湾畔，被当地人称

之为“西施舌”。

会场的梭子蟹，是出产于崂山王哥

庄会场湾及以外海域所产的野生三疣梭

子蟹，是青岛本地最好吃的螃蟹。之所

以出名，是由于它的繁殖、栖息、生长

环境——会场湾的西面是陆地，无大河

入海；南临崂山北靠鳌山，外有小管岛、

兔子岛、大管岛等岛屿比邻，这里地理

位置相对封闭，海水的流向、流速、盐

度相对稳定，同时会场湾海底以半泥沙

为主，生长着多种贝类，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生长条件，使会场湾成为山东

半岛南部海洋生物最主要的繁殖栖息

地。个大饱满、肉质紧实、脂膏肥满、

鲜美丰腴，是会场梭子蟹的最大特点。

最传统也是最地道的做法是清水白煮，

只有这样才能诱发食材本身的鲜香同时

保留原汁原味，连同坚硬的外壳一起蒸

煮的梭子蟹，即使上了桌也不肯丢盔弃

甲，个个紧实。面对美味，食客们简直

无所不用其极，惟恐错过每一口鲜美。

2013 年起，当地政府在会场湾，以海底

置物的形式建立“会场梭子蟹保护区”，

增殖放流。这一切保护举动，让会场梭

子蟹的产量大增。

新鲜的海鱼营养丰富，而且是宴客

的主菜。青岛人烹鱼，用的是海纳百川

的心态，洋为中用、南鱼北吃，屡见不鲜。

不管是清蒸、红烧、家常烧，还是煎炸、

焖烤、油泼，新鲜嫩滑的鱼肉，通过厨

师们的妙手烹制，成为整桌宴席的点睛

之笔。青岛人最喜欢的鱼，有鲅鱼、黄

花鱼等等，每当这些鱼上市，不管多贵，

都能让人们一抢而空，而酒店、餐厅更

是打出大大的招牌，吸引食客前来尝鲜。

青岛的名厨，大多有一道名菜跟鱼有关。

而这其中，青岛人对鲅鱼别有情结。青

岛开埠之前在民间流传这样的故事：有

一个父母双亡名叫“小伍”的孩子被一

位老人收养，养母后来将亲生女儿许配

给小伍为妻，有一年春天老人突然病倒，

垂危之时想吃鲜鱼，但天公不作美，天

天刮大风，小伍冒着生命危险出海了。

女儿守在母亲的身边不停地说：“娘啊

娘，你先别咽气，小伍一会儿就回来了。”

渔家宴 往往都是用最质朴手法烹煮海的鲜 图 / 杜永健
A sherman’s family banquet is full of fresh seafood dishes cooked with the most unsophisticated method.

鲅鱼 青岛人的海鲜情结 图 /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
Qingdao people have special love for Mackerel.

老人听后点了点头：“好孩子，难为小

伍了，罢了，罢了……”话没说完老人

就咽了气。就在此时小伍拿了一条大鲜

鱼跑了回来，可老人已经去世了，夫妻

二人悲痛欲绝，抱头大哭，只好把鲜鱼

做熟后供在了老人的灵前。从那以后，

小伍夫妻每年都要在老人的坟前供上这

种初春刚捕到的大鱼，并按老人死前口

中念叨的“罢了，罢了”为这种鱼起名

为“罢鱼”，即现在的鲅鱼——至今，

每到鲅鱼上市的时节，青岛女婿都会买

最大最鲜的鲅鱼送上门去表孝心。

每当大海退潮的时候，“老青岛”

们都要去赶海，从礁石上撬下新鲜的海

蛎子或者蛎贝（青岛人称“海红”），

虽然个头小小的，但鲜味十足。有经验

的老青岛们还在退了潮的浅滩上，挖蛤

蜊、捉螃蟹，还用食盐钓海蛏子……赶

海的战利品足够让他们美美地做上一顿

丰盛的海鲜大餐，见者垂涎、闻着兴叹。

青岛人喜欢根据海蛎子、蛎贝、海蛏子

和扇贝特有的口感和味道，用蒸、煮等

不同烹饪手法凸显其特质。不得不承认，

它们是一种让人越吃越有成就感的海

货，费力掰开的坚实硬壳里躺着细滑肥

嫩的美味，让人停不了口也停不了手。

当然，青岛的海味也一向是“英雄

不问出处”，只要新鲜可口，再廉价的

海鲜食材也能登上大雅之堂，坦然接受

来自平民和贵族的双重追捧，海螺就是

这样的美味。青岛人给海螺起了一个亲

切又朴实的小名叫“波螺”，给香螺起

了个小名叫“香波螺”或“轱辘”。清

水白煮的海螺或香螺与姜末醋汁是最完

美的搭配，用细小竹签，通过扭转手腕

取出螺肉可是个技术活。

土地的馈赠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之

于大地，又是另一番繁荣的景象。胶州

白菜、平度花生、白庙芋头、马家沟芹

菜等叫响全国的时蔬；琅琊鸡、里岔猪

等禽畜生鲜；黄岛蓝莓、北宅樱桃、平

度西瓜、大泽山葡萄、海青茶、崂山茶

等舌尖美味……这片广袤的土地，馈赠

给勤劳的青岛人丰硕的果实。

胶州大白菜，被青岛当地人称为“胶

白”，因产于青岛胶州市而得名。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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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以汁白、味鲜甜、纤维少、营养

丰富、产量高等特点而驰名中外，富含

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营养丰富，并有

耐储存等特点。“胶白”之所以好吃，

是由于在种植中用豆饼、鸡粪作为肥料。

胶州大白菜是中国名产之一，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远在唐代即享有

盛誉，传入日本、朝鲜后被尊称为“唐

菜”；公元 1875 年，“胶州大白菜”

在东京博览会上展出，从此名扬天下。

平度马家沟芹菜原产于青岛平度市

李园街道办事处马家沟及周边村庄。其

种植历史悠久，独特的种植技术和生态

环境，使马家沟芹菜不仅品质优良，而

且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叶茎

嫩黄、梗直空心、棵大鲜嫩、清香酥脆、

营养丰富的马家沟芹菜，含有丰富的

钙、铁、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

素B2、维生素A、维生素C等多种人

体必需元素。

青岛的西海岸，东经 120°、北纬

36°，偏酸性的土壤条件和凉爽的海洋

性气候，非常适合蓝莓的生长，这里出

产的蓝莓鲜果被销往日本、韩国等国家

和地区。巧可爱的蓝莓，成群结队地长

在齐腰高的灌木上，这种矮脚的低灌木

需要培育 3年才能结果，经过 3年的寂

寞等待才能迎来产果的时刻，而每年的

盛产期也不过 1个月左右。蓝莓种植在

西海岸的兴起，让这种原本只能依赖进

口才能尝到的“贵族水果”，也渐渐走

进寻常百姓家。

在山东省 2 万公顷茶叶版图上，青

岛西海岸新区占据了 1/4，而海青镇茶

叶种植面积占据了其中的“半壁江山”，

是江北地区茶叶种植纬度最高、规模最

大的乡镇。海青镇位于整个青岛最西南

的位置，这个总面积不过 100 平方公里

的小镇，与绿茶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

海青种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

所谓“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地理

条件造就了海青镇“小江南”的气候

特点：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季多

雾，年平均气温 12.3℃，年平均降雨

量798.3毫米，年日照时数2448小时，

年平均地温 15.2℃；再加上处于高纬

度和沿海地区，昼夜温差大，这里的茶

树越冬期比南方长 1 至 2 个月。每年的

3 月至 10 月是海青茶的采摘期，初夏

时节更是采摘的佳期，因为这个时节的

茶叶最嫩。天地精灵孕育了海青茶“叶

肉厚、墨绿色、黄绿汤、栗子香”的独

特品质，经中国茶叶专家测定，海青茶

儿茶素和氨基酸含量比南方茶同类产品

高 13.7% 和 5.3%。

酒杯中的“青岛”
从青岛啤酒、崂山矿泉水、白花

蛇草水等走向世界的知名酒饮到琅琊

台酒、即墨老酒等传承千年的非遗宝

藏……酒杯中的“青岛”独有一番滋味

儿，值得细细品味。

早在 1905 年，位于古老中国山东

半岛的太平山麓还是一片山峦起伏、古

树参天的景象，德国商人马牙在此处打

猎时，在几株古树怀抱中意外地发现了

一汪清泉，几只小刺猬聚在泉旁饮水。

他也俯首小啜，顿感清爽甘甜，后来他

将此水带回德国化验，水质竟胜于法国

著名的矿泉水，这一发现不仅给世人带

来了惊喜，而且开创了中国矿泉水的先

河。1930 年德商罗德维在此打井进一

步开发水源，从地下深层花岗岩隙间找

到了优质的矿泉水资源，在中国打成了

第一口矿泉水水井——这就是历史上著

名的“刺猬井”的由来。从崂矿的第一

口刺猬井的发现开始，崂矿便开始了它

富有传奇色彩的百年历程……100 多年

来，“崂山”矿泉水以其悠久的历史、

卓越的品质享誉海内外，畅销多年而不

衰。

闻名世界的青岛啤酒选用优质大

麦、大米、上等啤酒花和软硬适度、洁

净甘美的崂山矿泉水为原料酿制而成。

原麦汁浓度为 12度，酒精含量 3.5%至

4%。酒液清澈透明、呈淡黄色，泡沫清白、

细腻而持久。2018 年 12 月 18日，世界

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世界品牌500强》，

青岛啤酒排名第 310。实际上，早在

1906 年，建厂仅 3年的青岛啤酒就在慕

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这是中国

啤酒行业获得的第一项国际大奖。此后

的百年间，青岛啤酒多次站在国际舞台

上，华盛顿国际品酒会冠军、蒙顿国际

评比大赛金质奖等，充分展示了青岛啤

酒酿造啤酒的“中国功夫”。

如果说青岛啤酒是青岛人最爱的啤

酒，那么琅琊台酒绝对是青岛人最爱的

白酒。有着悠久的历史的琅琊台酒堪称

“青岛白酒的代表”。青岛民间酒局上

有句俗话：不喝琅琊台，感情上不来。

琅琊台酒的酿造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

王勾践。史书记载，越王勾践经卧薪尝

胆，终于打败吴国。为称霸中原，于公

元前 472 年迁都琅琊，并把吴越之地的

酿酒方法传到琅琊。琅琊人民按照越王

勾践传授的酿酒方法，取琅琊山泉之水

酿制成酒，献于勾践。勾践饮后连声称

赞并为酒取名“琅琊红”。此后，越王

勾践在琅琊山上筑高台。每逢庆典节日，

越王都要大宴臣民于琅琊台上，畅饮“琅

琊红”酒。在越王的影响下，古琅琊民

间也形成了每遇喜庆节日畅饮“琅琊红”

酒的习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寻求

长生不老药三到琅琊。由于练仙丹需以

药入酒，秦始皇令方士研制出酒香浓郁、

清洌甘甜的仙酒并取名为“琅琊台御

酒”。自此开始，琅琊台御酒得以在民

间流传。民间酿酒师们利用琅琊山泉和

优质的粮食，改进酿酒技术，使琅琊台

酒逐渐形成了风格。

即墨老酒有着 4000 年历史，起源

于商代，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悠久

的历史、独特的工艺、优秀的品质、灿

烂的文化，使其成为中国黄酒的北方代

表，堪称“历史名酿、中华瑰宝”。历

史上，即墨传统老酒被选为贡品，封名

为“仙酒”“珍浆”。即墨老酒的酿造

有“古遗六法”，即按照黍米必齐、曲

蘖必时、水泉必秀、陶器必良、火剂必

得的古代造酒流程，再依次进行煪糜、

糖化、发酵、压榨、陈储、勾兑，经自

然发酵后压榨所得的原汁而成，具有色

泽瑰丽、气味馥郁、香型独特、性质温馨、

质地醇厚等特点。酒中的糖、酒、酸、色、

香、味全为天然所得，不添加任何成分。

据介绍，制糜要保证大黄米焦而不糊，

呈棕红色时出锅。然后，按比例加入陈

伏麦曲摊搅均匀，将糖化好的糜加入酵

母，装入缸内发酵 7天左右，再将发酵

好的酒醪放入木槽内压榨取酒，最后装

入坛中黄泥封口放入地下酒库至少1年，

即可成为香醇可口的即墨老酒。作为中

国黄酒的北方代表，即墨老酒各个时期

的酿酒师傅恪守即墨老酒传承古遗六法

传统酿造工艺，世世相承，“守六法、

把五关”，对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酿

造了传世佳品。即墨老酒酿酒师傅中流

传着“三天会酿酒，一辈子不出徒”的

俗语，可见对即墨老酒传统酿造工艺有

着持之以恒地追求和敬畏。

细读青岛风物，你会爱上这片土地，

这片海。

崂山脚下 农妇采茶忙 图 /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
At the foot of Laoshan Mountain, the peasant women are busy picking tea leaves.

Jiaodong area is surrounded by sea 
on three sides and connected to the 
land on one side, with a lot of hills, 

mild weather, developed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and ocean fishery, 
which provide a rich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Jiaodong cuisine. On 
the north shore of Jiaozhou Bay, Jiaolai 
River and Dagu River converge and run 
into the sea, the fertile land and rivers 
giving birth to abundant resources in 
Qingdao.

Qingdao boasts numerous coveted 
specialties including vegetables known 

all  over the country l ike Jiaozhou 
cabbage, Pingdu peanut, Baimiao taro 
and Majiagou celery, fresh foods like 
Langya chicken, Licha pork, sand clam 
and swimming crab, natural endowments 
l ike  Huangdao blueberry,  Beizhai 
cherry, Pingdu watermelon, Dazeshan 
grape, Haiqing tea and Laoshan tea, 
internationally reputed drinks like 
Tsingtao Beer, Laoshan mineral water 
and oldenlandia water,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with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like Langyatai wine and 
Jimo old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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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青岛

Banquet • Qingdao

餐桌和美食，一个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景，一个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非精神追求，两者，天生存在于

同一个维度，人们面对并享受它们时，有着或多或少的仪式感——从拿起筷子或举起酒杯的那一刻，便是满

堂心花怒放。青岛人的餐桌，论大席小宴，皆因人心的朴实厚道而显得热闹精彩，不求精细和繁杂，单单用

一个“鲜”字俘获众人，透着满满的人情味儿。

所谓“名菜”，说穿了，无非是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一致的好口碑。在青岛人的餐桌上，“名菜”大

多与海鲜有关，而且家家会做、道道好吃。

文/王欣 图 /王勇森

辣炒蛤蜊是青岛人家一道“入门级”

的家常菜，也是青岛最有群众基础的传

统菜。被称为“天下第一鲜”“百味之

冠”的蛤蜊肉质鲜美无比，特别是青岛

本地的红岛蛤蜊更是皮薄肉鲜，配以辣

椒爆炒，更是肥嫩多汁、鲜香无敌，是

青岛人夏日里的挚爱，吃蛤蜊、哈啤酒

也算是青岛特有的无双搭配。

另一道“入门级”的家常菜大虾烧

白菜，可谓是“入得了民间厨房，上得

了大雅之堂”， 甭管多高级的菜馆，只

要是青岛本邦菜的菜谱，上面准有这道

菜。大虾烧白菜的主料简单至极：海捕

对虾、白菜、葱、姜、盐等，大虾烧白

菜的做法其实很简单，但火候极其考验

厨师的功力。据说最正宗的做法是用新

鲜的海捕大对虾和胶州大白菜，虾与白

菜荤素搭配，白里透红，味道醇鲜，尤

其是白菜吸收了大虾的汤汁，其鲜无比。

每到七八月份，青岛的虾和海蛎子

最是肥美，这时，炸蛎黄和炸虾仁是青

岛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软炸的

虾仁酥香可口，Q 弹爽滑，虾肉的鲜美

被面糊包裹着，直到入口才淡淡溢出，

令人无尽回味；炸蛎黄基本用海蛎子肉

本身的咸鲜便所向披靡，外焦里嫩，酥

软至极，入口肉汁溢出即化。

滑爽入味、鲜咸无比的葱拌八带因

八带本身的触感而富有独特的口感，是

青岛人最爱的家常菜之一，也是许多本

邦菜馆销量极高的一道菜，“点击率”

仅次于辣炒蛤蜊。“葱拌八带”4 个字

就是这道菜的全部过程：以青岛本地产

八带凉拌本地小葱，十分简单却够美味。

八带，青岛人称之为“八带蛸”，用葱

拌最能凸显它的口感。此外，八带有原

汁八带、辣根八带、八带汆鸡蛋、葱炒

八带、八带炒韭菜、肉末八带等吃法，

也备受青睐。

青岛的鱼丸汤与其他地方的不同。

主要选用新鲜的鲅鱼或者黄花鱼，鱼肉

剁成细致的泥状，加入一枚鸡蛋清、少

许胡椒粉和微乎其微的盐，全部靠手搅

来加强鱼丸的弹性。汤底有清汤和酸辣

汤两种，前者清醇原汁原味，后者浓郁

酸香可口，无论哪一种，都能很好地衬

托鱼丸的鲜美，轻轻咬一口，便只知“劲

道”二字。

随着水产养殖的发达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葱烧海参和肉末海参渐渐成为家

宴的“常客”。人们甚至忘记了，葱烧

海参是鲁菜当中的经典名菜，它以水发

海参和大葱为主料，海参清鲜，柔软香

滑，葱段香浓，食后无余汁，葱香味醇，

营养丰富，滋肺补肾；而肉末海参的搭

配更增添了海参的鲜美。

扒原壳鲍鱼也是一道青岛传统名

菜。宋代诗人苏轼任登州知府时在《鲍

鱼行》诗中写道“膳夫善治荐华堂，坐

领雕俎生辉光，肉芝后耳不是数，醋笔

鱼皮真倚墙”，盛赞山东出产的鲍鱼鲜

美，使宴席增光，吃了鲍鱼，一切珍馐

都算不得什么了。扒原壳鲍鱼胜在色香

味俱佳，鲍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再

浇以芡汁，透明油亮。

爆炒螺片考验的是刀工和火候。大

海螺敲碎外壳，剥出新鲜的螺肉，去掉

螺胆和螺黄只留螺肉，然后用到片成薄

片。爆炒螺片可以用大葱丝也可以用黄

瓜片，都能提升菜肴的口感层次。最关

键的爆炒，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旺火

极速翻炒，时间是成败的关键，往往失

之毫厘差之千里。

崂山菇炖鸡往往选用本地 1 年内的

小公鸡，用高汤炖制而成。鸡和崂山菇

合炖，味道鲜美。由于崂山地区这些特

殊的气候、水质条件，使崂山松菇具备

了入口松软、爽滑等品质，风味独特，

算得上是菌类上品，尤以七八月份的松

菇品质最佳。这道菜的“主角”在于松

菇，入了味的崂山菇味道比鸡肉更好。

青岛人的心中，默默藏着一本菜谱，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厨艺的晋级而日渐丰

厚：葱烧海参、海鲜小豆腐、汆西施舌、

炸烹大虾、肉沫海参、油爆（爆炒）海

螺、红烧蹄筋、葱油鲍鱼、葱拌八带、

葱烧蹄筋、大锅蒸海鲜、㸆大虾、干烤

大虾、咸鱼饼子、干烧鲳鱼、熘鱼片、

爆炒乌鱼花（两吃）、鸡茸干贝、炸虾

仁、崂山菇炖鸡、清汆黄花鱼丸子、烩

乌鱼蛋、红扒肘子、崂山辣炒公鸡、卷

心菜炒海鲜（螺）、海鲜水炒蛋、葱香

银鳕鱼、茄汁鲍鱼、辣炒蛤蜊、大虾炒

白菜、醋溜瓦块鱼、鲅鱼狮子头、章鱼

狮子头、煎蒸刀鱼、清蒸加吉鱼、烧鲳

鱼、盐水大虾、生涮海鲜锅、干贝冬瓜

球、干锅鱼头、红烧五花肉比管、拔丝

地瓜、扒三色鱼丸、手剥虾（立虾）、

鸡茸干贝、煎蒸黄花鱼、烤牡蛎、烤鲅

鱼、烤鱿鱼、烤偏口鱼、烤带子、烤鳗

麟鱼、炸豆腐丸子、爆炒鱿鱼花、葱香

青岛人的餐桌上 “海货”是永远的主角
On the dining table of Qingdao people, seafood is always the leading role.

最家常的蛤蜊 与鲜鸡腿搭配出极致美味 东
海 88 风味餐厅

The most common clam can be cooked 
into the most del ic ious d i shes with f resh 
chicken 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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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仁、砂锅碟鱼头、蒸虾酱、拌活海参、

生腌虾虎、老醋蛰头、白菜心拌海蜇、

尖椒丝拌安康鱼、腊八蒜拌扇贝、葱丝

拌老板鱼干、麻辣海带、拌八带、芥末

菠菜毛绀、香椿拌海水豆腐韭菜拌鲅鱼

肉、鲅鱼酱、红烧鱼、蛤蜊土豆饼、比

管炖豆腐、炸蛎黄、脆皮带壳虾、麻辣

蟹钳（钉螺、小鲍鱼）、凉拌活海参、

海米炝芹菜、拌凉粉……青岛人用地道

的青岛食材，演绎出一桌美味诱惑。

鲁菜祖师易牙
要说中国的烹饪技艺变迁，可谓是

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勤劳

智慧的结晶，也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也产生了诸多为后

世敬仰的厨神。如在网络上也有评选中

国十大名厨的说法，列举了许多“美食

达人”，这说明在不同的时代，名厨们

的作为也是各有特色，在繁荣中华饮食

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最为显著

的。

不过，在“厨神”界，被公认的，

又有历史记载的则是这 3 位：彭祖、伊

尹、易牙。他们或有烹饪理论流传后世，

或有高超烹饪技艺载入史册，在中国烹

饪开创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厨师的

始祖。彭祖被视为“烹饪鼻祖”, 伊尹

享有“烹调之圣”，而齐桓公的御用厨

师易牙则与鲁菜息息相关。

易牙，又名狄牙，春秋时期名巫、

著名厨师，精于煎、熬、燔、炙，是调

味专家，也是齐桓公的御用厨师。关于

易牙的故事，最著名的是“易牙烹子”：

一次桓公对易牙说：“寡人尝遍天下美

味，唯独未食人肉，倒为憾事。”桓公

此言本是无心的戏言，而易牙却把这话

牢记在心，一心想着卖弄好自己的本事，

好博得桓公的欢心。国君何等尊贵，绝

不能食用死囚、平民之肉。后来他看见

自己4岁的儿子，选了用自己儿子的肉。

桓公在一次午膳上，喝到一小金鼎鲜嫩

无比，从未尝过的肉汤，便询问易牙：

“此系何肉 ?”易牙哭着说是自己儿子

As a coastal city and trading port 
in Shandong province, Qingdao 
has many advantages which 

enable it to learn the essence of cuisines 
in Shangdong area, and Qingdao cuisine 
integrates Qingdao and Jinan flavors 
with local features in Laoshan, Jiaozhou 
and Jimo. The frequently used cooking 
methods are stir-frying, steaming and 
braising, and simmering with slow fire. 

Later on, to cater to the light taste of 
Qingdao people, the cuisine focuses on 
fresh, salty and light taste with natural 
flavor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heavy 
taste.

Each ordinary family has a skilled 
cook  who can  prepare  a  tab le  o f 
delicious dishes on every festival and 
special day. Jiaodong people are hard-
working and unpretentious, and do not 

的肉，为祈国君身体安泰无虞，杀子以

献主公。当桓公得知这是易牙儿子的肉

时，内心很是不舒服，却被易牙杀子为

自己食的行为所感动，认为易牙爱他胜

过亲骨肉，从此桓公宠信易牙。易牙是

第一个运用调和之事操作烹饪的庖厨，

好调味，在做菜上勇于创新。因为他是

厨师出身，烹饪技艺很高，他又是第一

个开私人饭馆的人，所以他被厨师们称

作祖师。现今仍在流行的“打牙祭”俗

语，本义就是指南方的厨师们每逢初一、

十五要用肉食向祖师爷易牙祈祷。

易牙与齐国彭城的渊源使他留名于

今日的饮食文化中。易牙选择当地的食

材，通过各种烹饪技术，创造性的发挥，

才有了鲁菜的发展。齐国菜是中国最早

的地方风味菜，后来成为中国的四大菜

系之一———鲁菜，以其味鲜咸脆嫩、

风味独特、制作精细享誉海内外。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鲁菜，淮扬菜

也跟易牙有着密切的关系。淮扬菜是中

国苏菜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扬州、

镇江、淮安一带，淮扬菜制作要求“选

料严谨，注意刀功、火功，强调本味”：

菜肴质量要求浓而不腻，烂而不糊 ; 原

汁原味，原汁原汤，原汁原香 ; 清香平

和，南北皆宜。淮扬菜的厨艺，源远流

长，而易牙就曾在这一带传授烹饪技艺。

在烹饪实践中，易牙也很注重食疗。

易牙很崇拜彭祖的烹调技艺，曾三到彭

城学习烹饪技艺，并对其食养后有所创

新，创制了“易牙五味鸡”。而山东名

菜“鱼腹藏羊肉”，也与其相关。北方

水产以鲤鱼为最鲜，肉以羊肉为最鲜，

此菜两鲜并用，互相搭配，咸菜色泽光

润，外酥里嫩，鲜美异常。

有资料显示，现在的火腿也是易牙

创造的，当时易牙叫“火肉”，配方与

现在的火腿相差无几，食疗汤菜有瑞香

汤、桂仙汤、紫云汤、凤池汤等一直延

续至今 150 余种。青瓜拌海螺 广受食客赞誉 颐海花园大酒店
Conch mixed with cucumber is highly praised by customers.

香嫩 Q 弹的炸虾仁别有风味 东海 88 风味餐厅
The fragrant and tender fr ied shel led fresh 
shrimp presents a special avor.

大虾烧白菜 鲁菜“看家菜” 长新酒店
Braised prawn with cabbage is the “signature 
dish” in Shandong cuisine.

葱拌八带 最家常的青岛本邦菜 海佳小院
Octopus mixed with green onion is the most common dish in Qingdao cuisine.

干鱼拼盘 最是妈妈的味道 长新酒店
Assorted dried sh is a dish of the avor cooked by mom.

believe in the idea that “a gentleman 
will stay far away from the kitchen”. 
Of course, on the banquet in Qingdao, 
seafood always plays the leading role. 
With stir-fried shrimp with cabbage, 
stir-fried conch, stir-fried sea cucumber 
with green onion, stir-fried clam with 
chili, octopus mixed with green onion, 
etc., all dishes are featured with a fresh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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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厨界新偶像

New Idols in Qingdao Culinary World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俗话没有告诉我们：人中龙凤少之又少，需要一路披荆斩棘、

不停地打怪升级。

厨师这一职业很苦、很累，要想成为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那一位，需要不断提升自己，而要走向厨

界乃至餐饮行业的金字塔尖，更是难上加难。在许多厨师的眼中，前途无非三两种：要么步步晋级做到行政总厨，

要么开店自己做老板，要么彻底转行……在青岛厨界，有几位“业界偶像”，一直为同仁所标榜。

文/王欣

邴吉和：名师高厨
在青岛餐饮界，邴吉和有着“厨中

秀才”之称，高超的鲁菜烹饪技巧使其

成为著名的青岛籍鲁菜大师。然而，与

普通的“高厨”不同，除了厨艺，邴吉

和在青岛本邦菜的挖掘、整理、研究、

推广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作为山东

省烹饪协会副会长、青岛名厨委员会主

席、青岛市厨艺研究会会长，邴吉和致

力于将烹饪与地域文化结合，并上升到

更高的层次。

从业 30 年的邴吉和谈起入行，表

示这或多或少有一些机缘在里面，“我

在做厨师之前，当过 2年钳工，当时每

天的工作量并不多，很轻松但也没什么

乐趣。”这种生活状态持续了2年以后，

一次意外的机会让邴吉和与餐饮结缘。

“很偶然的一次，朋友邀请我去一家新

开的粤菜馆后厨帮忙，于是我踏足这个

行业。实际上，我从小就爱做饭，八九

岁就下厨给家人做饭，所以当有这么个

机会时我很想试试。”由此，邴吉和找

到了真正想要从事的职业并一路走下

去。“我跟着广东人干，他们有个特点，

就是下班之后还继续研究工作。这份工

作完全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我跟他们

一样每天下班都在学习，跟之前的状态

完全不同。”入行 2年以后，邴吉和开

始带领别人包厨房，就在那个时候开始

正式学习鲁菜，“对我来说，我是完全

因为喜欢才做这个行业的，直到现在，

我一直认为厨师是个非常神圣的职业。”

从半路出家学厨艺，到领着自己的

团队“包厨房”，再到担任某酒店副总

兼行政总厨……邴吉和一路摸爬滚打，

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2003 年 2004

年前后，他成为青岛厨师界工资表上工

资最高的人，行业的认同、自我价值的

实现，来自于邴吉和多年对于烹饪的热

爱以及持之以恒的钻研。

在邴吉和从业生涯中，有多个影响

他一生的重要的转折，这些转折最终促

成了他的今天。

2001 年，32 岁的邴吉和正处在黄

金年龄和最佳上升期，那一年他参加了

《满汉全席》的拍摄。这是当年非常火

爆的一档电视烹饪节目，厨师用美食打

擂台不仅有新意、也有看头，在这档几

乎家喻户晓的节目中，邴吉和蝉联 3 期

擂主，成为该节目守擂最长的擂主。回

忆起录制《满汉全席》的场景，邴吉和

至今历历在目：“节目录制做菜的过程

和平时烹饪是不同的，有很多要求。而

且节目中的每一道菜都是我自己设计

的，节目组在每期录制前只给一周的时

间让我们厨师设计菜品和演练。我记得

有一期，我设计了一个难度很高的菜品，

需要颠勺等一些复杂动作配合，录制之

前的那一周自己一直不停练习，肩膀几

乎要脱臼了，但上场前还是没有十足把

握，于是我又重新选择了保守的做法。”

录制《满汉全席》后，生活中认出他的

人越来越多，这让邴吉和成为“明星”，

但邴吉和认为最大的收获是这个节目让

他看到了更广阔的空间。“录制《满汉

全席》给我们厨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

流平台，我看的多了自然会学到很多，

在交流中，我渐渐重新认识了自己。”

那时，邴吉和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知识来

提升自己。

另一个转折是参加全国宫廷菜大

赛，邴吉和拿到了金牌，并认识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后者对他而言是宝贵

的财富。“参加全国宫廷菜大赛期间，

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大家志趣相投，后

来我们组成了‘乐业七小龙’，因为我

们都有一致的价值观：敬业不一定会成

功，只有本能也就是乐业才能走得更远、

更久。”这么多年来，邴吉和始终不忘

初心，对烹饪的热爱一成不变。

当年为了提高自己的厨艺，邴吉和

没少下功夫，他比任何人都用心。除了

平日里的钻研琢磨，一有机会他会主动

去比赛开阔眼界。那时的他并不像今天

是一店之主，为了参赛需要请假，还都

得自费。即使困难重重，他也没有停止

过前进的脚步。“一般去外地参赛，赛

事组委会都给选手安排工作餐，但我觉

得时间宝贵，所以会利用吃饭休息的这

段时间去外面的酒店尝菜，一般一个饭

点会跑三四家酒店，为的就是多长见识、

多学点东西……”这样的例子太多，邴

吉和也记不清有多少，但凡他有机会提

升自己的厨艺就会“钻”进这个世界。

凭着对厨艺的热爱和不懈的努力，邴吉

和练就一身高超技艺，成为青岛公认的

鲁菜大师。

除了专注于做菜，邴吉和还一直致

力于将自己的做菜技巧和心得分享给所

有人。2002 年，他与出版社接触，开

始合作出版《爱心佳肴》。后来邴吉和

还成立了工作室，专门与出版社合作出

版，传播推广家常菜， 2005 年至 2006

年出版了 100 余册美食书籍；2008 年

至 2010 年出版了 200 余册美食书籍，

他大概整理了 1 万道菜品。同时，邴吉

和开始经营自己的小餐馆，由于味道和

口碑非常好，小餐馆变成两家、三家……

如今，邴吉和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海滨

味道餐馆和青岛市厨艺研究会。

青岛市厨艺研究会现有 200 多个会

员单位、1400 多名个人会员，是青岛

活跃度最高的餐饮类协会，“我们不仅

向人们传播青岛本邦菜肴点的烹饪技

艺、推广新的饮食品种，还要大力宣扬

价廉物美的地方特色小吃品种及制作厨

艺。为活跃青岛餐饮市场，丰富市民饮

食生活，挖掘传统品种而尽心尽力，为

青岛餐饮旅游事业发展和市场内需发展

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让青岛各大酒店和

饭店、食品加工企业，从服务内容、服

务质量上日趋完善，各种原材物料充足，

名厨大师力量雄厚，烹饪加工技艺精湛，

品种多质量好，与青岛市厨艺研究会一

起，为青岛本邦菜挖掘、传承、创新、

发展做出贡献。”邴吉和介绍。

吉和 Bing Jihe 姜永生 Jiang Yongsheng 张立田 Zhang Li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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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6 日，青岛市厨艺研

究会召开了中国 •青岛本邦菜第一季评

审活动新闻发布会，暨青岛本邦菜评审

组委会成立大会。进而在 3 月上旬至 5

月下旬历时 1 个季度的时间，沿胶州、

西海岸新区、崂山、即墨、城阳、李沧、

市北区、市南区和莱西市、平度市等区

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青岛地区 12 站

的本邦菜第一季评审活动。青岛市厨艺

研究会各地分会、各餐饮宾馆、酒店、

饭店和菜馆等餐饮企业积极报名、推介

参加。时至今日，为期 1 个季度的青岛

本邦菜第一季评审活动已经画上圆满的

句号，有近 100 余位行业权威、专家参

审此活动的评比，在青岛三市七区专家

团评审出近 300 款菜（点）和名小吃。

评审活动参加专家、权威评审之多，跨

区域范围之广，行业内外影响之大，参

与评审的酒店、饭店之众，传播声势之

浩大，堪称中国鲁菜地区本邦菜的评比

活动之最。这次活动评审出来的青岛本

邦菜和名小吃，有的已在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上接待餐桌崭露头角，成为国内外

贵宾舌尖上的中华美食璀璨的花朵，在

大中华烹饪美食园地绽放。“青岛本邦

菜文化主题是青岛市厨艺研究会近年与

行业专家、学者，踏遍青岛山山水水，

采集了许多名厨大师、前辈专家顾问和

‘老市民’的智慧结晶。我们查阅了大

量厨艺行业的历史资料，走访了许多经

营青岛特色风味店家，经过梳理分析，

去伪存真，最后完成的这个主题。它不

仅凝聚着青岛市厨艺研究会全体行业工

作者心血，而且也充满了青岛民间风味

特色厨艺文化创制者的辛劳。把近代青

岛饮食风味的历史变迁记载下来，给后

人保存珍贵的饮食历史资料，这是我们

的最大心愿。”

姜永生：“五一劳动奖章”得主
以烹制菜点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人被

称为厨师。在中国，最早的厨师可追溯

到商朝，旧时代人们称厨师为“伙夫”“厨

役”等，曾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

如今，厨师已经融入到社会各个阶层，

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他们劳动的意义，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理

解、认识——海情大酒店餐饮部经理兼

行政总厨姜永生，从业 20 年，因获得

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而成为厨师界

的“新偶像”，为后辈所崇拜。然而，

这位厚道的胶东汉子，始终用最质朴的

信念，继续他的职业生涯。

姜永生的厨师生涯，可以用“吃得

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概括。初学厨

师的 6 年，姜永生走过青岛、平度、潍

坊、烟台、济南。从洗菜打杂做起，街

边烧烤摊、路边小饭馆到正规星级酒店，

做着粗加工的简单活，姜永生常常在完

成自己的任务后帮着师傅们做案板上的

活，“勤勤恳恳”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开餐时，姜永生也会“偷学”师傅们炒

菜，默默记下每个菜的程序、火候、所

需调料等等细节，等下班后他还会继续

留在厨房练刀功。虽然不是正式的厨师，

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切肉丝要做到

“刀刀要断，丝丝不乱”。“我那时任

职的酒店在大堂里挂着‘今日辛苦，未

来栋梁’，我把这 8 个字记在自己本子

里，也记在了心里，不管是做厨师，还

是做人。”姜永生在每一本笔记本的第

一页郑重写下这8个字，时刻提醒自己，

不断勉励自己要一如既往，继续进步。

经过 4 年的打磨，姜永生逐渐掌握了鲁

菜、粤菜、川菜、上海菜和淮扬菜，记

录并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武林秘籍”，

集众家之所长。有了这些过硬的素质打

底，成功也就有了基础。

2015 年，姜永生凭借自己的“真

材实料”竞聘成为青岛海情大酒店中餐

行政总厨。2016 年 12 月，他带领海情

厨师团队参加第二届山东省旅游饭店行

业服务技能大赛。比赛要求每位参赛厨

师做出 2 道指定菜、2 道自选菜。比赛

前一周，姜永生和团队成员几乎每天备

战到凌晨，仔细研究各种食材的搭配，

争取无论拿到什么材料都能迅速“脑洞

大开”。他坦言：“那几天，就算躺到

床上也睡不着，脑子里仍在思考各种食

材的搭配。”除了食材搭配，姜永生认为，

创新是关键，需要讲究“策略”，怎样

才能把青岛特色的海鲜做出新意、怎样

才能挑逗评委可能已近麻木的味蕾……

受到日本刺身的启发，姜永生突发奇想，

推翻海参惯用的咸甜口感，以高汤入味，

调好的芥辣汁蘸食，辅以玫瑰花瓣润色，

再用渔网、贝壳佐饰，整体打造出帆船

造型。一道别出心裁的“玫瑰捞汁海参”

帮助姜永生从全省 30 多个代表团中突

出重围，在大赛中荣获“十大五星白金

奖”“山东省青年岗位能手”和“山东

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不仅是在食物上

出奇创新，是对食材的尊重，更是对食

客的尊重。

如今，海情大酒店成立了菜品创新

工作室，姜永生带领中餐、西餐、贵宾

楼的 3 名厨师长以及冷案、热案、面案

3 名主管，对酒店菜品进行创新，基本

上是每个季度会有 10 道热菜、4 道凉

菜和 4 道面点面世的频率，而且道道精

品，备受好评。“其实，我现在的工作

精力主要倾向于管理，也就是管理人员。

偌大的餐饮部，各个岗位的协调、配合、

监督和管理，只有管理到位，才能按部

就班地运行。说起来简单，但‘人’是

最难管的。所以，标准化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有必要。”

2018 年，姜永生遇到了人生中的

“最大挑战”——海情大酒店在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期间接待的是外交部，规格

之高前所未有。为此，姜永生在大半年

里一直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用他

自己的话说“最紧要的那段时间，基本

上吃住在酒店，一天只睡个把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姜永生和同事们的努

力和辛苦没有白白付出，峰会结束后，

外交部给予了酒店很高的评价，对餐饮

的满意度非常高，“外交部说我们远远

超出了他们的期望值，这么高的评价，

让我感到很欣慰。”姜永生笑着说。

采访姜永生的短短 1 个小时里，他

时不时接到工作电话需要即时处理各种

事务，总是将采访打断他感到很抱歉，

看得出他身为餐饮部经理兼行政总厨日

常工作真的很忙，但那些繁杂的事务被

他处理得行云流水，这种快节奏高频率

的忙碌显然已经成为他的家常便饭，对

此习以为常。如果当年不做厨师，会选

哪行？——面对这个问题，姜永生很坦

然地笑了：“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想过。

厨师这一行太苦太累，别人吃饭聚会的

时候，我们最忙；别人休息放松的时候，

我们最累，我们没有节假日。因为职业

特点，厨师要牺牲很多、付出很多，但

也不是所有厨师都像我一样付出的多了

就有这么多的回报。但我始终记着那句

话：今日辛苦，未来栋梁。我相信，这

句话适用于各种地方。” 

张立田：从厨师到校长
“青岛本邦菜发展到今天，离不开

天时地利人和。”张立田自豪地说。张

立田是长新餐饮连锁酒店的总经理，同

时他也是长新厨政实战管理专家、中国

烹饪大师、国家级高级技师、黄岛区十

佳名厨、商务部国家级钻石酒家评审员、

青岛市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餐饮

业职业经理人、长新六常法（4D）管

理引进第一人，曾获中华金厨奖。他以

精湛专业的水准，积累了 20 多年的厨

政专业管理经验，为餐饮行业培育出大

量厨政人才，与妻子陈云会共同创办了

长新餐饮。

在张立田的眼中，青岛本邦菜能有

今天的地位和作为，与青岛对外开放的

环境、优越的地理等不无关系，“青岛

是国家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人的流动

和文化的交流带来的融会贯通，自然会

带动当地餐饮业的发展。当然，我们青

岛人靠海吃海，各种海鲜食材丰富且源

源不断，沿海那么多港口码头第一时间

运送上岸，这为青岛本邦菜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最重要的是，青岛有很多名厨，

他们不仅全国知名，在培养厨师人才方

面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说到“人才”，张立田的众多身份

中还有一个是“校长”，“实际上，我

们长新有自己的商学院，我担任校长，

也经常走进课堂。商学院的课程都是实

用性很强的技能和知识，都是从平时实

践中提炼和研发的。每年，约有 1300

人次接受系统培训。”张立田说。“长

新”能成为社会餐饮业的翘楚，与自身

强大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不无关系。

“长新”二字的起源，源于“长江

新村”——这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

1986年，张立田来到黄岛开发区，

当时在政府机关食堂工作。1992 年，

张立田“下海”与妻子开了一家小餐馆，

由于位置就在长江新村所以就起名“长

新”。“那时刚刚改革开放，黄岛刚刚

成了开发区，一派新气象。我们所在的

‘长江新村’是最早的一批社区，有着

新时代的寓意，我们的饭馆也起名‘长

新’。”张立田慢慢回忆起来，20 多

年的经历就像电影一样回放。起初，饭

馆只有他们夫妻两人，妻子负责迎宾、

传菜、结账、打扫，他负责采购、后厨，

两个人很忙碌、很辛苦，也很充实和满

足。白手起家不易，“长新”靠着好口

碑慢慢站稳了脚，诚信始终是夫妻二人

的立足之本。凭良心做生意、靠口碑赚

人气，“长新”的品牌越做越大，产业

也越做越多，如今不仅拥有多家连锁餐

饮，还有一家宾馆和门市。“长新”的

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

影。“诚信为本，企业长存”的企业理

念始终贯穿在“长新”的发展中，只是

最初存在于两位创始人的经营意识里，

如今越来越具象，成为企业的核心理念，

As the saying goes, in any profession, 
there is someone who surpasses all 
the rest. However, the saying does 

not tell us that those who stand out are 
just a very few and they need to overcome 
many challenges to become masters.

It is tough and tiring to be a cook. If you 
want to be one in a million, you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yourself, and if you 
want to be a master in the culinary world, 
you will encounter even more difficulties. 
For many cooks, they have three choices 
for their career: to get promoted step by 
step to become an executive chef, run a 
restaurant, or completely change the career 
path... In Qingdao culinary world, there are 
several “idols” praised by the others.

被传播得更广更深。“餐饮行业人员流

动很快，我们长新能留得住人，也能留

得住人心，主要是企业理念立得住、企

业文化做得扎实。就是离开的员工也会

常常回来看看、微信联系，大家保持很

好的关系。”

“长新”待遇好，在业界也是有口

皆碑的。这种“待遇好”，不仅体现在

物质方面，更体现在精神层次。在“长

新”，员工相处得像家人一样和睦。每

逢年节，张立田夫妇都会与员工们一起

庆祝。值得一提的是，“长新”在做大

做强的同时，不忘反哺家园、回报社会。

在“长新”给予员工的30多项福利中，

有一项叫作“爱心津贴”——工作到一

定年限的员工，其父母会领到一份“工

资”，薪金多少并不重要，这份心意和

真诚十分可贵。

“餐饮行业竞争激烈，大浪淘沙中

优胜劣汰。我们长新坚持‘人品做厨品、

良心做标准’，要做本地人最喜欢的本

土餐厅、做移居新市民宴请外地亲友的

本土餐厅、做外地人最想品尝的本土餐

厅，将‘本土’做到极致，这个目标始

终不变。 ”张立田说。

“妈妈的味道”是家的味道，也是

最美的味道，

（本文图片由被采访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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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儿

文/王欣  图 /王勇森

春和楼：与青岛同龄的“老字号”
青岛有一座与青岛同年建置的酒

楼，它见证着这座海滨城市的美丽变迁，

寄托着青岛市民对美食的追求，传承着

博大精深的中国餐饮文化，有着极高辨

识度的称号，它就是——春和楼。

老青岛人常说，“身穿谦祥益、头

戴盛锡福、吃饭春和楼、看戏去中和、

看病宏仁堂”。春和楼，坐落于青岛最

早的商业区百年老街中山路中段，地处

中山路与天津路路口，两层古老的饭店

门头顶端醒目地镶嵌着中国维新运动领

袖康有为题写的“春和楼”和“1891”

年号。

“岛城三大餐饮名楼”“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十大餐饮老字号

企业”……春和楼一直作为青岛本邦菜

旗舰存在。作为山东历史最悠久的鲁菜

餐饮，春和楼名厨辈出，田学广、任庭

梅、刘景伦、崔乃铎等都是青岛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名厨，菜品主要以香酥鸡、

红扒肘子、葱烧海参、油爆双脆、爆炒

海螺等为主，兼有银丝卷、水晶包子、

开花馒头、锅贴、蒸饺、豆沙包等面点。

上世纪 50 年代初，刘景伦作为青岛惟

一名厨和他制作的香酥鸡、龙凤双腿、

二龙戏珠、八珍鸡卷、汆西施舌等名菜

被收入《中国名菜谱》，为当时青岛餐

饮业争得了非凡的荣誉。

海滨味道：海的味道
海滨味道餐馆是青岛最正宗的本邦

菜馆之一，也是青岛社会餐饮的翘楚。

忠于原味，是海滨味道给人们的最直观

感受。海滨味道餐馆位于青岛母脉中山

路的北端，老字号“海滨”的 3 楼上，

2 楼是小鲍岛展馆，餐馆本身也是一种

老青岛文化的传承。海滨味道备受青岛

本地人特别是 40 岁以上的中年人的喜

欢，几乎是餐餐爆满，稍微来迟一会就

要排号等位。备受欢迎的主要是这里的

每一道菜的食材都很新鲜，而且这里的

菜品很少使用调味料，只用盐、糖、胡

椒粉，全靠骨头汤提鲜。

地道老口味是回头客频频选择这家

餐厅的原因。除了选材新鲜、少用调味

料，锅气足火候好，也是菜品出众的原

因之一。许多餐饮同行前来偷师，但基

本只能模仿，想做不到一模一样完全无

计可施。

比如，限量的鲅鱼丸子，选用的是

新鲜上岸的鲅鱼，经过一定比例调味后

完全靠手打而成，无论口感还是味道，

无法仿制；再如，经典的香酥鸡，香味

不散也有独门绝技在其中；而味道佛跳

墙选用的是每天吊的金汤，性价比极高，

因此备受食客赞誉；四方炒粉条虽说是

道家常菜，但先后两次炒制使其入味增

色足见用心十足；首创的海肠茄子，简

直将小餐馆的长处发挥到极致——由于

餐馆小，从后厨灶台到菜品上桌的时间

被大大缩短，因此这道菜上桌时，炸茄

条保有最好的状态，外焦里嫩、香热扑

鼻，而清爽的海肠尚未吸收茄子的热度

仍然清清凉凉，一筷子下去，茄子的酥

脆、海肠的劲道，是冰火两重天的口感。

海佳小院：一不小心成“网红”
海佳小院位于延安三路，不知不觉

成了网红。细究起来，关键还是菜品足

够有特色。有机黄瓜炒海参、鸡汁黄花

鱼、炒土鸡、烤五花肉、海鲜疙瘩汤、

烤活多宝鱼、砂锅焖活杂鱼、腊八蒜拌

扇贝都是常见的青岛本邦菜，但海佳小

院就是能拴住本地人的胃，渐渐一传

十十传百，成为了网红。

有机黄瓜炒海参作为当家招牌菜，

几乎是桌桌必点，供不应求。这道限量

Search for Flavors

据说，目前中国烹饪的原料有 3600 多种、中国菜的烹调技法细分有近 200 种，体现在胶东菜品

特别是青岛本邦菜中，便是一边原汁原味地传承，一边是层出不穷地创新。在这过程中，无论是高朋

雅座的星级餐厅，还是平民百姓钟爱的街边菜馆，青岛本邦菜以本地特色为基础，博采众长，融汇演变，

吸纳国内外各地风味，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一边是“妈妈味道”的家常菜，一边是海纳百川的创新菜，琳琅满目的青岛菜让舌尖愉快地跳舞。

卤蛋鲍鱼红烧肉 图 / 东海 88 风味餐厅
Pork Stewed in Soy Sauce with Marinated Eggs 
and Abalones.

鲜虾大葱丸子 长新酒店
Fresh Shrimp and Scallion Balls.

有机黄瓜炒海参 海佳小院
Stir-fried Sea Cucumber with Organic Cuc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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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品期原材料很单一：水果黄瓜和活海

参，黄瓜切条去芯滤掉水分，与海参急

火翻炒，爽脆与Q弹的口感合二为一，

看似简单，能够做到俘获人心自有看家

本领在里面；鸡汁黄花鱼也是必点菜之

一，排名仅在辣炒蛤蜊之后，选用的是

本地野生黄花鱼，用鸡汤煨烧将黄花鱼

本身的鲜美发挥到极致；排名第三的海

鲜疙瘩汤，是一锅“家的味道”——虾

皮葱花炝锅的鲜香气息勾出脑海里最深

的记忆，萝卜丝与两色面疙瘩的搭配出

醇厚的口感，让人停不了口，一碗接一

碗。海佳小院用菜品诠释着“味道永远

比环境走心”，应季特色菜也是层出不

穷，比如，冬天的腊八蒜拌扇贝，春天

的花椒叶拌牛肉，夏天的裙带苗和青岛凉

粉……总是不经意地抚慰着食客的味蕾。

长新：妈妈的味道
在青岛西海岸，长新有点像当地人

心中的“自家厨房”，所有菜品都保留

着妈妈的味道。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这

里吃家常，落户在此的新居民在这里宴

请外地亲友；外地游客来这里则是为了

尝特色，长新的每一道菜都有着浓浓的

本土味道。

基本上，青岛本土特色菜在这里都

能一一品尝到。比如，鲜嫩爽口的葱拌

八带、开胃爽口海菜凉粉、清淡爽口的

马芹拌海米、香嫩爽甜的白菜炒大虾、

香而不腻的口袋肉末海肠、葱香味浓的

鲜虾大葱丸子、鲜而不腥的干鱼拼盘、

咸香适口的刀鱼烧排骨皮软馅香的海鲜

全家福蒸饺……闭着眼点菜，也能让你

吃到一桌子的地道青岛味道。同时，长

新也有自己的看家菜，鲜脆可口的船夫

拌海螺、香而不腻的口袋肉末海肠、葱

香味浓的鲜虾大葱丸子、喷香扑鼻的鲍

鱼烧土豆、丝丝入味的铁板焗蒜香虾、

鲜香嫩滑的大虾豆腐脑、酥脆美味的蛤

蜊土豆饼……让人食欲倍增、大饱口福。

颐海花园：低调食材显绝技
作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外媒酒店，

青岛颐海花园大酒店的菜品受到了外国

媒体的一致好评。果木烤乳鸽、云南菌

炖笨鸡、药膳焗南瓜等都是该店畅销招

牌菜，几乎桌桌必点。

果木烤乳鸽平时每天只供应 22 至

28 只，只有提前预约才能加量，之所

以能成为颐海花园的“当家王牌”，自

有它的独到之处。仔鸽经过简单腌制后

先用烤箱烤再用果木明火烤，虽说只有

简简单单的三道工序，但每一个步骤都

考验火候的掌控。果木烤乳鸽作为该酒

店最近几年研发的新派鲁菜，一经推出

备受好评，乳鸽外焦里嫩，四散的热气

烘托出乳鸽本身的香气，秘制酱料调和

得十分精妙，既不会遮挡乳鸽本身的原

香，又能升华味道的层次，简直是恰到

好处；云南菌炖笨公鸡，选用黄罗伞、

白葱菌等 3种云南菌菇和 8个月的老笨

公鸡，只需一点点盐，就能吊出一锅鲜

美无匹的鸡汤，说得简单，但这其中的

奥妙是十足的工夫——热乎乎的鸡汤一

端上桌，菌菇像小伞一样浮在汤上，鸡

汤清澈可见底基本不见油花，除了“鲜

美可口”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

了；药膳焗南瓜，选用当归、小茴香、

党参等 4 种中药食材搭配葱姜蒜，用适

量的油焗烤而成，朴朴素素的南瓜一定

要趁热吃才能享受其边缘焦脆的口感，

南瓜肉软软糯糯，滴下的汁水里每一滴

都是精华。

海情：有滋有味有内涵
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海情大

酒店的中餐厅得到了外交部的一致好

评。近年来，升级改造的海情大酒店，

在中餐菜品方面做足功课，不仅种类丰

富、口味俱佳，而且富有内涵。

雀巢富贵虾球、如意烤羊腿、九转

泉水珍菌盅和香椿黄花鱼卷等，是海情

大酒店的招牌美食，备受食客青睐。其

中的九转泉水珍菌盅每天限量 20 份，

需要提前预定才能吃到，这道全素个吃

采用多种养生珍品，用崂山泉水蒸制而

成，酸甜苦辣咸暗含着“人生的味道”；

如意烤羊腿，似乎与惠灵顿牛排有异曲

同工之妙，秘制羊腿肉经过烧烤后封在

葫芦型的面皮中再放入烤盘进行进行二

次烤制，出炉后羊肉的香气完全被封在

面皮之中，只等切开那一瞬才慢慢散开，

肉的焦香裹着面的焦香合二为一，让人

闻之欲醉；香椿黄花鱼卷先用新鲜的黄

花鱼，配以腌制的香椿芽碎末和少许胡

萝卜丁，包裹成卷炸制外表金黄酥脆再

慢慢切开，香酥表皮与鲜嫩多汁的鱼肉

形成鲜明对比，鱼肉的鲜美与香椿独有

的咸香又形成了巧妙的对比，实在妙不

可言；雀巢富贵虾球可谓是色、香、味、

形、器面面俱佳，像艺术品一样令人赏

心悦目，狠心咬上一口酥脆的外壳，其

中又是极为丰富的口感，绵软的土豆泥

混搭着香甜的牛乳包裹着Q弹的虾仁，

唇齿留香。

东海 88 风味餐厅：
尽显鲁菜新意

鲁商凯悦大酒店是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元首接待酒店，位于石老人海水浴场

的西侧，这里的东海 88 风味餐厅坐拥

270°海景，简直可以用“秀色可餐”

来形容。这家餐厅的菜品80%是鲁菜，

其中的50%是充满新意的青岛本邦菜，

菜色在青岛旅游饭店中独树一帜。餐厅

最出名的是果木烤鸭，这道连普京都称

赞的烤鸭如果不提前预定，基本吃不到。

除了果木烤鸭这一“招牌”，这里

的铁板扒大虾、鲜鲈鱼配玉米饼、芝麻

菠菜、炝拌海螺、松菇烧海鲈鱼、胶东

脆皮肉配家常饼、鲜蹄筋烧鱼肚、卤蛋

鲍鱼红烧肉、崂山菇烧鲜鸡腿肉、干葱

爆炒辣香菌都是集独家特色、良好口碑

于一身。

胶东脆皮肉先卤后炸，软糯香酥，

配上家常饼更是丰富口感的层次；鲜蹄

筋烧鱼肚中的蹄筋经 4 小时熬煮软烂入

味，再与发泡好的深海鱼肚一起家常烧，

酱汁浓郁、口感筋道；卤蛋鲍鱼红烧肉

采用了崂山本地小鲍鱼和层次分明的猪

下五花肉，经过处理后与炸过的鹌鹑蛋

一起烧制，肉香、蛋香与鲍鱼的鲜美完

美搭配出奇妙风味，让人停不了口；鲜

海鲈鱼配玉米饼，是用小铁锅红烧近 3

斤的海鲈鱼，朴素的家常烧将鱼的鲜美

发挥得淋漓尽致；崂山菇烧鲜鸡腿，选

用了野生的崂山菇和当地散养鸡，简简

单单的家常烧烹出简简单单的美味。

At present, there are over 3,600 
kinds of raw materials in Chinese 
cuisine, and nearly 200 varieties 

of cooking methods of Chinese dishes. In 
Jiaodong cuisine, particularly Qingdao 
cuisine, not only the essence has been 
inherited completely, but also endless 
innovations have been made. In the 
process, whether it is in the star restaurants 
with private rooms, or in the street 
restaurants popular with the common 

people, Qingdao cuisine, based o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extensively draws on  
others’ strengths, makes integration and 
advancement, absorbs various flavo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rings Jiaodong 
cuisine to a broader market.

There are both family dishes with the 
“taste cooked by mom” and special dishes 
integrating various flavors. A feast of 
Qingdao cuisine is a delight to the taste 
buds.

香椿黄花鱼卷 海情大酒店
Toon and Yellow Croaker Rolls.

口袋肉末海肠 长新酒店
Stir-fried Minced Meat with Sea Worm Served 
with Pita.

药膳焗南瓜 颐海花园大酒店
Pumpkin Baked with Medicinal H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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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地道青岛味儿

文/王欣 图 /王勇森

的火候，只要这两点做到了，这家锅贴

店也基本上就能立住脚了。青岛的锅贴

品种很多，猪肉的、牛肉的、虾仁的、

扇贝的、虾虎肉的、鱿鱼的，甚至海参

的……其中三鲜馅儿的最有代表性。当

然，锅贴最好是吃现做的，只有刚出锅

的锅贴，才有焦黄脆香的表皮，咬上一

口能听到清脆的碎裂声，浓郁的鲜香便

随即溢出来。在青岛，有许多锅贴名店，

比如，沧口锅贴铺、劈柴院锅贴铺等等，

每到饭点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疙瘩汤总让人联想起“奶奶的味

道”。葱丝虾皮爆香炝锅再浇上两碗水

点入几滴酱油，等开锅的工夫用水和面

慢慢搓成软硬适中的小面团，开锅后直

接用拇指和食指将小面团一点点搓成小

面粒下到锅里，开锅后倒入鸡蛋液勾芡，

浓香扑鼻的疙瘩汤就做好了。当然，升

级版的海鲜疙瘩汤，就不止虾皮这么简

单，蛤蜊肉、虾仁、扇贝柱，甚至海参

丁、鲍鱼丁都会用来锦上添花，不过最

忠于原味的还是炝锅的香气和面疙瘩的

独特口感。

青岛人虽口不重，但在做肉食时也

少不了浓油赤酱。比如，排骨米饭很坛

子肉。与济南的把子肉不同，青岛的排

骨米饭和坛子肉，要更“精致”一些。

如今，知道青岛坛子肉的人并不是

很多了。作为青岛名小吃，坛子肉最早

源于劈柴院。制作坛子肉的容器很是关

键，经过选材、过水、上色、调味等多

道工序，炖出来的坛子肉软烂汤浓，肥

而不腻，鲜美可口。

据说，青岛是排骨米饭的发源地，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人在中山

路一带经营排骨米饭了。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前，青岛排骨米饭也仅仅是当

地人比较热衷的快餐，随着“青岛十大

特色小吃”的评定，排骨米饭渐渐声名

鹊起。青岛排骨米饭一般是一小份砂锅

排骨和一碗米饭的搭配，砂锅排骨炖得

酥软，不柴不腻十分入味儿，浓郁的肉

香令人食指大动，米饭颗颗剔透香气扑

鼻，基本上堂食的米饭是不限量的，因

此备受青睐。

流亭猪蹄创始及成名于清咸丰年

间（约公元 1855 年前后），至今已有

160 多年的历史。流亭猪蹄清爽不腻、

咸淡适中，肉质紧实有弹性，同时无

任何防腐添加剂。据记载，民国初期，

逊清的宫廷大员避居青岛，对岛城名

吃、特别是流亭猪蹄格外偏爱；民国

四十四年（公元 1935 年），主政青岛

的沈鸿烈批准重修流亭古观音寺，约

同韩复榘、吴佩孚、史景洲、杜月笙

等朝野大员和乡贤士绅百余人为修庙

发起人聚集于此，一时间流亭群英荟

萃，流亭猪蹄亦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的

盘中美味，自此名声尤振。

“青岛特色小吃不完全攻略”中 ,

春和楼小笼蒸饺、开海虾水饺、味道

甜沫、香油果子、羊屯羊肉汤、炊饼、

小福顺大虾面、味为先豆腐脑、涵岛

锅贴、顺天馄饨、王哥烧烤、天天见面、

山东大馒头与王哥庄馒头、青岛大红

肠、流亭猪蹄、潘家烧鸡、脱骨扒鸡、

春卷、葱花油饼、油酥火烧、蒸蛋饼、

大虾蒸饺、花素蒸饺、四喜蒸饺、锅

饼、肉火烧、杠子头火烧、鲅鱼水饺、

黄花鱼水饺、虾仁黄瓜水饺、荠菜饺

子、全家福海鲜水饺、蛤蜊疙瘩汤、

虾头面、酸辣汤、地瓜面包、什锦素

鲛、青岛大包、山菜大包、野菜地瓜

包、鸳鸯酥合、粽子、佛手酥、玉兰酥、

眉毛酥饺、海鲜焖面、蛤蜊芸豆面、

小麦面筋、小麦粥、八宝粥（腊八粥）、

九仁大月饼、层层鱼、千层饼、打卤面、

鸳鸯酥盒、开花馒头、大虾烧麦、蟹

黄酥、高桩馒头、小窝头、烤花蛋糕、

全麦蛋糕、糖三角、蟹壳酥、盘丝饼、

菜汽溜（菜团子）、土豆丝饼、千层

糕、银丝卷、什锦海鲜炒饭、千层糕、

手剥虾、油盐花卷、蒸面鱼、水煎包、

油炸糕、馅饼、盒饼、油酥火烧、青

岛麻花……青岛的特色小吃，简单、

方便又不失滋味儿，让人忍不住一路

吃下去。

 

Snacks with Authentic Qingdao Flavor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基因”，这种地域饮食文化独有的一抹香气仿佛能刻进记忆里，

就像煎饼果子之于天津，生煎包之于上海，臭豆腐之于长沙，肠粉之于广州……你一定会因为回味某

种特色小吃而想念一座城市。

青岛的特色小吃，虽然不及北京、

南京、西安等古都的种类繁多，也不及

广州、成都、长沙等名城的花样缤纷，

但有自己独当一面的特色。比如，将本

地海味“物尽其用”的传统被发扬得淋

漓尽致，海鲜打卤面、烤鱿鱼、三鲜锅贴、

鲅鱼水饺、海鲜疙瘩汤、虾仁馄饨等等

海鲜版小吃，让人停不了口；再如，带

着城市记忆和城市情怀、依然活跃在大

街小巷的甜沫、豆腐脑、流亭猪蹄、李

村脂渣、青岛大包、排骨米饭等风味，

让人无尽回味。

先来说说随处可见的青岛凉粉。作

为青岛本地别具特色的传统小吃，晶莹

剔透、清凉爽口备受食客青睐。它以青

岛独有的一种海洋藻类海菜——石花菜

熬制而成，这种石花菜也被当地人称为

“冻菜”，顾名思义就是凝成固体的意

思。熬煮过的石花菜，在晾凉后会凝固

成冻，有着 duang duang 的触感，看

着特别有食欲。青岛人卖凉粉有点像卖

豆腐一样，需要先从一大块中切出一小

块称重，接着老板会用掌心拖住这一块

凉粉，先横道切成几厚片再纵刀切条继

而切成小块，最后装进拌凉粉的盆子里，

简单加上盐、醋、酱油、香油、咸菜末、

虾皮、胡萝卜末和香菜碎，均匀地掂拌

几下，便是一份有好吃又便宜的美味凉

粉。

青岛的海鲜打卤面，最最地道的要

属芸豆蛤蜊鸡蛋面，几乎家家都会做。

无论多疲惫、多伤悲，来一碗妈妈做的

芸豆蛤蜊鸡蛋面，便会让人满血复活。

基本上，卤子简单到令人不可思议，煸

炒过的芸豆丁、肉丁和蛤蜊肉加水炖煮，

出锅前再浇上鸡蛋液。蛤蜊肉的鲜丝丝

融入芸豆丁中，爽口又鲜美，厚厚的鸡

蛋花也因为这股鲜美得到升华。趁热浇

在手擀面之上，热气便蒸腾出幸福的味

道。

名不见经传的鱿鱼，自从加入烧烤

行列后，一跃成为著名的海鲜烧烤，是

烧烤时的必选项目。比起传统的时蔬炒

鱿鱼的温和口感，辣椒或辣酱与鱿鱼搭

配的新组合香辣得够味、咀嚼着带劲，

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欢。无论是铁板

烤，还是用碳炉烤，夹杂着酱汁香气的

鱿鱼，用柔韧劲道的口感俘获每一位食

客的心。

三鲜锅贴，是青岛特色小吃之一。

这锅贴好不好吃，一看馅料，二看表皮

Each city has its own special snacks, 
Qingdao is no exception. Snacks in 
Qingdao are neither as varied as 

those in Beijing, Nanjing, Xi’an and other 
ancient cities, nor as changeable as those 
in Guangzhou, Chengdu, Changsha and 
other famous cities, but have som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Noodles 
served with thick gravy and seafood, 

grilled squid, pot stickers stuffed with 
shredded sea food, dumplings stuffed 
with mackerel, dough drop soup with 
seafood, wonton stuffed with shrimp, 
rice with spare ribs, Qingdao big stuffed 
bun, seaweed jelly, jellied bean curd with 
gravy, Liuting trotter, Licun greaves... The 
seemingly countable snacks are a feast for 
your palate.

烤肉 青岛小吃的“符号”
Roast meat is a “signature” of Qingdao snacks.

蛤蜊疙瘩汤 让人想起家的味道
Clam dough drop soup reminds you of the 
taste of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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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史册上有它们

They are on the Annals of Qingdao

青岛很美。她的美不仅是因为“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特色，“海上都市，欧亚风情”也是对青

岛城市风格的典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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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

1979 年，青岛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向世界敞开了开放的怀抱。40 年转瞬即逝，城市澎湃新生，

实现弯道超车一路向前，城市的光彩如今已被世界看得见。在这期间有太多的故事与诗篇值得铭记与自豪，

犹如一幕幕精彩的画卷，展现在时间的面前。而有些人物、事迹、故事成为这座城市中精彩的注脚，成为青

岛引以为傲的篇章。

文/韩海燕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为青岛向世界展示新形象、为

发展注入新动能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

每一段历史都有属于自己的主题。这个

主题可以是音乐、可以是美术、可以是

建筑、可以是园艺、可以是民俗，只要

它们能在城市意识中激起涟漪，只要它

们能存身于城市的记忆之中。不可否认，

青岛是一座在“迎来送往”中不断丰富

和生动的城市，每年都有诸多盛会在这

里激情“上演”。不论是奥帆赛，还是

世园会，亦或是十艺节，一场场盛会的

成功举办都在细微处改变着这座城市的

命运，让她愈发迷人。

因为，这里不仅有“红瓦绿树，碧

海蓝天”的城市风貌，也有中西合璧、

古今交融的人文特色。从满载记忆的里

院到鳞次栉比的高楼，从鸥鸟翔集千帆

点点的白昼到光影变幻五彩缤纷的夜

色，从游人如织的热闹景点到恬适静雅

的书屋……山青水碧、城海相依的青岛

如今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峰会之城。

2018年 6月 9日至10日，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

青岛举行。这是上合组织扩员后举办的

首次峰会，也是历届上合组织会议中规

模最大、级别最高、成果最多的一次历

史性盛会，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

12个国家领导人和10个国际组织或机构

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国家主席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出席有关活动。会议共谋地区

和平、稳定、发展大计，发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新闻公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

利化的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致青年共同寄语》《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

共同应对流行病威胁的声明》，成为上

合组织发展进程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是有史以来

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的最高规格的盛

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题为《弘扬“上

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强

调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提倡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

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

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破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赢

得与会嘉宾高度认同。

虽然举世瞩目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已经圆满落幕，但浸润着东方智慧的“上

海精神”和黄海明珠青岛的名字依然在

世界激荡回响。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成

功举办，得到与会中外嘉宾和国际社会

的高度评价，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得到市民的交口称赞。青岛向世界全面

呈现了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开

放与文明交融的别样风采。

中德生态园：
节能示范之名引领着亚洲被动

建筑发展方向
白色的建筑外立面，在几条白色铝

塑板组成的不规则“飘带”围绕下更显

飘逸，与自然流水、卵石等形态元素相

得益彰……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生态

园，这栋被动房技术中心已成为地标性

建筑。常年温度在 20℃到 26℃，湿度

控制在 40℃到 60℃，是人体最舒适的

区间，PM2.5基本保持在个位数水平，

节能率可达 92％，这座目前亚洲最大

的被动式建筑综合体，以节能示范之名

引领着亚洲被动建筑发展方向。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要求，中德生态园将节能、

生态示范建筑的研究和建设作为重点发

展的领域，利用对德合作优势，对德国

被动式建筑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此同时，

园区还积极引进德国先进的被动房理念

及技术经验，打造从设计、建造、关键

装备于一体的被动房发展、推广体系。

高标准规划建设，铸就了被动房技

术中心项目示范引领的坚实基础。据

悉，该项目 2014 年在中德两国总理见

证签约，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是目

前世界功能最复杂的通过德国 PHI 权

威认证的单体被动式建筑，被动房发明

人、德国达姆施塔特大学菲斯特教授被

誉为“被动房之星”。2016 年 9 月，

中德生态园倡导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

届亚洲被动房大会，来自中国、日本、

韩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及芬兰等

国家的 200 多名被动房领域权威专家齐

聚一堂，共同探讨国内外被动房领域最

新科研成果和发展方向。

园区内，中德生态园被动房推广示

范住宅小区一期——绿色公元项目建设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该小区建成后

将打造成为中国被动房居住建筑大面积

推广的典型示范项目，小区二期——弗

莱 •德建公元项目是国内首个由德方参

与投资开发的被动房项目，目前也已开

建。用不了多久，“被动房”这个曾经

陌生的名字，将正式融入市民的居住生

活中。

青岛港：
在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青岛港位于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港

口群与长江三角洲港口群的中间地带，

区位优势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后，青岛港加快推进百年老

港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深耕现代物流

＋“金融、国际化、互联网”三大战略，

闯出了一条量增质更优的创新创效发展

道路，实现了港口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双

提升。

货物吞吐量从 1978 年不足 2000

万吨到跨越 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从

青岛港在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 青岛图片库
Qingdao Po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al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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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的 1000 多个标箱到跨越 1800

万标箱……历经 126 年的风雨，青岛港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逐渐发展成为

世界第七大港。作为中国第二个外贸亿

吨吞吐港，青岛港 2017 年吞吐量达到

5.1 亿吨，是 1978 年的 26 倍，在区域

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上有多大的船舶，青岛港就有

多大的码头。如今的青岛港，拥有行业

领先的港口设施，建设了世界最大的 40

万吨级矿石码头、45万吨级原油码头、

可停靠2．1万标准箱船舶的集装箱码头、

可停靠 22.7 万吨级邮轮的邮轮专用码

头；拥有数量领先的集装箱航线，航线

密度稳居中国北方港口第一位；拥有门

类齐全的作业货种，涵盖了全球港口作

业的所有货种，并形成了集装箱、原油、

矿石、煤炭、粮食等支柱货种。铁矿石、

油品作业量已突破 1亿吨；拥有世界一

流的作业效率，集装箱、铁矿石、纸浆

等货种作业效率世界第一；上市公司净

利润位居全国上市港口第二位，净资产

收益率居全国上市港口第一位。

作为联通“一带一路”的重要港口

枢纽，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开放的政

策优势，青岛港已发展成为东北亚重要

的区域性航运与物流中心。目前，青岛

港与世界上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个港口建立贸易往来，成为“开放青

岛”的桥头堡。

胶州湾大桥：
承载着这座国际海洋名城的蔚

蓝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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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中俯瞰，胶州湾大桥如长虹卧

Qingdao is a charming city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urban features of 
red tiles, green trees, blue ocean 

and azure sky, but also of its typical 
image as “a city above the sea with 
Eurasian style”.

In 1979, Qingdao opened its arms 
to the world due to its exception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Forty years 
have  gone  by  in  a  f lash ,  and the 
city has been reborn with surging 

vitality. It has been able to overtake 
on curves and move forward all the 
way, its brilliance seen by the entire 
world. So many stories and poems 
are worth remembering and being 
proud of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are presented in front of time like 
a breathtaking scroll. Some people, 
event s ,  and  s tor i e s  have  become 
splendid footnotes of this city and 
chapters that Qingdao takes pride in.

波，横卧于万顷碧波之上，壮美如画卷。

如今，这座横跨胶州湾、长达 36.48 公

里的跨海大桥已通车多年，成为挺立在

这座美丽滨海城市中的一座地标式建

筑，承载着这座国际海洋名城的蔚蓝梦

想。

胶州湾大桥由山东高速集团代表省

政府出资人职责投资、建设、经营、管

理，2007 年 5 月 24 日开工，2011 年 6

月 30 日建成通车，是中国北方冰冻海

域首座特大型桥梁集群工程。大桥投资

超过 100 亿元，规划全长 41.58 公里，

设计基准期 100 年，现通车里程 36.48

公里。大桥起于市区东部海尔路，止于

黄岛侧红石崖与青兰高速公路连接，将

青岛、红岛与黄岛更为紧密地连成一体。

大桥建设规模浩大，自然条件复杂，

是世界建桥史上建设标准和科技含量最

高的现代化桥梁之一。外在的磅礴大气

颜值与内在的高科技内涵，让胶州湾大

桥在国内外桥梁界频频走红。

2011年9月，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

布斯》评选出“全球最棒的11座桥梁”，

胶州湾大桥榜上有名。《福布斯》给出

的上榜理由是：“该桥的建立创造了中

国乃至世界的数项桥梁‘历史纪录’”。

2013 年 6 月，在美国匹兹堡举办

的第 30 届国际桥梁大会上，胶州湾大

桥荣获乔治 •理查德森奖。此奖项是迄

今为止中国桥梁工程获得的最高国际奖

项。

2018 年 7 月，胶州湾大桥以现场

核验评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摘得中国公

路行业的最高奖项——李春奖。

作为青岛市高速公路网中的枢纽工

程，它跨越胶州湾，以 8 车道的引桥深

入市区，并与城市快速交通网络相衔接，

从而将青岛市区直接纳入全省乃至全国

的高速公路网。从大青岛的视角来看，

胶州湾大桥则是承载大青岛全域统筹发

展城市战略的重要交通命脉。通车 8 年

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等绝活。

1992 年 10 月，许振超当上了桥吊队队

长。

担任队长后，许振超在新岗位上如

鱼得水，迅速带出了一支“技术精、作

风硬、效率高”的优秀团队，开发完成

了集装箱岸边智能指挥系统，在世界集

装箱码头率先实现集装箱作业“无人桥

板头”，完成了业界首创“无动力自动

摘锁垫”项目，打造了“48 小时泊位

预报、24 小时确保”服务品牌，先后 8

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他还积极

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组织实施了

轮胎吊“油改电”技术改造，填补了这

一技术的国际空白，年节约资金 3000

万元以上，噪音和尾气污染降低近零。

2004 年，许振超被评为当代产业

工人典型。在全国人大任职以来，他连

续多年参与提交了有关保障劳动者权

利、待遇和职业技能开发的议案，践行

工匠精神。

除此之外，在青岛的史册上还记录

着诸多的青岛故事，他们或许是普通的

人，或许在做普通的事，但他们的精神

却影响着一代代人……蔚蓝的大海、青

翠的山峦、温润的气候，天地造化给予

了青岛婀娜多姿、令人遐想的美景。不

论是市区里延绵起伏的绿色山丘，还是

如宝石般四处镶嵌着的西式建筑，亦或

是粼粼海面上的点点白帆都让我们深陷

其中，不自觉的走进这座城市，并爱上

这里。

来，进一步完善了青岛市东西跨海交通

网络，扩大了青岛市城市框架，大桥通

行总量近8000万辆，运行平稳、有序，

车辆通行安全、顺畅，设备、设施运转

正常，工程质量和运营管理都经受住了

考验，事故发生率远低于国内外同类项

目的水平。

“莱西会议”：
确立村级组织建设工作格局
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青岛

莱西市推行村级组织建设工作，探索形

成的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的“莱西经

验”。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新形势下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

鉴于“莱西经验”，1990 年 8 月

5 日至 1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

政策研究室、民政部、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在莱西县联合召开了全国村

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时称“莱西

会议”。“莱西会议”统一了全党改

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的思想认识；确立了党支部在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形

成了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村级组织

配套建设总体思路和工作格局；肯定

了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加强村级民主

政治建设的必要性；确定了把带领群

众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经济，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作为村级组织的中心任务。

会议推广的“莱西经验”，经长期实

践证明，完全符合上世纪 90 年代初面

临的形势，也适应了此后中国农村发

展的需要，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

础，保证了农村改革沿着健康的方向

深入推进。

“莱西会议”以后，莱西农村形势

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面貌为之一新。

1990 年 9 月，莱西成为全国第一个村

民自治试点县（市），1995 年、1998

年莱西连续获誉“全国村民自治模范

市”，1998年底开始推行村委会直选，

农村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农民民主意识

进一步增强。

因此，“莱西会议”对当下推进乡

村组织振兴和基层党建工作具有重要启

示意义。

许振超：
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楷模

1950 年 1 月，许振超出生在一个

贫穷的工人家庭。1974 年，只有初中

文化的他进入青岛港，成为了一名码头

工人。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对外贸易

快速发展，港口也迎来了大发展。当过

搬运工、电工、门机司机的许振超成为

青岛港第一批桥吊司机。

1987 年，许振超曾创出两小时卸

载 120 个集装箱的纪录，当时青岛港装

卸效率仅为每小时 30 多个集装箱。一

次，桥吊突然坏了，国内没人会修。外

国维修专家来后，不允许港口工人看维

修过程，但在维修了 12 天后却拿走了

4.3 万元人民币，相当于许振超 10 年

的工资。这一事件深深的刺痛了许振超，

于是，他发誓一定要攻克难关，挺起中

国码头工人的脊梁，要在全世界港口行

业中把集装箱装卸速度干到第一。

立下誓言后，许振超开始自学成才，

苦练技术，逐渐成长为一名学习型、创

新型、充分掌握现代技能的新时期优秀

产业工人。最终，他成功练就了“一钩

有些人物 事迹 故事成为这座城市中精彩的注脚 成为青岛引以为傲的篇章 图 / 柴迪成
Some gures and their stories have become brilliant footnotes of the city and created a chapter 
for Qingdao to be proud of.



044
SAILING CITY

045
SAILING CITY

关注 / ighlight  A   T  

从四流南路 66 号的老厂区到西海

岸新区港丰路 66 号的新厂区，海湾化

学创造着一次次的辉煌，讲述着一个个

新的故事，引领着青岛化工行业实现了

一场场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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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个年头。借环保搬迁契机，海湾

集团立足世界化工发展规律和国家产业

政策谋划未来道路，实施现代化工园区

集群化发展，培育前港后厂模式，走高

端化、绿色发展之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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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时间总是最好的见证者，

这话一点不假。如今，董家口产业园区

布局了一个个整洁、智能化的“绿色工

厂”。平度新河那片荒凉的盐碱地也已

摇身变为一片畅通的现代化工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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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新海湾正走在一段新的征程

上，将在这里开启一个新的起点。

利用港口优势，
实现海湾新发展

众所周知，对化工企业而言，码头

不仅是“矿山”，更是“金山银山”，

是企业独一无二的资源。因此，早在

2003 年，海湾集团董事长李明在日本

考察时，就已经认识到港口对企业未来

发展的重要性：“企业有自己的港口才

能做强做大，在世界范围内购买原料、

销售产品，真正实现国际化，且未来物

流成本会越来越高，拥有港口物流优势

的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现在的董家口港，不仅建成了世

界一流的 40 万吨矿石大码头，更是凭

借“大码头、大堆场、大保税、大物流”

等综合优势逐步成为世界超级矿船母

港，在这里，不断彰显出全球资源配置

和钢铁产业升级中的带动作用。2015 年

11月，海湾集团与青岛港合资组建的液

体化工码头在正式启用后，很快便成为

乙烯、二氯乙烷、苯等原材料采购和烧

碱、氯乙烯、苯乙烯销售的主通道。从

码头到园区，一条 9公里长的外管廊让

船舱与储罐实现了无缝对接。所以，不

得不说，液体化工码头，是海湾集团借

搬迁改造，打造现代、国际化工集团的

一次超前布局。据介绍，码头总投资5.5

亿元，占地 13.6 公顷，管道输送距离

10公里，拥有 3万吨级、2万吨级泊位

海湾化学：新征程上的新起点

日前，由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中国化工报社主办的2018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十大新闻”

暨影响力人物评选发布盛典在北京举行。海湾集团、海湾化学、海湾精化获得 2018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工企

业公民楷模榜 • 最具社会责任企业”称号。

文/韩海燕 

Haiwan Chemical: A New Start on a New Journey

如今 海湾化学创造着一次次的辉煌 , 引领着青岛化工行业实现了一场场新的变革 图 / 王勇森
Nowadays, Haiwan Chemical creates many brilliant achievements and leads the chemical industry in Qingdao to realize a lot of new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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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个，设计通过能力 260 万吨 /年；

罐区存储规模 12.8 万立方，周转量 171

万吨 /年，从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我们已

经看到了海湾化学的新崛起。

基于此，董家口产业园，充分利用

港口物流优势延伸产业链，发展耗氢、

耗氯、耗碱产品，以进口乙烯、苯为原料，

生产苯乙烯、苯乙烯下游等系列产品，

现拥有年产 30 万吨烧碱、40 万吨氯乙

烯、30 万吨聚氯乙烯、50 万吨苯乙烯

和 12 万吨偏硅酸钠的能力。2018 年，

园区年销售收入达到 77.8 亿元，占据

了集团整体销售收入七成之多。

倡导绿色发展，
做优高端化工企业

今天，在占地 133 公顷的董家口产

业园，宏伟的玻璃大厦办公楼前，一片

清澈湛蓝、鱼影游动的消防池塘，掩映

着现代化的厂房和绿树蓝天。

在海湾化学一直有这样一句话——

“没有污染的产品，只有落后的工艺”。

环保和绿色是海湾化学一直倡导的发展

理念，也是化工企业的转型之道。因此，

在 2010 年，海湾确立了项目选择的根

本原则——无论是什么项目、不管有多

大效益，只要环保问题不解决，都要坚

决舍弃。

要实现环保，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

依靠技术的进步。为此，海湾化学先后

引进了英国英力士专有工艺技术，生

产 VCM 及通用型、特种 PVC 树脂产

品；引进美国德西尼布石伟公司的乙苯

脱氢法清洁生产工艺生产苯乙烯；引进

日本氯工程先进的离子膜电解技术，生

产高品质烧碱；引进德国技术，建设包

括 50000 立方储罐在内的低温乙烯储运

装置。这些在安全、环保、节能与循环

利用等方面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新技

术，不仅全面提升了项目各装置在安全、

环保、节能与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水平，

带来了超过百亿元的年收入，也给企业

发展带来了质的提升。

据统计，海湾集团在两个园区的环

保总投入近 10 亿元，占一期项目总投

入10%以上。按照所有项目达产计算，

集团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将达到 0.55 吨

标煤，不到搬迁前的 1/4。

倡导绿色发展发展，在解决了环保

问题的基础上，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2013 年，当李明提出要上

分散染料项目时，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产品不好、污染厉害。“如果

解决了污染结果会怎么样？”事实上，

虽然分散染料产品已经被海湾淘汰了近

20 年，但李明发现，近年来一些国内

企业却把这个产品做得很大、很有竞争

力。经过与国内外厂商的技术交流与考

察，企业解决了制约分散染料废酸、废

水处理难题，而这一项目在成功投产后，

势必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起点上的海湾继续坚持着绿色化工

和高端化工发展方向，以创新为驱动，以

深化产学研合作为依托，通过加快国家级

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的平台搭建，

深入推进集团“一体化”建设，切实发挥

园区优势、集聚优势和裂变效应，努力挖

掘化工行业爆发式增长的潜力。

“一体化”战略，
助推海湾崛起

在海湾化学园区里，原海晶化工、

东岳泡花碱、青岛碱业等数家上下游有

关联、可以进行原材料互供的企业，集

中在一个区域集约发展，实现运行管理、

在海湾化学生产车间 除了一台台排列有序的大
型生产装置 在现场也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

I n  t h e  p r o d u c t i o n  s h o p  o f  H a i w a n 
Chemical, you can see many large production 
equipment arranged in order while you can 
hardly see workers on site.

新形势下的新海湾 在历史的机遇中 在青岛的化工企业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图 / 王勇森
New Haiwan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and among the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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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the 2018 Annual Release 
Ceremony of Top Ten News and 
Elected Influential Characters 

of Chinese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was held in Beijing, which 
was organized by China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Federation and 
hosted by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News. Haiwan Group, Haiwan Chemical 
and Haiwan Fine Chemical won the title 

of 2018 Most Responsible Enterprise 
of Chinese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Citizen Models.

In Qingdao, many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Haijing Chemical, formerly known 
as  Qingdao Chemical  P lant  which 
was built in 1947. In 1999, Qingdao 
Chemica l  P l an t  was  t r ans fo rmed 
into Haijing Chemical which mainly 
m a n u f a c t u r e s  o v e r  t e n  t y p e s  o f 

products such as polyvinyl chloride, 
sodium hydroxide, liquid chlorine, 
and hydrochloric acid.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been awarded with 
such honors as Top 100 Enterprises of 
Qingdao, Top 500 Chemical Enterprises 
o f  China ,  Advanced Co l lec t ive  o f 
Ch inese  Pe t ro leum and  Chemica l 
Industries, and Qingdao High-Tech 
Enterprise for many times.

配套服务、生产运行、办公场所等一体

化资源共享，在去产能、降成本、补短

板方面成效显著。也正是通过一体化的

发展，员工减少了一半，劳动强度明显

降低，产能却增加了一倍。这一减一增

之间，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几倍。同时，

各种损耗也大幅降低，实现了成本的有

序节省。

走进海湾化学建筑面积达 4000 平

方米的一体化、智能化生产指挥调度平

台，可以看到，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的

LED 屏幕上清晰显示着园区各个关键

部位的实时监控视频，大厅里整齐排列

的数十台显示器屏幕上跳动着园区各个

环节的即时数据，工作人员从容自如地

处理着各类信息，可谓“科技范儿”十

足。由此大量的高端设备和信息化的管

理手段替代了此前繁琐的人工处理，平

均每个生产区域只有一两个工人进行现

场巡查，其他都是自动化控制。中控室

“掌管”着园区所有的大小项目，包括

原海晶化工和青岛碱业新材料、东岳泡

花碱的项目可对厂区进行全过程、无死

角监控，任何生产装置出现影响安全的

问题，智能化平台都会立即作出反应，

必要时会自动停止，人为不能进行操作

和干预。目前，有 2 万多个监测点遍及

园区，尤其是一些高温、高危的地方，

工人不能到达或不能长时间停留，就通

过中控室来控制。

在海湾化学生产区，除了一台台排

列有序的大型生产装置，在现场也几乎

看不到工人的身影。大量的高端装备正

在完成对人工的替代。每个生产区域只

有几位员工负责巡视，其他都实现了自

动化控制。

此外，作为青岛市的智能制造示范

企业，海湾化学在智能工厂建设上的做

法更是值得学习和借鉴，构建了完善的

企业信息网络，实现了生产控制网、数

据采集网、管理办公网的相对独立与

信息共享；建立了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ERP），实现了企业资源的规划和流

转的最优化管理，使公司决策者可以全

面及时了解企业销售、生产、物料、财

务情况，进而使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合理。

在智能控制方面，采用 DCS 系统进行

控制，实现了氯碱、VCM、PVC、苯

乙烯、偏硅酸钠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

控制回路自控率达到 99% 以上。在氯

碱、VCM、PVC、苯乙烯等物料生产

的关键工序上，还建立了安全仪表系统

（SIS），最大程度确保了生产装置的

安全运行，实现了安全智能化控制。并

建立了健康安全环境监控系统，实现精

准检测。海湾化学内部还同时设置了可

燃、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装置，便于

职工发现和处理装置区内设备和管道的

泄漏问题，有效防止了火灾及中毒事故

的发生。关键指标联锁系统、安全仪表

系统和紧急停车装置应用后，一旦出现

指标（或状态）失控情况，将联锁动作，

使装置各机器、设备、各控制阀门都处

于安全状态，确保生产安全。与此同时，

应用智能包装及巡检系统，实现了装置

的安全高效运行。通过采用 PVC 自动

包装设备以及自动码垛机器人，实现

了 PVC 产品的全自动包装码垛，极大

地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生产及辅助装置中应用智能巡检系统

后，实现了日常生产运行操作信息数字

化、积累数据时时统计、故障问题可追

溯易分析，并能及时发现异常行为，实

现了对生产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

值得一提的是，搬迁到董家口港区

的海湾化学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更给当地村民的就业提供了

难得的机会，采访时，我们接触到的企

业员工有部分都是当地村民，于他们而

言，在家门口可以拥有合适的工作机会

十分难得。

新形势下的新海湾，在历史的机遇

中、在青岛的化工企业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推动着青岛化工企业的

腾飞和发展。

（本文部分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

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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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梦想号”双体帆船环球航行开启环球之旅

The “Qingdao Dream” Catamaran Sets off on the 

Round-the-World Sailing

日前，“青岛梦想号”双体帆船环球航行（海南）起航仪式在海南市陵水清水湾游艇会举行，承载着青岛梦、

中国梦、海洋梦、环球梦的“青岛梦想号”，从海南清水湾再度起航，继续环球征程。

文/韩海燕 袁华强

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青岛市

帆船帆板（艇）运动协会、青岛市帆船

运动管理中心有关方面负责人，陵水市

民、航海爱好者等百余人为“青岛梦想

号”送行。作为“帆船之都”青岛国际

推广青年先锋团队的青年代表，“青岛

梦想号”船长徐京坤被授予“帆船之都”

青岛城市品牌宣传推广形象大使称号。

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青岛梦想号”

慢慢驶出港池，向着蔚蓝的大海扬帆远

航。

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

活动组委会副主席、青岛奥帆城市发展

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臧爱民寄语“青岛梦

想号”继续扬帆远航，做努力奔跑的追

梦人，带着“帆船之都”青岛的城市文化、

用航海去拥抱世界。她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9 新年贺词中提到，2019 我

们都是追梦人。“后奥运时代”，青岛

致力于“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培

养了一批中国航海领军人物，徐京坤就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青岛籍独臂航

海家，徐京坤参加了2008青岛奥帆赛、

世界帆船锦标赛、环大西洋挑战赛等国

际顶级帆船赛事，他以奋力拼搏的航海

精神深刻诠释了“帆船之都”不断开

拓、创新发展的城市精神；以一场历时

3 年、途径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3.4 万

海里、五跨赤道的环球航行开创“帆船

之都”和中国航海史上双体帆船环球航

行纪录。他借此次体育、文化、旅游、

环保公益为一体的“一带一路”国际交

流，传播“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对于

加强青岛丝路沿线国家、地区间人文交

流，开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休闲体

育发展带具有重要意义。

“青岛梦想号”船长徐京坤表示，

自己的家乡青岛一直致力于帆船运动的

推广普及，为中国航海事业输送和培养

了大量专业人才。希望通过自己这一次

日前 承载着青岛梦 中国梦 海洋梦 环球梦的“青
岛梦想号” 从海南清水湾再度起航 继续环球征程

Re c e n t l y,  “ Q i n g d a o D re a m ” s h i p, 
carrying Qingdao dream, China dream and 
dream of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set sail 
again from Qingshui Bay in Hainan to continue 
its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青岛梦想号”船长徐京坤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青岛人
Xu Jingkun, captain of “Qingdao Dream”, is a Qingdao 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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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球航行，为家乡的航海事业，以及

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航海事业添砖加

瓦，在航行结束后整理出版《环球航海

中文指南》，在未来能够帮助更多的中

国航海人走得更远。

带着梦想的翅膀扬帆远航
据了解，由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

会、青岛市帆船帆板（艇）运动协会、

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青岛市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作为支持单位，“青岛梦

想号”双体帆船环球航行由著名独臂航

海家徐京坤策划并筹备了两年之久，

2017 年 6 月从土耳其正式起航，穿过

地中海、大西洋、加勒比海、经巴拿马

运河，跨越太平洋，印度洋，绕过非洲

好望角，预计于 2020 年初回到加纳利

群岛，完成环球航行。这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人航行距离最远，耗时最长的环球

航海活动。在每一个到访港口，都会开

展同当地青少年、帆船爱好者、世界各

地的政府机构和当地协会组织的文化交

流与航海体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展

示“帆船之都”青岛的城市品牌。

在环球航海过程中，徐京坤首创的

《青岛梦想号环球航海课堂》带领着来

自世界各地的帆船爱好者在全球不同海

域、不同国度进行环球船长的跨国航海

训练，累计培训 500 多名学员开始了自

己的航海生活，帮助更多的中国航海爱

好者走向蔚蓝、走向世界，为中国未来

的环球航海普及和大众航海推广做出了

积极贡献。

徐京坤不仅是地地道道的青岛人，

也是青岛培养出来的帆船运动员代表，

2008 年奥运会他就作为国家队最年轻

的选手代表中国参赛。进入国家队之前

他曾是一名山东省田径队的短跑运动

员，12 岁时的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

一只左手，2005 年筹备成立残疾人国

家帆船队，通过层层甄选，他成为国家

队一员，在 4 年时间里陆续参加了亚运

会、世锦赛和残奥会等一系列国际赛

事。他先后考取美国帆船联盟龙骨帆船

游艇船长、法国帆船联盟 A 级离岸船

长、世界帆联认证的海上安全与救生培

训、国际海事认证的 FIRST AID 紧急

第一反应员等国际资质，并成为中国最

早一批国际驾照签证官、中国第一个取

得RYA YACHT MASTER OCEAN

级别船长。

 2012 年，为助力青岛打造“帆船

之都”城市品牌，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

个“梦想”的挑战，独自一人驾驶 24

尺第一代“梦想号”帆船，从青岛出

发北上至辽宁丹东，南下至西沙永兴

岛，航程 4500 海里，创造了“世界首

次单人独臂无动力帆船环行中国海”的

世界纪录。2014 年，他又前往法国离

岸赛圣地布列塔尼深造学习，成为获

得 RYA Yacht master ocean 级别资

质认证的第一个中国人，更实现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用

6.5 米小船无电子导航、通讯、气象设

备，单人独臂不停泊跨越大西洋的壮举。

2017 年，他参加德国帆船世锦赛，取

得第四名好成绩，在中国体育年度盛典

中，被选为当年体坛风云人物。同年，

他又开始了另一个“梦想”——中国首

次双体帆船环球航行。截止目前，他的

环球航程已经完成了 70%，而他的累计

航程也已经超过 10 万海里，可以绕地

球 5 圈，是“世界上航行的最远的的独

臂船长”。

众所周知，青岛是中国近代帆船运

动的发源地之一。2008 年，奥运会选

择了北京，奥帆赛驶入了青岛。“帆船

之都”城市品牌成为解读青岛海洋特色

的品牌符号，展现青岛的魅力和时尚。

奥帆赛后，青岛传承奥运精神，在品牌

赛事、国际交流、城市普及方面求新求

变建设亚洲帆船运动领军城市。强化顶

层设计和组织机构配套，明确“帆船之

都”品牌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相继引

进沃尔沃、克利伯、国际极限赛、世界

杯帆船赛等国际顶级赛事，创办了城市

俱乐部杯国际帆船赛、“市长杯”国际

帆船绕岛赛、青岛国际帆船赛、青岛国

际 OP 帆船赛、“远东杯”国际帆船拉

力赛、国际名校帆船赛（中国青岛）、

高校大学生帆船营、“船东杯”帆船赛、

企业帆船联赛等自主品牌赛事。世界帆

联认为青岛已成为亚洲帆船运动的领军

城市。培养了郭川、刘学、宋坤、徐京

坤等中国乃至世界级的航海领军人才。

开展了“帆船进校园”青少年和“欢迎

来航海”全民帆船普及活动，实现了帆

船运动与城市生活的有效衔接。强化帆

船运动与旅游、文化、会展、商务业态

融合发展，船艇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

克利伯赛船全部青岛制造。主动对接

“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开发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休闲体育发展带，帆船成

为青岛扬帆全球的世界语言。以帆船为

平台命名“青岛号”，开展奥帆文化交

流，扩展青岛国际“朋友圈”。青岛同

时明确了今后 10 年帆船运动发展的 3

个坐标系——在全国坐标中，做中国帆

船运动领头羊；在亚洲坐标中，做亚洲

帆船运动领军城市；在全球坐标中，打

Recently, the Setting Sail Ceremony 
of “Qingdao Dream” Round the 
World Sailing (Hainan) was held at 

the Clearwater Bay Yacht Club, Lingshui 
County, Hainan Province. “Qingdao 
Dream”, carrying the Qingdao dream, 
the Chinese dream, the ocean dream 
and the dream of sailing around the 
world, set sail from Clearwater Bay 
again and resumed its round-the-world 
journey. Over a hundred people came to 
see the “Qingdao Dream” off including 
relevant officials from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Qingdao Yachting Association, Qingdao 
Administration Center of Sailing Sport, 
citizens of Lingshui, sailing enthusiasts 
and others. As a youth representative of 
the “Sailing City” Qingdao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Vanguard Team, Xu Jingkun, 
captain of “Qingdao Dream”, was awarded 
with the title of “Sailing City” Qingdao 
City Brand Promotion Ambassador. 
Witnessed by the audience, “Qingdao 
Dream” left the harbor slowly and sailed 
toward the blue ocean.

造世界著名“帆船之都”、建设国际海

洋名城。青岛在打造“帆船之都”城市

品牌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发展路

径，也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

肯定。在 2018 年 6 月举行的上合青岛

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岛是世

界著名的“帆船之都”。在 2018 年 9

月举行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习近

平总书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等 5国领导

人，共同参加“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

赛第一赛段颁奖仪式。2015 年，世界

帆联授予青岛“世界帆船运动发展突出

贡献奖”。2016 年，世界帆联、亚帆

联授予青岛“十年御风城市奖”。2017

年，中帆协授予青岛“中国帆船运动发

展突出贡献奖”。国家体育总局授予青

岛国际帆船周 • 青岛国际海洋节“国家

体育产业示范项目”。2018 年，青岛

荣膺中国最具特色旅游城市排行榜和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双榜首。2019

年，旅游业融合创新论坛上，青岛国际

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获颁首批文旅融

合十大节庆品牌。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

中心提供）

徐京坤被称为“世界上航行的最远的的独臂船长”
Xu Jingkun is known as the “one-armed captain who has sailed the longest voyag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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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恺放

The Beauty of Chinese New Year
股淡淡的乡愁，如同一条飘洒的丝带，

一头连着家乡，一头连着远方。虽然现

在的条件跟以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

每到过年，这种思念和情感就会像奔腾

而来的潮水，冲撞着那不安的心绪，久

久不能平静。

刘二哥决定跟刘二嫂一起去菜市场。

“不嫌东西太多冰箱里装不下

了？”

刘二哥没回答，穿好衣服走出家门。

放眼望去，天空很晴朗。刘二哥仿佛听

到了高空中正在轰鸣的飞机发动机声

响，那上面说不定就坐着自己的孩子。

刘二哥脸上荡漾起甜蜜的笑容。

二
王老叔攥着签字笔在小本上写了一

通后停住了，看了看，又紧锁眉头似乎

在考虑什么。“差不多就行了，现在过

年谁还跑东家串西家的？”女儿在一旁

说。

“过年不去走动走动，这感情不就

断了？人活这辈子就是你来我往，相互

关心关照，各扫门前雪，不问他人事，

还是感情动物吗？”王老叔振振有词，

女儿吐吐舌头不再言语。

“长辈是第一位的。咱表叔86了，

一定要去看看。嗯，要买上两盒草莓。

老人牙口不太好，草莓软，吃得下去。

记上；后院的李大婶也要去看看。邻居

一场，不能因为盖了大楼平时难见面了

就老死不相往来。当年你奶奶活着时，

人家李大婶没事就到家里串门，陪着拉

呱，还帮着缝棉被，你奶奶有病时人家

也不嫌弃，照旧来帮着照顾。吃水不忘

打井人。对了，给李大婶带点什么好？

山鸡蛋。李大婶愿意吃鸡蛋，每天煮了

蘸酱油吃，喜欢这口。记上；厂里的孙

老头也要去看看。孙老头算是我的师傅，

尽管没真正带过，但我有什么不会的就

问他，这老头可有耐心了，百问不烦。

厂里的人都说他好。今年快 90 了，高

龄长寿。看一年少一年，一定去看。记

上；还有，小吕家要去趟。”“小吕不

是你徒弟吗，哪有师傅去看徒弟的？”

女儿插嘴道。“我看徒弟干啥？我是去

看他母亲。不容易，一个早年守寡的女

人拉扯着 3 个孩子，一步步走过来，太

难了。你奶奶说，这样的女人最值得尊

重，我能不去看看？记上。”

过年串门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

是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过去许多人盼着

过年、喜欢过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可以“堂而皇之”去串门。亲戚好友不

用说了，同学同事、上级下级也都会利

用过年相互走动，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特别是一些工作上有点碰碰磕磕、别别

迎年即美景

一进腊月门，人们便会感受到迎年的气氛。尽管现在不少人嘴上在说，如今的日子天天像过年，

还忙活啥 ?

真不忙活？仔细观察会发现，哪家也没闲着，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迎年忙活是老习俗，代代相传，根深蒂固，很难改变，也没必要改变。过年是老百姓的节日、

民族的节日、辞旧迎新的节日，不光生活变得崭新靓丽，还蕴含着浓浓的情感、深深的祝福、殷殷

的期待、美美的喜悦，岂有不忙活之理？

不信拉近镜头看一看。

一
一大早刘二嫂又要去菜市场。出门

前对刘二哥说：“把玻璃再擦擦，让孩

子回来有个舒心的环境。不是刚找钟点

工擦过吗？头天下过雪灰尘沾在玻璃

上，难看。”“好，明白了。”刘二哥

倒是痛快。见刘二嫂拉着小车要出门，

忙问：“还去买啊？冰箱里可搁不下

了。”“孩子不是喜欢吃豆包吗，我去

买些红豆，再买些红薯干。”刘二嫂说。

刘二哥不吱声了。多说也没有用。

刘二嫂盼孩子回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当

年自己在外地工作，母亲不也是隔三差

五的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回

来吱一声，给你包最爱吃的荠菜饺子，

烙单饼夹着鸡蛋炒大葱，还有……”那

唠叨不完的唠叨，有时感到有些“烦”。

但等刘二哥变成了父亲，孩子大学毕业

留在了外地，才体会到母亲当年对自己

的唠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

的牵挂，才会想起每次下了火车急匆匆

往家赶时，母亲总会站在小区门前眯着

眼睛聚精会神向远处张望着。寒风掀起

母亲胸前的围巾，凌乱的白发遮住了母

亲的视线。当自己突然站在母亲面前，

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睛里总是闪着晶莹的

泪花，每次惹得自己都不敢直视。

有人说过年是最大的乡愁，是感情

和思念交织在一起的一次特别的冲动。

这话说到骨子里去了。你看，天上地上，

海里河里江里，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甚至

摩托车、自行车无不加入了春运的行列；

你听，远离家乡的游子、漂流者、移民、

打工族、连流浪汉，无不朝着家的方向，

在心里激动地呼喊：我回来了！

浩浩荡荡的回乡大军，千里迢迢的

飞行穿越，有时仅仅就为了与家人见个

面，吃上一顿年夜饭，然后又原路返程，

回归原状。有必要吗？值得吗？每年几

千万的“迁徙大军”不辞劳苦的壮举是

最圆满的答案。这似乎成了一个民族的

本能，没有任何说教，用不着动员，更

没有丁点的“强迫”，仿佛有一股巨大

的无形的情绪、氛围和力量在推着前进，

无怨无悔、激情满怀、势不可挡。

刘二哥记得，有一年过年已经决定

留下值班不回家了。电话告知母亲时，

话筒那头一直没有说话的声音，只传来

轻轻的叹气声。许久，母亲才说了一句

“那就留下吧”。刘二哥虽然看不到母

亲的表情，但已意识和想象到，母亲的

脸上一定挂满了遗憾和失望。世上大概

最为伤心和失落的就是过年了，一家人

无法团聚。尤其对老人，这是触及心底

的刺激和痛疼。

年三十早上，刘二哥突然接到通知，

值班由领导代替，让他回家过年。突如

其来的惊喜，让刘二哥猛然觉得这世界

充满了阳光，尽管那天天空还零零碎碎

的飘着雪花，但在刘二哥眼里，这是吉

祥的象征。当刘二哥如从天降般敲响家

门，看着喜极而泣的父母时，自己也流

下了泪水。

家的感觉太好了！那一刻刘二哥真

正体会到了幸福的含义。

如今父母早已离世了，母亲的唠叨

再也听不到了，但每到过年刘二哥就会

想起母亲，想起母亲对自己期盼时的表

情，想起那充满慈爱的眼神。现在母亲

这种情怀早已转移到刘二哥的身上，孩

子选择了在外地工作，恰似他当年在了

外地一样。两代人的轮回，都倾注着一 图 / 朱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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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扭的，想缓和一下紧张关系、解除一

些误会，平时找不到恰当的机会，过年

是最佳契机。道一声“过年好”，祝一

声“大吉大利”，再多的积怨也会冰释

前嫌，再抹不开的面子也会春风化雨。

人在一起本身就是缘分，缘分里没有仇

与恨，更多的是情与爱。

有段时间，过年串门的习俗变得“冷

寂”起来。通讯工具的发达进步，让电

磁波和无线电波取代了人与人直接的面

对面，过年问候变成了短信、微信。大

年初一，街头上见不到穿着新衣服，脸

上挂满笑容的拜年大军了，人们足不出

户，人手一个手机，编好一条信息，手

指一点，朋友圈里成百上千的朋友都接

到了拜年的祝福。确实方便了，但也确

实失落了，特别是上点年纪的人，盼啊

盼，就盼着过年亲朋好友见见面、拉拉

呱、道声好。现在这一切大都成了记忆，

成了期盼和梦想。

“电话、微信拜年，看不见摸不着，

没劲也没情绪。视频？视频是挺好，但

同样隔着屏幕，缺乏真实感。你看我们

老伙计，过年凑在一起问寒问暖，哪是

啥劲头？亲啊！当年我刚退休，厂党委

书记大年初一来拜年，一进门喊一声师

傅，两双大手一握，暖到心头。啥都不

用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电话微信有

这效果？”王老叔歪头对女儿说。

“没有，肯定没有。”女儿诚恳又

若有所思地回答。

“爸爸，帮我记上：过年我要去给

班主任拜年，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为我们的成长进步付出了很多心血。过

去我总是打电话给她拜年，今年我要登

门祝福；还有，我要给发小拜年。前些

年她生病了，我去看过几次，再后来一

直视频或语音通话。我以为这样就足够

了。听了爸爸一席话我才醒悟，真情表

露还是应该面对面，那才是一家人的感

觉。”

“好来，我都记上。呵呵，我猜想

今年过年大街上一定会更热闹，登门拜

年的人一定会更多。好年景好心情，人

们聚在一起展望美好未来，会有说不完

的话，拉不完的呱。”王老叔戴上老花

镜笑呵呵地又忙着往笔记本上写。

三
红红的包装，彩色的画面，一排排

或圆或方，或长或短的鞭炮摆放在路边

的货摊上，引来不少孩子的围观。

张大爹领着外孙也来凑热闹。

“喜欢吗？喜欢姥爷给你买。”

“老师说放鞭炮危险，要有大人陪

着放。”外孙说。“那我陪你放啊！姥

爷可会放鞭炮了，小时候从大年三十一

直放到正月初三。我们那时放小鞭，‘二

踢脚’，还有‘呲花’。这些你都没见

过，可好玩了。”张大爹说。

“老师还说放鞭炮会污染空气，尽

量别放或者少放。”

张大爹不言语了。老师的话在孩子

眼里就是“圣旨”，岂有不听的道理。

本来张大爹以为，作为男孩子的外

孙会喜欢鞭炮。他小时候，父母过年时

给买两挂鞭炮，自己会高兴激动好多天，

若是再给点压岁钱，简直就觉得自己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了。

放鞭炮、给压岁钱，这是过年不可

缺失的内容。前者是孩子，特别是男孩

子的最爱。年三十晚上，挑一只大红灯

笼，口袋里装满鞭炮，手里夹着一根燃

烧的香，走一路放一路，那“噼噼啪啪”

的鞭炮声简直好听极了，仿佛是世上最

悦耳动听的声音。

现在的孩子似乎对这些不太感兴趣

了，相比之下更在意压岁钱。

压岁钱是过年快乐和兴奋的支点，

也是融合亲人之间感情的重要手段。日

子再困难、手头再紧张，过年也要给孩

子压岁钱。多少不重要，要的是气氛。

当孩子接过用粉色纸包起来的压岁钱

时，那激动兴奋充满感激的表情，或许

是世上最美最刻骨铭心的镜头了。莫以

为家人之间就不需要“讲究”，习俗和

传统犹如调和剂，有了它一家人会更加

和谐愉快。

如今不少孩子也给长辈发“红包”，

旨在心意，还有乐呵。那些给晚辈送惯

了红包的大人突然接到孩子的红包，一

个个像孩子般绽开欢乐的笑容，心中不

仅感到甜蜜，更会感到宽慰：孩子懂事

了，知道尊重，知道孝敬了。一年再辛

苦，再劳累，也会无怨无悔。这种充满

浓厚感情的红包，格外珍贵，美好。

张大爹接过这样的红包，那是女儿

在初三回娘家时送上的。开始张大爹还

不好意思，直往外推，女儿笑着说“嫌

少啊？”一句话全家开怀大笑。张大爹

顿时觉得空气里都弥漫着幸福的气味。

张大爹问外孙过年要什么礼物。

“一定要给吗？”“当然了，过年

嘛本来就欢欢喜喜，有礼物不更高兴

吗？”

“姥爷会发红包吗？”外孙放低声

音问。“你说呢？”张大爹笑着反问。

外孙低头想了想说：“肯定会。对

了妈妈爸爸也会送给您，还要送给爷爷

奶奶。昨天我听他们在说这事了。”

“是吗？”“是的。姥爷，为什么

要互相送红包呢？”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是世界上最

亲的人。”

“过年我们是不是会变得更亲？”

外孙翘起脚仰头看着张大爹。

“对，说得对！我们永远都最亲。”

张大爹眼里突然感到有些湿润，他

抱起外孙亲了亲说，“走，回家准备红

包啰！”

倾力关注群众演员成长，“群演公社”青岛重磅启幕
——灵山湾世界级影视基地再提速 全力锻造影视全产业链

文/张文萱

Extras Commune Grandly Opens in Qingdao

影视剧中，有着数不清的“绿叶”，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群众演员，

简称“群演”。他们频繁出没于各类影

视剧组中，每天早出晚归仅有几十元收

入，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召唤。尽

管数量庞大，群演这一群体却长期被忽

略，这些镜头中的“人肉背景”，在生

活中也是游离大众视野之外的“小人物”。

1 月 22 日，由青岛灵山湾影视局

（筹）、东方影都融创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

广联演员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青岛东方影

都全国群演大赛暨《群演公社》项目正

式启动。该项目聚焦“群演”群体，以

“群集公社筑梦、演绎影都新章”为主

题，汇聚行业一线资源，建立群演资源

库和行业评估体系，树立群演行业新标

杆。项目主要包括 3 部分：一是举办群

演大赛，面向全国选拔优秀群众演员；

二是山东卫视和网络平台联动制作播出

四档节目，以专业导师加新人真人秀的

形式聚焦群演成长历程，打造国内首档

群演励志成长真人秀节目；三是催生群

演公社运营实体，力争通过 3 至 5 年持

续孵化，形成全国优质资源聚集的产业

闭环，催生带动线下教育培训、演员经

纪、基金等项目落地，打造成全方位的

演员资源库和孵化基地。

《群演公社》项目获得国家级影视

行业协会实力加磅，中国电视剧产业协

会副会长王鹏举、中广联演员委员会秘

书长张歌表示，山东厚重的地域文化造

就了传奇的东方影都，今后将积极参与

支持《群演公社》项目发展，并与中国

新生代演员选拔培养工程有机衔接，集

聚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打通群演成长路

径和全产业链。

群演公社项目由启动发布会、宣传

报名、全国海选、节目录制及节目播出

5 大板块构成。宣传报名时间为 1 月至

3 月，分为线上线下两种途径；全国海

选在 4 月中上旬以青岛东方影都“群演

公社”为集结地，选手可通过多种方式

参与，并在全国平行赛区线上线下同步

开启全民“试镜”；节目录制和后期制

作时间为 4 月至 5 月，将组织海选入围

者进行晋级赛；节目最终播出时间在 6

月，晋级赛将在山东卫视和爱奇艺同步

播出，成功晋级人员将获得青岛签约剧

组的影视剧出演机会。

据了解，与《群演公社》项目同期

启动的群演公寓，由融创集团投资和管

理运营，房间配有标准床位和独立的卫

生间、空调，引入专业团队管理，并将

开设贴心的群演大食堂，让来到灵山湾

的群演工作和居住更加放心和舒心。

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是山东

省“1+N”影视基地布局的核心园区，

西海岸新区十大功能区之一，规划面积

92平方公里，先行启动区45平方公里。

融创集团投资 500 亿元的东方影都开业

运营，影视产业园建成 40 个世界顶级

摄影棚，拥有世界最大的 1 万平方米摄

影棚、世界惟一的室内外合一水下影棚。

大剧院、电影博物馆、酒店群等影视会

展设施投入使用，启动建设国际虚拟现

实产业园、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研究院、

影人公寓等项目。与融创集团开展影视

战略合作，共同建设占地 100 公顷的藏

马山外景地，形成“东有灵山湾、西有

藏马山”双城联动影视发展大格局。注

册影视企业超过 200家，《环太平洋 2》

《一出好戏》等 50 余部影视作品入驻

拍摄，国内工业化水平最高和投资规模

最大的《封神三部曲》开机。先后成功

举办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金凤凰奖颁

奖典礼、青岛电影交博会等节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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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c e n t l y ,  Q i n g d a o  O r i e n t a l 
M o v i e  M e t r o p o l i s  N a t i o n a l 
Extras Competition and “Extras 

Commune”  pro jec t  was  o f f i c i a l ly 
launched in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project, with walk-ons as the focus 
and “gathering in the commune to build 
dreams and opening a new chapter for 
the movie metropolis” as the theme, 
mainly contains three parts. First, an 
extras competition will be held to select 
outstanding walk-on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Second, SDTV will work with 
some network platforms to produce 

a 4-episode program. Participated by 
professional mentors and new talents, it 
will be the first ever reality show in China 
centering on the growth of extras. Third, 
a real extras commune is planned to be 
launched and operated. It’s expected to 
form an industrial closed loop gather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 
through 3 to 5 years of continuous 
incubation, so as to promote and dri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training, actor management, fund and 
other projects, thus creating an all-round 
actor resource pool and incubation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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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有一个故事叫赶大集

There is a Story Named Going to the Fair in Qingdao

腊月的大集，在许多老青岛眼里，是冬日里的暖阳，是童年里的美好记忆，更是成长中的不可

或缺。进了腊月门，一个个有着百年历史的青岛大集开始散发出浓浓的年味，是植根于青岛人心中

的“最纯民俗风” 。

正月里的大集，不似腊月大集的热闹拥挤，但却别有一番风味，蔬菜水果、肉类水产也是一应

俱全，只要你找对了地方，不但“年味”不减，偶尔还会有惊喜。

文/韩海燕 图 /王华

对青岛人而言，赶大集的传统可以

追溯到很久前。有人说，大集好似一个

社会，里面藏着多元的经济信号，蕴含

着浓浓的文化味道。商品经济不发达的

过去，集市是人们互通有无，交流和沟

通的重要方式。经济日益发达的现在，

密集的超市和便利店取代大集供给人们

需要的东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那充

满着吆喝声、洋溢着快乐的大集文化永

远都是无法替代的。

最地道的青岛味儿
青岛李村大集，在 1872 年的《即

墨县志》中，就有记载。其后100多年，

时代在不断变幻，生活更以令人惊异的

方式演进，但每逢农历二、七，这个在

李村河的河床上一字排开的庞大集市，

却始终商摊密布、人潮汹涌。

时间并不总是带来改变。它更神奇

的力量，是让一些东西留存，积淀为传

统。当然，售卖的东西早已不同，曾经

负载的复杂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剥

落。但人们可以确信，正是因为这些传

统的延续，这座城市才会这样丰富、这

样生动。

舌尖上的上马大集
 虾虎、蛤蜊、海蛎子、鱿鱼、蛏子、

老板鱼……如果你是海鲜发烧友，来到

这里一定会让你大呼过瘾；如果你喜欢

热闹，爱好传统民俗文化，那么 10 万

人同赶一集的景象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这里就是始于清康熙年间、有着 300 多

年悠久历史的青岛市城阳区上马大集。

海鲜满市的上马大集对上马人来说不只

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难以割舍的大集

情结。

上马集古时称马戈庄集，当时集市

规模较小，大都是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

小商小贩在农历的三、八之日变走街串

巷为到集结定点交易。于是逢农历三、

八便形成了马戈庄集市，据《即墨县志》

记载，在光绪年间，马戈庄集市已具规

模，民国时期规模更大。集市贸易原来

只有针头线脑、锅碗瓢盆，后来又增添

了粮米油盐、各种蔬菜瓜果，还增添了

耙耢驴具和大牲口市场。 

1988 年，迫于现有场地已满足不

了日趋扩大的集市，集市由原村街迁至

村东南方的开阔地带。随着改革开放的

步步深入，市场贸易日益繁荣兴旺，

1995 年，集市北侧马戈庄海鲜批发市

场形成；1999 年，集市北侧旧货交易

市场建成；2005 年，集市东北侧商贸

城建成；2009 年，集市东南侧以海鲜

集散为主要特色的上马农贸市场和海鲜

餐饮为主的上马胶州湾特色小海鲜美食

港建成。这些不同商业体的建成，与上

马大集交相呼应、相互交融、相辅相成，

大大丰富和完善了集市贸易的内容，使

这 300 多年的古老集市不断焕发新的生

机与活力。如今，上马大集已被评为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飘万里的麻湾大集
零下10℃的低温，迎风走着面如“刀

割”；滚滚车流中不断发出嘈杂的声音，

掀起的扬尘让人口鼻发麻；崎岖不平的

小路让年迈的老人越加步履蹒跚……可

在红火的大集面前谁在乎这些呢？从集

市响起第一声吆喝的那刻起，整个集市

就会如往常一样呈现出热闹红火的景

象，这里就是青岛胶州市胶东镇麻湾大

集。红烛和黄香是它的标志，火爆的人

气让大集久经考验仍屹立不倒。

麻湾大集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这个

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已经困扰了胶东街道

的工作人员许多年，每个大集都有着属

于自己的一段历史，可麻湾大集到底存

在了多少年，似乎寻遍整个街道也无人

能够说出，更没有文字性的记载，只能

从老人们的记忆中了解。

青岛李村大集有着最地道的青岛味儿
The authentic Qingdao style is manifested by the fair in Li Cun.

一个个大集是植根于青岛人心中的“最纯民俗风” 
The fairs show the “purest folk style” in Qingdao people’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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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湾大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

朝，因为当时胶州当地的人不是很多，

而且住的非常分散，在没有麻湾大集的

时候，人们的生活几乎是自给自足，或

是当村人之间互通有无，之后一些麻湾

村的村民推着小推车或者是挑着货郎担

到胶东镇各个村沿街叫卖，这也是整个

胶东镇最早的一批买卖人。在这些小商

贩的努力下，后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把麻

湾村当做胶东镇的一个商品较为集中的

地方，久而久之，麻湾村就成了胶东镇

一个小有名气的小市场，有了固定的摊

位和固定的消费群，这就是麻湾大集最

早的雏形。

但从 1990 年开始，大集的规模几

乎是每年蹦一个高，到现在整个大集的

长度超过千米，销售的商品超过百种，

成为胶东镇最大的集市 , 同时也是整个

胶州地区最大的集市之一。整个大集的

摊位均呈环形布局，形成一个巨大的“商

圈”，鱼市、肉市、菜市、布市、花鸟

市、牲畜市……绵延千余米的麻湾大集

分为20多个门市，各类货物应有尽有。

500 岁的辛安大集
作为青岛西海岸最古老、最大的集

市，辛安大集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

了。近百年来，辛安大集经历了多次搬

迁，规模不断增加。

据辛安忠孝寺内石碑载。明宣宗宣

德元年（公元 1426 年），赵宏等人倡

导于古历三月初五在辛安起集，集日逢

五排十，遇小月顺延一天（遇小月为初

一，除夕遇 29 日不顺延）。每年农历

三月初五和腊月初五为山集。经历 500

多年风雨的辛安大集始终兴盛不衰。

2001 年春开始，辛安大集除逢五排十

为大集日外，又加逢三排八为小集日。

虽然现在辛安街道的商场、超市很多，

但周边老百姓还是习惯农历逢五、逢十

赶赶辛安大集。从针头线脑、面人糖瓜、

红白喜事用品到蒜臼子、面板、香炉等

都能买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辛安大集

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中最明显的便是

地址的多次变迁，但不论如何变迁，热

度却始终未减。据辛安村的老人们回忆，

在近百年中，大集从村北搬到村内，从

村内搬到南河滩，后又从南河滩迁到村

内，2012 年 9 月辛安大集正式落户黄

河路批发市场。

400 年的即墨王村大集
“王村大集”，是青岛即墨东部历

史最为悠久的集市之一，自古就有“通

工商业，便渔盐之利”之说。远古时代，

当地居民就有将各自生产的农副产品和

海产品等聚此交易之习，积习成市，逐

渐成为“岛里”最大的集市，延续为农

历“三、八”时“商贾云集，货物相易”，

吸引了即墨、海阳、莱阳等外地商贩前

来贸易，市场得到迅速繁荣，规模越来

越大。至明万历年间“王村大集”为即

墨县十三乡集之一。清朝中期到民国初

年，已开建比较上层次的“吉兴”“福

盛店”“天合昌”等老字号名号店铺

40 多家，并具有自己的通用货币，十

分罕见。

如今王村大集依然繁荣，已成为繁

荣当地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商业平

台。

年味浓郁的沙子口大集
提到青岛市崂山区的沙子口，大

家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海货。沙子口

大集的海产品可以说是最齐全的，由

于周边渔民多，因此大集上卖的干鲜

海产品品质比较有保障，大都是渔民

们自己加工而成的。从规模来看，沙

子口大集仅次于李村大集，是青岛市

的第二大集市。

农历逢五逢十，这场乡村大集都会

在沙子口上演。实惠扫货，买点和超市

里不一样的东西，这里有足够的理由让

你忘却路途远近。热乎乎的煮玉米、刚

出锅的猪头肉、糖炒栗子、盐烤核桃、

自制辣椒酱、土蜂蜜、海水豆腐、活鱼

活鸡活海参……应有尽有。

闻名遐迩的泊里大集
作为青岛西海岸新区惟一入选市级

“非遗”的农贸大集，泊里大集距今已

有 300 多年历史，由于配套设施落后等

多种原因，原先的泊里大集场地已无法

满足老百姓经营购物需求。2016 年，

泊里大集正式搬迁新址并开门纳客。搬

迁后新址位于泊里镇泊董路以西，泊里

河南村南侧区域，占地 10 余公顷，比

之前大了一倍，大集时间未变，依旧是

逢农历四、九赶大集。

搬迁到新址的泊里大集热闹非凡，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叫卖声、砍价声

此起彼伏，各种声音构成了一曲独特
始于清康熙年间 有着 300 多年悠久历史的城阳区上马大集
Shangma Fair in Chengyang District was created during Kangxi’s reign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a long history of 300 years.

充满着吆喝声 洋溢着快乐的大集文化永远都是无法替代的
The fair culture featured with happy cries will never be repl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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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ny old Qingdao people’s eyes, the 
fair held at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is 
the warm sun in the winter, the happy 

memory in childhood and something 
indispensable during their growth. Once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arrives, various 
hundred-year-old Qingdao fairs are 
filled with festivity. They have the most 
authentic folk style in Qingdao citizens’ 
heart.

The fairs at the first lunar month are 
not as crowded as those at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features. You can find everything from 
vegetables, fruits, meats to seafood, 
and feel the air of festivity as long as 
you are in the right place, and you 
may find surprises.

    For Qingdao people, the history 
of going to fairs can be dated back to 
prehistoric times.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fairs are like society, enriched 
with economic signal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f u r t h e r  e n r i c h  c i t i z e n s ’ 
c u l t u r a l  l i f e  i n  t h e  S p r i n g 
Festival and promot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Golden Beach Beer 
City, from February 5 to 10 (the first 
day to the sixth day of lunar January), 
the 2019 Spring Festival Carnival was 
held in the Golden Beach Beer City 
in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With 
snacks frequently seen at temple fairs, 
folklore performances and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xhibitions, a carnival 
of delicacies and folk customs was 
provided for citizens and tourists to 
enjoy the Spring Festival together.

的大集协奏曲。整个大集被细分为服

装市、杂货市、食品市、肉市、蔬菜市、

海鲜市、干货市、五金市、农具市等

20 多个专门的区域。虽然这里售卖的

货物不如超市内精美，但物美价廉的

数百种商品让附近的村民并不羡慕城

里的大超市。

泊里大集是泊里镇最具特色的“文

脉”，也是泊里人精神上的“根与魂”。

现代生活中，泊里大集作为一个民俗

市场和文化符号更加闻名遐迩，赶泊

里大集已不单纯是老百姓买卖商品的

方式，更是对历史传承的回味和美好

生活的向往。新的“泊里大集”拥有

交易摊位 3000 个，不仅能满足未来市

场发展需求，而且能快速有效地带动

镇区南部开发。近年来随着董家口开

发建设的快速推进，泊里镇经济社会

实现了快速发展，泊里大集的区域影

响力也逐步上升，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已成为青岛西海岸新区最大规

模的综合性集市，年交易额突破 1 亿

元。

据了解，“泊里大集”作为青岛市

目前尚存的最古老、规模最大的集市之

一，从清朝乾隆年间设立“泊儿集”（又

称“泊里集”）开始，历经 4 次迁址，

成为连结苏、鲁、皖、豫等省份的重要

商品集散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独特的地方民俗特色。2012 年，“泊

里大集”入选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逛庙会享美食  2019 旺年汇
文/张文萱

Enjoy the Temple Fair and Delicacies at the 2019 Spring Festival Carnival

为进一步丰富市民春节文化生活，

推进金沙滩啤酒城常态化运营， 2月 5

日至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六），

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举办2019

春节旺年汇。庙会小吃、民俗表演、书

画展集中亮相，打造一场美食与民俗的

盛会，与市民游客共度新春佳节。

旺年汇活动位于金沙滩啤酒城啤酒

会展大篷 3 至 6 馆。布设了特色小吃、

庙会美食、民俗表演、书法美术摄影展、

图书大酬宾等区域，以民俗为主线，以

“旺年”为主题，极大的丰富市民文化

生活，提升节日内涵。

逛庙会享美食 传统年味浓
充满年味儿的特色民俗表演亮相旺

年汇，吸引观众无数。旺年汇现场，敲

大鼓、踩高跷、扭秧歌、舞中幡、舞

龙、舞狮子等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轮番

上演；现场还有小丑互动、“佩奇”陪

你过大年等活动。糖画、面塑、草编、

烙葫芦 4 项非遗项目也亮相展会，手工

艺人现场展示非遗魅力。

此外，旺年汇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

地特色小吃，让游客开启“赏味”之

旅。各式各样的糖球，红红火火，吉

祥如意点亮欢乐中国年；老北京的卤

煮、天津狗不理包子、台湾旋风薯塔、

哈尔滨烤肠、长沙豆腐等不同地域文

化的春节美食让人大饱口福；蒸花馍、

打年糕、炒栗子、炸酸奶、锅包肉、

烤鸭肠、土豆饼、玉米派、烤冷面、

冰糖雪梨、手工汤圆等上百种庙会美

食，在满足味蕾的同时，也复苏了温

暖的记忆。

看画展买图书 文化气息浓
值得一提的是，旺年汇期间，青岛

西海岸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还组织了

庆新春书法美术摄影展，艺术家们用饱

含浓郁情怀的笔墨，致敬新中国，讴歌

新时代；初一至初六，每天有 4 名艺术

家现场挥毫泼墨，书法、绘画，一幅幅

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的作品为新区人民

呈现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活动期间，新华书店还在现场举办

图书惠民展销活动，汇集少年儿童、文

学艺术、社会科学、时尚生活等 3000

余种精品图书，并全场 8 折优惠；同时

还有精品糕点、益智玩具，满足了游客

一站式休闲体验需求。

1 元 5D 观影 不一样的视听体验
旺年汇期间，金沙滩啤酒城 5D 动

感影院推出了“1 元 5D 观影”活动，

通过“青岛金沙滩啤酒城官方账号”或

“大麦网”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并支付

费用的观众，入场观看了《蛟龙入海》

《熊猫滚滚》等动感影片。

5D 电影是在 3D 立体效果的基础

上增加动感座椅，环境特效，5D 电影

院让观众从听觉、视觉、触觉等方面达

到最强大的逼真感，如同置身于影片中，

通过环境模拟实现风、雨、电、烟、雪

花、泡泡、火焰扫腿、捅背、震动、香

烟等环境效果，跟随着电影剧情的发展

变化可实时感受到置身“闪电、烟雾、

雪花”中，在“火焰”前有灼热感，海

浪扑身时会“湿”了衣裳。体验下坠、

震动、刮风、下雨、扫腿等全新的真切

感觉。

贴心服务送温暖 市民开心过大年
为期 6 天的 2019 春节旺年汇，每

天 9:30 至 16:30 举行。这场民俗文化

的盛会、“吃货”聚集的盛宴，完美

体现了“西海岸过大年，啤酒城来旺

年”，享美食、看表演，氤氲着浓浓的“年

味”。

为了让广大游客尽情享受旺年汇不

虚此行，黄发集团秉承惠民便民理念，

金沙滩啤酒城提供了近万个停车位全部

免收停车费；旺年汇活动场馆配备大功

率定制空调，让大家温暖游乐；园区安

保队伍全天候执勤，为市民营造一个安

全、放心的游玩环境。

大集好似一个社会 里面藏着多元的经济信号 蕴含着浓浓的文化味道
A fair is like a society where there are diverse economic signals and profound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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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猪”事顺意
All the Best in 2019 - the Year of the Pig

“年逢亥岁红运开，人遇贤君定发财。抬头见喜迎富贵，肥猪拱门送福来。满腹经纶题朱笔，进士及第

添光彩。”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动物，猪位列六畜之首，在家庭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家”字的宝盖头下

面是“豕”（猪的意思），可谓是“无猪不成家”。民间习俗也将“肥猪拱门”视为吉兆，俗语云：“猪入门，

百福臻”，肥猪俨然成为一个带来福气的使者，象征丰收与喜庆。一到春节，北方不少农村以“肥猪拱门”

的剪纸祈求丰年。

猪年说猪 , 别有一番情趣。

文/张文萱

十二生肖最末一位
在上古的时候，猪的文化意义根本

就不含任何贬义，相反，猪是衡量勇敢

的尺码。而人的素质，也以猪是为坐标

来衡定，如“敢”字，有徒手捉猪以示

勇敢之意，那么不能捉猪便为怯懦。家

猪看起来温顺老实，那是因为长期被人

类驯养，与大自然隔离而丧失了其本性

的原因；野猪性情凶暴，善于搏击，正

是基于这一特点，猪便含有“勇往直前”

的意思。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中，有许多

与动物有关的典故，其中十二生肖最为

引人注目，它已成为汉语特有的一种文

化内涵，讲述了数千年的数不清、道不

完的“生肖故事”。关于猪当上生肖，

民间有两个广为流传的“通用版”传说。

一种说法是猪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

生肖。天宫排生肖时，玉帝规定了必须

在某个时辰到达天宫，取首先到达的

12种动物为生肖，猪自知体笨行走慢，

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

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

天门，但排生肖的时辰已过，但猪苦苦

央求，其他六畜也为之求情，最后终于

感动了天神，把猪放进南天门，当上了

最后一名生肖。这样，马、牛、羊、鸡、

狗、猪“六畜”都成为人间的生肖。晚

上 21 时至 23 时 ( 即“亥”时 )，这时

候猪睡得最酣，发生的鼾声最洪亮，全

身肌肉抖动的最厉害，长肉最快，于是

亥时属猪。

另一版本则大相径庭。古时有个员

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只是膝下无

子。谁知年近花甲之时，却得了一子。

合家欢喜，亲朋共贺，员外更是大张宴

席，庆祝后继有人。宴庆之时，一位相

士来到孩子面前，见这孩子宽额大脸，

耳阔有轮，天庭饱满，又白又胖，便断

言这孩子必是大福大贵之人。这胖小子

福里生、福里长，自小只知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不习文武、修农事，只知花

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命相已定，福

贵无比，不必辛苦操劳。哪知长大成人

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田产典卖，

家仆四散。这胖小子仍然继续过着挥金

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饿死在房中。胖

小子死后阴魂不散，到阴曹地府向阎王

告状，说自己天生富贵这相，不能如此

惨淡而亡。阎王将这阴魂带到天上玉帝

面前，请玉帝公断，玉帝召来人间灶神，

问及这位一脸富贵相的人怎么会饿死房

中，灶神便将这胖小子不思学业、不务

农事、坐吃空山、挥霍荒淫的行为一一

禀告。玉帝一听大怒，令差官听旨，要

胖小子听候发落，玉帝道：“你命相虽

好，却懒惰成性，今罚你为猪，去吃粗

糠”。好巧不巧，这段时间恰逢天宫在

挑选生肖。这天宫差官把“吃粗糠”听

成了“当生肖”，当即把这胖小子带下

人间，从此，胖小子成为一头猪，既吃

粗糠，又当上了生肖。

名人与猪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
与猪有关的名人轶事有很多，而以

下几个故事讲来颇为有趣。

第一位名人要追溯到上古时期，他

是著名的舜帝。舜和猪的关系，主要是

因为《孟子 • 尽心上》里面有一句“舜

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

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

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

之能御也。”这个“豕”就是野猪。这

句话的意思就是当初舜帝居住在深山之

中，用树木和石块搭屋子，每天与鹿和

野猪之类的野兽为伍。但是孟子说舜和

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善于学习，有

上进心。其实孟子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是只要你知道要见贤思齐，提升自己的

修养和品行，那么无论你住在哪里，你

都能够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

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至于

舜是不是真的一天到晚跟野猪一起玩

震惊文化出品的“猪小屁”走红 图 / 震惊文化
“Zhu Xiao Pi (Piggy P)” created by Zhen Jing Wen Hua (Shocking Culture) becomes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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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这个倒不是很重要，这里面的猪是

用来说事儿的。

另一位是阳虎，他以季孙家臣之身，

毫无雄厚家底与政治背景，却能够跻身

鲁国卿大夫行列，从而指挥三桓，执政

鲁国，开鲁国“家臣执国政”的先河。

这位不折不扣的治国之奇才、丧国之诡

才，也是春秋历史上的大反派。春秋这

个时期被孔子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

以下犯上的例子层出不穷。周天子说话

不管用了，诸侯没人听他的。后来诸侯

在本国说话也开始不管用了，士大夫们

也开始自行其是。鲁国则走得更远，像

阳虎这样的家臣都开始做大，有自己的

势力了。当时阳虎的势力越来越大，他

想见见孔子，好好聊聊，请孔子出来当

个官。也不是为了真要用他，主要是当

时孔子已经名声在外，想要用孔子摆花

瓶。可是孔子总是躲着不见。阳虎也有

主意，他送给孔子一只烤乳猪，要是孔

子在家，可能就当场婉拒，可他就是找

孔子不在家的时候给他送去的。这也叫

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孔子最重

视这个“礼”，人家给来送好东西，就

必须要回拜，这样孔子就不能躲着阳虎。

然而，孔子也有招，他打听着阳虎不在

家的时候去，那意思就是我已经还礼了，

但是你不在家，所以没见面，我礼数尽

到了。没想到阳虎给孔子下了个套，他

在半路上等着孔子，最后还是被阳虎算

计了。阳虎还给孔子做了一番思想工作，

孔子居然就答应出来做官了。这里面的

猪虽然已经被做成盘中餐了，但也是非

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大名鼎鼎的鸿门宴上，也有与猪有

关的小插曲，那就是西汉开国名将樊哙。

他本身是杀狗的，跟猪关系不大，但是

在鸿门宴上，樊哙闯进来，他的一番慷

慨陈词得到项羽的赏识，于是请他喝酒

吃肉，“与生彘肩”，就是给了他一条

生猪腿。樊哙也没犹豫，没蘸酱油和芥

末，就把这条猪腿给省吃了。项羽对刘

邦的态度缓和，刘邦能够乘机逃跑，樊

哙功不可没。

还有一位与猪有关的人物，很美也

很悲惨，她就是刘邦曾经的宠妃戚夫人。

刘邦晚年很宠爱戚夫人，后者恃宠撺掇

让刘邦废了吕后生的太子刘盈，立她生

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刘邦也真动了心思，

但是包括张良在内的大部分朝臣反对，

张良还给吕后出主意，请出来不知真假

的商山四皓，这 4 位老爷子一直力挺太

子刘盈，刘邦没办法了。刘邦死后，吕

后掌权，戚夫人被罚做舂米的奴隶，其

子如意也被毒杀。吕后仍然觉得不解气，

于是干脆把戚夫人手脚都剁掉、挖眼、

熏耳、饮哑药，扔在猪圈里，把她做成

“人彘”（也就是人形猪的意思）。吕

后还让自己的儿子当时的汉惠帝刘盈参

观，她很得意，但她儿子心理没那么强

大，一下子病倒，年轻轻就归西去了。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赫赫声威的汉武

帝刘彻，小名叫“彘儿”，也就是小猪

的意思。生在帝王家，怎么起了这么俗

的一个名字？有人说这个猪其实是“龙”

的一种；还有人说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

差，就是皇上家生的孩子也经常夭折。

为了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刘彻的父亲

汉景帝刘启仿照民间给孩子取贱名好养

活的风俗，也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么一

个名字。

苏东坡和猪的连系，可能是最直观

的了，即使没吃过著名的东坡肉，但也

一定知道这道菜的来历。苏东坡的一生

不是很顺，但他很乐观，虽然时不时地

遭遇贬官，但是到哪儿都挺乐呵，还都

能发现乐子、发现好吃的。被贬到岭南，

当时还是不毛之地，他“日啖荔枝三百

颗”；他被贬到黄州，又发现当地的猪

肉价格很低，当地人都不怎么吃。他开

始琢磨这个，还写了一首浅显易懂的《猪

肉颂》：“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

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

自美。黃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

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

饮得自家君莫管。”倘若追本穷源，苏

轼的红烧肉最早在徐州的创制，在黄州

时得到进一步提高，继而在杭州时闻名

全国。

明武宗朱厚照曾在正德十四年（公

元 1519 年），下令禁止百姓养猪，史

称“禁猪令”。明武宗为什么要颁行“禁

猪令”呢 ? 表面上看，明武宗生于辛亥

年，生肖属猪，且“猪”与“朱”同音，

所有人都应该避讳。显然，明武宗已经

把养猪、杀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皇

帝的大逆不道行为。为此，明武宗还抛

出了“吃猪肉会生疮，会对健康不利”

的荒诞观点。还是明朝的事，如果皇帝

的名字跟动物谐音时，必须得避开。否

则过年时你说“杀猪了”那么就是说“杀

朱了”，在明朝，这就是要造反的节奏

了。所以在明朝，“猪”一般用“彘” 

“豕”等字眼代替。

世界九大名猪
猪是已知圈养动物中最聪明同时也

最爱干净的，甚至超过猫和狗。猪能保

持其睡窝床干洁，能在猪栏内远离窝床

的一个固定地点进行排粪尿。不幸的是，

由于没有汗腺，猪才会在泥浆中打滚以

便让身体保持凉爽，误给人一种脏兮兮

的印象。世界上的名马、名犬、名猫，

人们一定能说出几种。但对于“名猪”

未必知道一二。殊不知，世界的 9 大名

猪，其中 5个是中国特有品种。

伊比利亚黑猪生活在西班牙的丛林

地带或者原始森林当中，是一种纯天然

无公害的猪，饿了吃橡果、渴了会喝山

泉，由于其以橡果为食，因此用其肉做

成的火腿具有橡果的香气，其脂肪成分

为单一不饱和脂肪酸，与橄榄油类似，

因此被视为“行走的橄榄树”，具有极

高的营养价值。

可乐猪产自中国贵州省的威宁、赫

章等地，由于品种珍贵，因此又叫“乌

金猪”，具有悠久的养殖历史，由于其

抗病能力强、适宜放养，因此大多数可

乐猪属放养型猪种，真因为如此，可乐

猪长有结实的体魄、发达的后腿，肉质

优良，营养丰富，是腊肉、火腿的优质

原材料。

大白猪又叫“大约克夏猪”，原产

于英国，以饲料转化率高、屠宰率高、

适应力强而闻名于世界，是世界上最著

名、分布最广的瘦肉型猪种，现在在中

国的大白猪一般都是经过改良的，生长

周期短、产肉率高、好饲养等。

韩国有两个产猪的地区，一个是济

州岛，一个是智异山，而这其中又以济

州岛产的黑猪最好，由于是自由放养，

因此是一种无公害的猪，是当地的一种

特产，由于产量低，因此价格比较高，

即便如此到济州岛旅游的人们还是争先

恐后的去品尝这一猪肉。

藏香猪是一种优质的地方猪种，在

饲养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适应生长环境

和饲养方式，具有悠久的饲养历史，由

于属于放养猪型，加之以天然野生可食

性植物及果实为食，因此藏香猪有着极

高的营养价值，尤其猪皮更是有着极高

的价值。

绵羊猪原产于匈牙利和澳大利亚，

是一种古老物种，它们长得像绵羊，全

身覆盖着像羊毛一样的卷毛，它们的主

要特点是全身瘦肉少，脂肪比一般的猪

多一到两倍，烹调后入口即化，是做香

肠、火腿的首选材料。

太湖猪产自中国江淮地区太湖流

域，是世界上已知的产仔数最多的猪种，

它们体型中等，有着宽大的耳朵，全身

毛较稀疏，由于太湖猪出瘦肉率高，所

以一直是江淮地区的优势猪种。

金华猪又叫“金华两头乌”，是中

国著名的优势猪种之一，原产于浙江义

乌、金华、东阳等地，由于头部和臀部

为黑色，其余地方为黑色，因此得名“两

头乌”，由于其肉质鲜美、肉间脂肪含

量高，因此被用来腌制火腿，著名的金

华火腿原材料就是金华猪。

陆川猪是中国的八大名猪之一，有

着悠久的历史，因产于广西东南部的陆

川县而得名，陆川猪属于脂肪型种猪，

含有中性脂肪和胆固醇，除此之外陆川

猪的蛋白质含量极高，含有丰富的氨基

It is said in an ancient Chinese poem 
that the year of the pig will be a year 
of good luck, in which all people 

will be blessed, virtuous people will get 
rich, and learned people will make great 
achievements. It is full of fun to talk 
about pig in the year of the pig.

As the saying goes, pig will bring all 
good luck to you. It’s a popular belief 
that “a fat pig at the door” means the 
arrival of good fortune, and fat pig is 

a messenger of blessings, so pig is very 
popular among people as a symbol of 
harvest and happiness. Every Spring 
Festival, it is commonly seen in the 
rural areas of northern China that black 
calendered paper is cut for window 
decoration and posted symmetrically 
with the image of “a fat pig at the door” 
as a good omen or a symbol of hope for a 
bumper year.

酸，由于产仔率低，现在陆川猪的数量

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

新年主题的“猪小屁”喜气洋洋 图 / 震惊文化
New-year-themed “Zhu Xiao Pi (Piggy P)” is 
radiant with joy.

萌萌可爱的小猪佩奇 不仅小朋友喜欢 年轻人
也喜欢 图 / 网络

The cute Peppa Pig is popular with both 
kids and young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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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关于“归”的浓浓情意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is All about Returning Home

有人说：先是有家，后来有了远方；直至去远方，才有了乡愁。也有人说：人生是场旅行，家才是目的地。

无论缘由，你离家而行，一年终了，都是归家的日子。中国人嘴里说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正是体现着“过年”

和“回家”的紧密联系。所谓“春运”，“运”的是回乡的迫切心情，“运”的也是回归日常忙碌的信心与勇气，

正因如此，这个受人瞩目的“中国式大迁徙”在岁末年终泛起浓浓情意。

文/妙洋

“归”是故乡情
1 月 21 日，2019 年春运正式启幕：

40 天内，29.9 亿人次将踏上旅途，汇

聚成“流动的中国”。据了解，今年春

运客座总能力比去年增长 5% 以上，其

中高铁动车组增长 17% 以上；投入 81

万余辆营运客车、2100 多万个客位；

客运船舶运力达 2 万余艘，约 100 万个

客位；预计安排航空班次 53.2 万班，

比上年春运增长约 10%。随着“铁路空

水”更密切的合作、智能技术更广泛的

应用，今年春运注定暖洋洋……看铁路，

今年春运客座总能力比去年增长 5% 以

上，其中高铁动车组增长 17% 以上，

在重点方向和重要时段增开临客列车，

安排夜行的动车组100对以上；看道路，

春运投入 81 万余辆营运客车、2100 多

万个客位；看水运，春运客运船舶运力

达2万余艘，约100万个客位；看民航，

预计安排班次 53.2 万班，比上年春运

增长约 10%。

正所谓“归心似箭”，箭脱弦而出

的速度，大约在每秒 50 米，折合为时

速 180 公里，在今天中国的高铁中，复

兴号时速 350 公里，和谐号 300 公里，

已远远超过了箭的速度。这也意味着，

现代中国的春运中，人们以更快地速度

奔赴家的方向。离家的游子怀揣着小小

的车票，提着厚重的行李，等候检票、

上车、启程，只待踏上故土的那一刻，

卸下这一年的疲惫。在青岛火车站宽敞

的候车大厅里，即将启程的人们或喜悦，

或焦虑，或期待，或疲倦……在那一张

张写满不同情绪的脸上，我们看到的是

两个相同的字——回家。

家在河南的王潇潇是青岛大学大三

的学生，整年的假期她都在打工中度过，

而过年，是她久违的归乡。“总算要回

家了，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学校学习

就是兼职打工，也是忙忙碌碌的。最想

念妈妈做的饭，这个假期要回家和他们

好好团圆一下。”一说起高铁和动车的

提速是否对她回家有影响时，她感慨道：

“影响太大了。过去回家做普通列车，

大概 12 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家，而现在

坐高铁，差不多5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了，

速度大大提升了。”

铁路网从疏到密，让春运的速度越

来越快，旅途更舒适也更顺畅。实际上，

到 2018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1 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 2.9 万公

里以上。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从“最

北一横”到“沿海大通道”，在祖国广

袤的大地上，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八

纵八横”铁路网骨架更加清晰。日益完

善的路网结构，为春运期间人们出行提

供了有效运能支撑，完成了从“走得了”

刚性需求到“走得好”品质追求的转变。

不仅如此，过去春运抢票的大排

长龙现象已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微信购票、刷脸进站、高铁 WiFi、

互联网订餐、常旅客服务、高铁快运

专列……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运用，

让春运出行变得更加“智慧”。今年

铁路部门还试点上线“候补购票”功

能，“抢票难”得到缓解。方便快捷

的服务模式提升着旅客的幸福指数，

温暖着他们归家的旅途。积极改善候

车、乘降条件，补强车站照明、广播、

引导设施和安全标识，加大设备设施

维护保养力度，更新卧具备品，努力

补强服务短板，大力实施客运提质计

划……铁路服务越来越精细，各项服

务日趋完善，也更加人性化，让春运

朝着温馨、有序的方向不断前行。

距离再远，跋涉再艰难，都挡不住

回家的脚步。车少、路堵、人挤……这

些曾经长期困扰春运的难题正在纾缓、

破解，选择日益多元，出行更加便利，

体验越发舒适。年复一年的春运，见证

了人们出行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变化，见

证了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史诗般变迁。

春运 是一种归乡的情怀 图 / 吕建军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is all about the desire for returning home.

火红的福字为忙着归家的人们带去温暖 图 / 吕建军
The ery-red character “Fu” (means good luck in Chinese) brings warmth to people return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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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anuary 21, the 2019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known as the 
Chunyun, kicked off: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is expected to reach 2.99 
billion within 40 days, with the scene of 
a “flowing China”. It is known that the 
total passenger transport capacity in this 
year’s travel peak will be increased by 
over 5% compared to last year, and that 
of the high speed rail will be increased 
by more than 17%; over 810,000 buses 

with more than 21 million seats will 
be provided; about 20,000 passenger 
ships with about 1 million seats will be 
available; it is estimated that 532,000 
flights will be arranged, increased by 
about 10%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With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ail, air 
and water transport” as well as wider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e Chunyun this year will definitely be 
full of warmth...

鹏程与远方，使人心雀跃，然唯有回家，

方使人平静。

“归”是动容和期盼
有一种爱，叫作打开年后的行李

箱……家是离别的起点，家是启航的开

始。当我们化身候鸟，在家与工作岗位、

学校之间往返时，返程的行李箱总是比

回家时更沉。行李箱里携带着父母的切

切爱意，这样沉甸甸的“行囊”，带着

家乡的烟火气和泥土气，谈不上有多么

名贵，却引发我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

振。怀着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

们又一次重新出发。满满的后备箱，承

载着父母对子女沉甸甸的爱与关心。透

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和认

识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的关系。

春节让一家人实现了短暂的团聚，

心疼、体谅子女在外打拼的无奈与艰辛，

许多父母都会做好各种各样的家常美食

来犒劳孩子们；在子女返程之际，也会

提前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特产”塞满他

们的行李箱。伴随着商品的极大丰富和

网购的方便快捷，这些家乡土特产其实

在全国各地都不难买到，父母也并非不

懂得这个道理。为何他们还是要把孩子

的行囊塞得满满当当？说到底，这就是

一种无声的情感表达：无论走出多远，

家，永远是你们可以停靠的港湾。

人类学家阎云翔曾说，在中国特有

的人格建构模式里，父母对子女的关爱

既是一种情感义务，也是一种道德责任。

父母与子女作为一个利益相关、情感相

系的共同体，不因物理距离的拉大而变

质；山水阻隔，却阻挡不住父母对子女

的牵挂。大城市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也拥有更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更激烈的

竞争、更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在一个变

动不居的时代里，依然有一些东西未曾

改变。不论是“母亲千里送药”，还是

“父母扫雪送行”，亦或“父亲翻山越

岭送猪肉”，得到父母体恤与关怀的子

女们都是幸福的，同时也要懂得回馈、

善于分享。

每到过完年，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视

频、新闻都阐述着“家”对于远行人们

的留恋与不舍。留守儿童跟着父母远行

的车奔跑的身影重复一遍又一遍，他们

的不舍与无助全部在脸上，在泪痕间，

这让很多网友感到揪心。归家时，人们

的内心是渴望和快乐的，而重新回到工

作中，又是一种不舍与无奈的情愫，却

也是对未来生活的全新挑战。很多时候

归乡的游子也希望多停留片刻，但真实

的生活让人们不得不砥砺前行。“归”

的情绪有很多，而在这里，有的是为父

母、子女的动容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真正领悟了“家”的价值，我们才

能走遍天下，心怀故土。塞满后备箱的

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乡愁和亲情，这样

的“天下父母心”，怎能不让人动容，

不舍与悲伤，让每个留守儿童在父母离

乡时，让他们哭红了眼，难耐生活的必

须有这样的“故事情节”，而这种分离

也意味着下次更好的团圆。

全球瞩目的“春运”
来来往往，“春运大军”奔波在路

上，而外媒也关注到了这场正在中国上

演的“全球最大年度人口迁徙”。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 月 22 日发

表了题为“全球最大年度人口‘迁徙’

正在中国上演”的文章。文章称，作为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中国一年

一度的春运已经正式启动，而且今年的

春运规模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据预计，

今年 1 月 21 日至 3 月 1 日春运期间，

将会迎来接近 30 亿人次的客流。

CNN 援引中国交通部近期公布的

数据来佐证其所谓“世界最大规模人

口流动”：春运期间将有 29.9 亿人次

出行，与 2018 年相比增长了 0.6%。其

中，公路运输量将达到 24.6 亿人次，

铁路运输量将达 4.13 亿人次比去年增

长 8.3%，而空运量则为 7300 万人次。

文章称，在任何其他国家，如此大的客

流量都会让当地的基础设施陷入瘫痪。

不过，中国跟任何其它国家都不一样，

中国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来应对这些人

流。

日本共同社 21 日在题为《中国，

春节回乡高峰开始，30 亿人大移动》

的报道中写道，中国的春节假期从 2 月

5 日开始，但从 1 月 21 日起，中国人

的回乡高峰就开始了。共同社称，中国

政府预计，截至 3 月 1 日，今年春运期

间将有 29.9 亿人次的旅客乘坐汽车、

铁路、飞机等方式出行 ( 含往返 )，同

比增长 0.6%。

除了共同社外，日本两大通信社的

另一家——日本时事通信社则注意到了

中国春运期间别具特色的铁路警察。时

事社在 1 月 22 日报道称，中国广东省

深圳市的铁道警察们在春运高峰前，启

用了搭载人工智能 (AI) 的巡逻机器人

“坦克”和“战狼”。此外，韩联社 1

月 22 日的报道以“中国 40 天春运预计

移动人次达 30 亿”为题称，预计中国

春运期间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29.9 亿人

次，其中 24.6 亿人次将通过公交、汽

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韩联社援引中国媒

体的报道说，仅北京预计就有 4306 万

人将返乡。

在特殊的时间，这场同时象征“团

圆”和“分别”的春运，充盈着人们生活，

也是这种特别和情愫让全球瞩目。春

运，是一场向着团圆的抵达，也是一

次面对未来的出发。春运的“幸福密码”

是人们奔向理想生活的坚持，和始终

对于“家”的渴望。春运，关于“归”

的浓浓情意，是人们每年都说不完的

话题。

热闹的气氛充斥着每个候车厅 图 / 王云胜
Every waiting hall is bustling.

在各方的努力下 春运时期的青岛已变得井然有序 图 / 吕建军
With the effort of many parties, everything has been in good order in Qingdao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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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青岛的红色基因（一）
文/史文   图 /杜永健

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
1919 年 5 月 4 日，伟大的五四运

动爆发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积极投身于

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站在

了斗争的前列。他们在斗争中相识，一

起领导学生宣传演讲、罢课游行，一起

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一起接受共产

主义思想，成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重要领

袖。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成为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1920年4月，

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研

究中国建党问题。1920 年 8 月，中国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建立；10 月，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建

立。11 月，王尽美联络邓恩铭等人发

起成立“励新学会”，为济南共产主义

小组的建立在组织上、干部上准备了条

件。1921 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在

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

他们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

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

合。同年7月 23日，毛泽东、董必武、

王尽美、邓恩铭等 12 名青年，代表全

国50多名党员，从五湖四海共赴上海，

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共一大

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

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王尽美、邓恩

铭回到山东，在党中央派来的代表的指

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

党员有 10 余人，王尽美任书记。1922

年 7 月，王尽美、邓恩铭等赴上海出席

了中共二大。二大后，中共中央特派陈

为人到济南，指导党的工作。8 月，在

中共济南独立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

在山东的第一个支部——中共济南地方

支部，王尽美任书记，成员有邓恩铭等

9 人。邓恩铭对青岛有着较多的了解，

1923 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

青岛开展工人运动，筹建党团组织工作。

中共青岛组成立
邓恩铭来青岛后，暂时寄居在青岛

公立职业学校校长王静一处。他先与早

在胶澳商埠办公署工程课任职的共产党

人王象午一起，研究了如何开展工作，

并决定首先采用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

义。10 月，经王静一介绍，邓恩铭谋

得《胶澳日报》副刊编辑之职。他利用

职务之便，创办了《胶澳副刊》，并以

这块文艺舆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无产阶

级国家等。这是青岛报刊上第一次公开

介绍马克思主义。

邓恩铭与王象午分别在公立职业学

校、电话局、四方机厂、海港码头等处，

联络了 10 余名进步分子。在与进步师

生、工人的交往中，他们常以赠送或推

荐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唯物史

观解说》等进步书刊和组织谈话会等方

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理论。

1923 年 1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巡视员王振翼、中共济南地委书

记王尽美先后来青岛指导建团工作，经

与进步分子谈话考察后，决定先发展胶

澳商埠电话局职员和胶澳商埠公立职业

学校学生等 10 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

员。11 月 18 日，在胶澳商埠办公署工

程课召开了团员大会，成立了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隶属团中央直接

领导。邓恩铭任书记，下辖3个团小组，

团员 12 人——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个

团支部。

在创建青年团青岛支部的同时，邓

恩铭等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积极筹建中共青岛地方组

织。

1924 年 1月 1日，在《胶澳日报》

新年增刊上，邓恩铭发表了《今日的感

想》。这篇仅有千余字的文章，短小精悍，

鞭辟入里，狠狠抨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勾

结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指出

中国要和平统一与独立，非走劳农俄国

的道路不可。邓恩铭在深入调查了解工

人群众的劳动状况的基础上，写成《青

岛劳动概况》一文，发表在同年 6 月出

版的《十日》旬刊上。文章以大量事实

说明青岛工人的悲惨遭遇，并指出是万

恶的资本家的压迫剥削造成了工人的贫

困。同时，总结了当时工人罢工斗争的

经验教训，以通俗亲切的言语告诫工人，

Red Tourism in Qingdao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 12 名党的创始人中，

有两名来自济南，一个是王尽美，另一个是邓恩铭。他们还与青岛建党、建团，有着深厚的渊源。

青岛市市北区海岸路 18 号，是中共青岛地方支部旧址，也是青岛红色基因开始的地方——这处

建造于 1904 年砖木结构的房屋，有着红色清水砖墙，原本是四方机厂职员宿舍，直到 1923 年 8 月

中共青岛组成立才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寻找青岛红色基因的第一站，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青岛党史馆内景 图 / 杜永健
Interior scene of the CPC Qingdao History Memorial.

海鸥飞处琴屿隆冬 图 / 矫证本
Seagulls y on the Qin Island in the cold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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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与资本家抗

争。邓恩铭还先后在胶澳日报社、启新

书社、青岛书店设立了 3 个代销处，为

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办的上海书店及民

智书局、泰东书店和中华书局，代销进

步书刊。其中有《向导》《中国青年》

《唯物史观解说》《共产党宣言》《资

本论入门》《共产主义初步》以及《三

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宣言》等。

1924 年 5 月之前，邓恩铭、王尽

美介绍延伯真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在青

岛地方上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同年夏，

邓恩铭在四方海岸路 18 号，四方机厂

职工宿舍王象午的住处，召开党员会议，

成立了中共青岛组，邓恩铭担任组长，

党员有王象午、延伯真等。青岛组由中

共中央委任中共济南地方委员会就近指

挥。中共青岛组成立后，进行了多项革

命活动。

发展扩大党团组织
青岛团的组织发展较快，而且非常

活跃。团员的分布面也渐次扩大，除公

立职业学校、电话局外，在四方机厂、

内外棉纱厂、印刷厂、商店、小学等单

位中都有团的组织或团员在活动。1924

年 5 月，在职业学校上学的崂山王哥

庄人李因信（林礼周）加入青年团。10

月 26 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

行委员会（简称“地委”）成立，由秘

书部委员、组织部委员、宣传部委员、

农工部委员、学运部委员及 3 名候补委

员组成，李因信任组织部委员，下辖 4

个团支部。至 11 月，已有团员 22 人，

不久又发展到 32 人，其中四方机厂工

人团员 12 人。1925 年 3 月 1 日， 团

青岛地委召开团员大会，邓恩铭到会作

了国内外政治形势报告和党团工作总

结，孙秀峰传达了青年团“三大”精神

及决议案。根据团“三大”决议，将“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

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岛

地方执行委员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共

青团青岛地委，孙秀峰任书记，李因信

负责组织，傅书堂负责工人运动，赵鲁

班负责妇女运动，梁德元负责学生运动。

青岛党的组织也有了相当发展，党

员人数有所增加。1925 年 2 月，根据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的

党章规定，中共青岛组改为中共青岛支

部，隶属山东地委领导，由邓恩铭任书

记，王象午任组织委员，延伯真任宣传

委员。同月，李因信加入共产党。在胶

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前后，在

四方机厂发展了纪子瑞、傅书堂等七八

个人为党员。至3月底，党员已有24人，

其中正式党员 11 人。这一年，在青岛

市内做工谋生的崂山籍人王星五（浮山

后村人）、李西山（毕家村人）、王云

九（王家泊子村人）等，在党组织的教

育引导下，积极参加罢工运动和其他革

命活动，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

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先后被吸收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他们入党后，除在市内参

加党的活动外，也在崂山家乡宣传革命

道理，扩大党的影响。

领导、推动青岛工人运动
中共在青岛开展工人运动，是从四

方机厂开始的。四方机厂是青岛最大的

铁路工厂，1923 年 1 月成立了行会性

质的工人团体圣诞会。1923 年 6 月，

中共党员王荷波（化名满玉钢）奉派来

到青岛，争取圣诞会加入了由京汉、粤

汉、津浦、正太、道清 5 条铁路的工会

联合组成的五路联合会，帮助其从旧式

的行会向新式的工会转变。是年秋邓恩

铭来到青岛后，与圣诞会会长郭恒祥等

人建立了联系。在邓恩铭、王尽美等人

的帮助教育下，郭恒祥等人的觉悟不断

提高，诚心地接受了党的领导。圣诞会

成为共产党在青岛培育起来的第一个工

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四方机厂圣诞

会，为保障工人人格，为工人谋利益，

带领工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并获得全部

或大部分的胜利。其中最大的一次罢工

斗争，发生在 1923 年 8 月，为抗议工

厂当局无理开除工人，圣诞会发动全

厂总罢工，郭恒祥并率领 1200 余人到

铁路局请愿，迫使工厂当局接受了工人

的要求。1924 年 2 月，郭恒祥出席了

在北京秘密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会代表会

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全国铁路总

工会，郭恒祥被推选为“铁总”副委员

长。中共青岛组成立后，圣诞会除接受

“铁总”领导外，还接受中共青岛组的

领导。

中共青岛组织建立后，根据党的“二

大”关于工人运动的方针，将有限的人

力全部投入到铁路、五金和纺织工人比

较集中的四方地区开展工作。在四方地

区秘密地开办了一处工人学习班，吸收

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学习。除派专人授课

外，还发动大家订阅《向导》周刊和其

他进步书刊作为学习材料。邓恩铭等共

产党人脱下长衫深入到工人中去访贫问

苦，和他们谈心交朋友，为他们排忧解

难，启迪他们的觉悟。一大批骨干很快

成长起来，如四方机厂的郭恒祥、纪子

瑞、傅书堂、丁子明、伦克忠、于维功，

大康纱厂的司铭章、苏美一、李敬泉，

以及内外棉的阎思栋、水道局的李德根、

张洪礼等一大批在以后的工人运动中十

分活跃的人物，都是这个学习班的成员，

而且都很快参加了共产党或共青团。

在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以及四方机

厂工人斗争鼓舞、带动下，青岛的工人

运动风起云涌，在“二七惨案”后全国

工运低潮中异军突起，推动了新的高潮

的到来。

各厂工人纷纷起来组织工会，开展

斗争。至 1925 年初，先后成立了工党

同盟会、妇女进德会、印刷工人联合会、

胶济路总工会，日商 6 大纱厂亦在秘密

串联发展会员，筹备成立工会。码头、

水道局等工厂企业工人以及小大车伕、

人力车伕等也有人在发起酝酿成立团体

或组织工会。

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此起彼伏，日

渐高涨起来。1924 年 1 月，码头工人

为反对港政局裁减工人，举行了罢工，

取得部分胜利；9 月，日商钟渊纱厂

5000 余人举行罢工，提出恢复被开除

工人的工作，增加工资，保护妇女、童

工利益等 9项条件，迫使日本厂主接受

了部分条件；12 月，电话局女司机生

在共青团员赵鲁玉的发动下，先后两次

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取得了胜利。

这些斗争锻炼了骨干，树立了榜样。另

外，水道局工人反对任用工贼，卫生局

工人反对压薪，人力车伕反对加捐，大

车伕要求取消漏捐、月捐，小大车伕反

对车圈加宽、减少载重量等等斗争先后

而起。特别是 1925 年 2 月爆发的四方

机厂工人大罢工和同年 4月至 7月日商

6 大纱厂的 3 次同盟大罢工，掀起了青

岛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标志着青岛

工人阶级以战斗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

1925 年初，胶济铁路发生了浙江

派和山东地方势力派之间的内讧，由此

引发了 2 月 8 日全线罢工停运。中共青

岛组织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四方机厂工

人举行大罢工，提出恢复被开除的郭恒

祥等 4 人的工作、承认工人有自己的工

会、增加工资等 5 项条件。全厂大罢工

从 2 月 8 日开始，经过反复斗争，到第

9天，铁路局才被迫同意了大部分条件。

在复工前，8 月 18 日全厂工人举行了

庆祝大会，公开宣布厂工会正式成立。

这次大罢工，是中共青岛组织发动并领

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在斗争中，党

组织利用敌人矛盾、把握有利时机、正

确运用斗争策略，最终取得重大胜利。

它像一声春雷，在全市各行各业中引起

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在中共青岛组织

的不断发动下，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市

几十家工厂企业的数万名工人，纷纷成

立起工会组织。这次大罢工，也为青岛

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日商 6 大纱

厂 3次同盟大罢工，拉开了帷幕。

自 1916 年到 1923 年，日本资本家

在青岛先后开办了大康、内外棉、隆兴、

钟渊、富士、宝来等 6 大纱厂（前三者

长沙路小学生在青岛党史馆举行入队仪式 图 / 杜永健
Students of Changsha Road Primary School held a young pioneers joining ceremony in the CPC Qingdao History 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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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方，后三者在沧口）。日本资本家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野蛮的人身压迫，激

起中国工人的愤怒和反抗，曾多次自发

地奋起斗争。四方机厂 2 月罢工的胜

利，直接鼓舞了日商纱厂的工人，他们

听说四方机厂的工会为工人争到很多权

益后，都盼望本厂也能成立工会。中共

青岛组织在领导四方机厂罢工胜利后，

立即调集力量去纱厂开展工作。首先将

一部分纱厂工人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办的

夜校学习，启迪他们的觉悟，然后让他

们回到厂里发动工人。至 3 月下旬，各

厂秘密组织的工会已初具规模，其中大

康纱厂已有八九百名工人参加了工会。

日本资本家坚决不准工人成立工会，并

开除了工会骨干分子，因此酿成日商纱

厂同盟大罢工。在中共青岛组织的直接

领导下，并得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

少奇的指导，大罢工进行了 3 次（1925

年 4 月、5 月、7 月），主要是大康、

内外棉、隆兴 3 厂，高峰时包括日商 6

大纱厂与铃木丝厂等全部纺织业，罢工

工人达 1.8 万多人，断续近 3 个月。这

是青岛工运史上规模空前最为壮烈的一

次斗争。日本资本家使尽拖骗伎俩，最

后由日本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军阀张宗

昌、温树德，于 5 月 29 日凌晨，调集

了2000多名军警，对四方大康、内外棉、

隆兴的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打

死 8 人，重伤十几人，轻伤无数，逮捕

75 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 • 二九

惨案”（又称“青岛惨案”）。随后又

有数百人被通缉，3000 余人被开除。5

月 30日，上海也发生了“五卅惨案”，

与“青岛惨案”合称“青沪惨案”。

“五 • 二九惨案”发生后，青岛市

内、山东省内乃至国内各界人民以及国

外友人纷纷通电，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

暴行，声援被害烈士和受伤失业工人。

上海、济南、北京等地人民一方面发动

募捐，救济难胞，一方面声讨日本帝国

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6 月 5 日，

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

国工人们！农民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

们起来，起来！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

义！?”共产国际也于6月7日发表《关

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

劳动人民书》，愤怒地斥责日本帝国主

义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岛工人是“卑鄙的

残暴行为”，号召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全

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很快，一场

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

国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

General  Secre tary  X i  J inp ing 
emphasized that like Yan’an Spirit, 
Jinggangshan Spirit and Xibaipo 

Spirit, Yimeng Spirit is also a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PC and the 
nation, which should be carried forward 
in line with the conditions in the new 
era. Red genes should be passed down. 
The Chinese nation has gone through 
endless difficulties and created numerous 
miracles in its development - from 
standing up for itself, to enriching itself, 
to getting stronger. The later generations 
should bear that in mind, stay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never get lost.

Qingdao, located in the east coast of 
Shandong Province, is also a red land.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1923,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1st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cluding 
Deng Enming and Wang Jinmei have come 
here to disseminate Marxism and spread 
seeds of revolution.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In many districts of 
Qingdao including Shinan, Shibei, Pingdu, 
Laixi, Jimo, West Coast and Chengyang, 
revolutionary pioneers composed epic 
red chapters after a long bitter struggle. 
Starting from the CPC Qingdao History 
Memorial, let’s recall the red memory, 
follow the red footprints, tell red stories, 
learn about red spirit, inherit red genes, 
and forever hold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of the red blood.

青岛党史馆外景 图 / 杜永健
Exterior scene of the CPC Qingdao History 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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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it to Laoshan Folk Customs Museum

博物馆有时光机
崂山民俗文化村地处崂山脚下，坐

落在沙子口百雀林生态观光园内。这里

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自2010年开始，

这里的负责人田清来用 8 年时间，耗资

近 2000 万元，将这里打造成以传统民

俗文化为主题的休闲、旅游、度假为一

体的民俗村，并被青岛市文联授予“青

岛市特色文艺示范基地”，被崂山文化

新闻出版局、崂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而崂山民俗博物馆便设立于此。

据田清来介绍，崂山民俗博物馆分

5 个展厅，分别展示不同的民俗文化，

一厅室内陈列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品

上百件；二厅是崂山传统农家大院场景

展示；三厅展示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风

格的年画；四厅为手工艺体验厅，在这

里，参观者可以体验、学习传统手工艺

的制作，如学剪纸、捏面人、做布艺，

拓年画。书画、烙画、木刻、结艺、糖

画，吹糖人、陶艺等数十种手艺，是人

文/魏浩浩  

人们爱崂山，说它青山俊秀，景色秀丽。夏日崂山，郁郁葱葱，潺潺流水处处留情；冬日崂山，巍峨峰峭，

冰雪掩不住细流潺动。人们爱崂山，爱它的山色，爱它的空气，爱它甘甜的崂山水。依山而建的崂山民俗博物

馆更将这绝美山色与民俗相连，打造了一处拥有浓郁民俗气息和非遗文化氛围的“世外桃源”，这让人不禁想

起《归园田居》中的诗句：“……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博物馆的别样形式，让每个参观者欣喜不已。走进山中，品百态人生，享民俗味道。

们了解、学习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第二

课堂；五厅为崂山农家三合院老院实景

展示，就地取材，多用石头，得益于崂

山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开山采石的独

特技艺，正屋 3 间，厢房 2 间，四周围

以院墙，形成有纵深感的独立空间。

来到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但 ,

十分亲近都市，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老

器具吸引很多人驻足观赏，也让这里成

为了一个“时光机”，带着人们穿越时

光，回到过去。老式录音机、钟表、证

件、电视机……不怕暴露年龄的人们纷

纷讲着自己和这些老物件之间曾经的故

事。“这几年，我为了收集藏品，平日

里车上都带着扫帚，经常在垃圾堆里翻

宝贝，看到村里人扔进沟里的石碾盘，

我就找人托运回来。”田清来表示。在

他的努力下，前来参观的人见到了久违

的老物件，看到了丰富又带着年代感的

老器具，旧电器、农村生产用具、婆婆

乐等众多藏品，令人应接不暇。

除了展厅内的部分，这里还有民俗

山中趣味，乐享民俗
——探访崂山民俗博物馆

在崂山民俗博物馆内 参观者可以体验 学习传
统手工艺的制作 如剪纸 捏面人 做布艺 拓年画等
数十种手艺 图 / 杜永健

In Laoshan Folk Customs Museum, visitors 
can experience and learn to make dozens of 
traditional handcrafts such as paper cutting, 
dough gurine, fabric art, New Year painting, 
etc.

崂山脚下的博物馆 更加融合了自然的元素
The museum at the foot of Laoshan Mountain integrates natur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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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民俗文化村是以传统民俗文化

为主题，集传统文化，民俗风情，乡情

古韵的好地方，那崂山民俗博物馆更是

一处拥有民宅古居、天然景色且有着“时

光机”效应的博物馆，浓郁的民间工艺

的风采，让人在游玩中体验传统民俗文

化的魅力。

接地气儿的博物馆
退休前，田清来作为青岛民俗博物

馆馆长与民俗文化相依相伴了近 10 年

的时光，退休后的他，作为青岛民俗学

会的会长，想为民俗文化再做点事，正

是来看望自己姐姐、姐夫的机会，让他

钟情于崂山脚下的这块地方。

“我姐姐和姐夫在这里居住了 20

多年，我经常来看望他们，对这里十分

中意。退休后，我一直想打造一处与民

大院、民俗小院、崂山大炕、粮仓房、

独立的院落等供人参观游览住宿。其中，

崂山农家三合院老院是田清来特意打造

的一处民俗院落，走进院内，老一辈古

朴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3 间正屋内，

有着过去特有的大炕，天花板贴着过去

人们常用的花纸，4 个角分别贴上了蝙

蝠等寓意“吉祥有福”的剪纸图样，可

谓是真正还原了过去农家院落的模样。

对此，田清来说道：“我觉得民俗的东

西不能拘泥于展厅内的展品，更应该有

一个自然环境，我们复原老屋老院，打

造一处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地方，增加

人们的体验与认知，你看这的老屋、老

门、老窗，亦或是农具、犁轴，整个参

观的过程透着乡村的气息。而老屋的构

造我们也是完全按照过去的规矩模样来

还原建造的，风格突出，使人印象深刻。”

俗文化相关的博物馆，通过我的经验，

把自己多年收藏的老物件和民俗相整

合，我始终认为，民俗文化和博物馆的

展品不同，不能单纯的在室内和柜台当

中做展示，更重要的事要有自然环境与

氛围想配合，最终，我选择将博物馆设

立在自然山脉当中。”田清来如是说。

说打造博物馆，一建就是 8 年，过

程中有困难、有阻碍，但却从未动摇过

田清来的信念。“想做事，就用心去做，

不断坚持，终有一天能成功，也能让别

人认可你的付出。”正是这样的劲头让

他持续不断地发挥着自己的想法。整个

民俗村的建造过程都是按照田清来的规

划和想法进行建造的，而博物馆的内容

填充也根据他的计划一步步实施，他理

想中“接地气儿”的博物馆也逐步变成

了现实。

Culture
Meet Me at the Museum

“无论是民俗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播在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国家的大力倡导、政府不断推进的

前提下，媒体的曝光度逐步提升，我们

民俗文化需要的就是接地气儿，因为它

们大多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这

种接地气儿，更应让人们在游玩中感受

民俗文化的特色和情怀，衣、食、住、

行能都在这个我们博物馆里得到体验，

特别是孩子，来到这里能够猜灯谜、学

剪纸，看看民俗老物件，了解它们的传

说和历史渊源，增长见识的同时，也获

取到乐趣。”田清来表示。

现如今，每次有参观的人前来，田

清来都会亲自做讲解，对于这项工作他

更是乐此不疲。“对于民俗文化，我们

不仅要给孩子们讲，更要给大人们讲，

给更多的家长补上这一课。而面对孩子，

我有一套讲解方法，由浅入深，让他们

听得进去、也听得明白，而面对成年人，

又是另一套讲法，让他们回忆过去的同

时了解民俗文化。”来博物馆参观体验，

市民王先生感慨颇深：“我刚才自己动

手拓年画，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个体验

很难得，正好过年图个喜庆”。“这里

的手工体验十分有趣，很多都是从来没

看过的，我比较喜欢面人和剪纸，觉得

很有意思。另外还看到很多以前爸爸妈

妈小时候用过的东西，觉得很神奇。”

学生王淼感慨道。

风光秀美的崂山脚下，民俗风味浓

郁的民俗博物馆，更成为了很多美术生

写生的好地方。“每年 9 月，学美术的

学生都会来我这里写生，他们画老物件、

画老院落。我今年也打算做一个项目，

主题为‘童眼看民俗，巧手绘民意’，

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后面还会细

化活动的内容，通过参观学习和参与活

动，在了解、接触非物质文化的同时，

也发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现如今，做出名气的崂山民俗博物

火红的纸张在剪纸手艺人手中很快变成各种花样的剪纸作品 图 / 杜永健
The ery-red paper in the hand of the paper-cutting artist soon becomes various paper-cutting works.

每个面人作品都栩栩如生 图 / 杜永健
All of the dough gurine woks are lively and vivid.

孩子们在博物馆里进行民俗文化的体验
Children experience the folk culture in th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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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shan Folk Customs Museum 
has 5 exhibition halls showing 
di f ferent  fo lk  culture .  Hal l  1 

displays hundre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hibits; Hall 2 presents the 
scene of traditional Laoshan farmyard; 
Hall 3 shows various styles of New 
Year paintings collected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Hall 4 is a handcrafts 
e x p e r i e n c e  h a l l  w h e r e  y o u  c a n 

experience and learn about dozens of 
traditional handcrafts such as paper 
cutting, dough figurine, fabric art, New 
Year painting,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yrograph, woodcut, Chinese knotting, 
sugar painting, sugar-figure blowing, 
ceramics and so on. It is the best second 
classroom for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and inherit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cultures. Hall 5 

displays the scene of traditional rural 
courtyard in Laoshan. The courtyard 
is mainly built of stones which are 
obtained locally, thanks to the special 
quarrying skill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consists of 3 
main rooms and 2 wing rooms built and 
enclosed by walls in four directions, 
creating an independent space that 
gives a sense of depth.

馆，吸引很多人将家里有一些老物件送

到这里，博物馆不仅能帮他们好好保存，

还能加以展示。“我做这个民俗博物馆，

不拘泥于博物馆这一种形式，除了老物

件，未来我还想展示崂山的传说故事、

民俗风情、海洋文化等等，在我们文化

长廊的区域将这个内容进行展示，不断

的完善展览展示的内容。”除此之外，

田清来还特别提到非遗文化项目。“传

统文化当中，有一小部分是非遗项目，

其中包含无形技艺的传承、民间手工艺、

传统美术类等等，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

东西有了保护意识，对于非遗文化也逐

步进行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怎样

去做还有待更多活跃在传统文化的有志

之士共同推进，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接

地气。现在，我很欣慰的一点是，我现

在建的非遗展厅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关

注，这让我感觉很有意义。”

无论是用心探寻，还是意外发现，

这山中的趣味确实令人欣喜不已，在充

斥浓郁年味的岁末年初，崂山民俗博物

馆的探访之旅总让人印象深刻。在过程

中，我们了解了这里从无到有的过程，

也可期待未来的民俗博物馆能够更加丰

富和充盈，为更多的人带去有趣且意义

非凡的体验过程。乐享民俗，从你走进

崂山民俗博物馆开始。

（本文部分图片由崂山民俗博物馆提供）

极具特色的粮仓房 图 / 杜永健
The granary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老屋老院彰显着浓郁的原生态气息 图 / 杜永健
The old house and yard manifest the strong original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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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ce, the Picturesque Field
梯田，人与自然的最美结合

图、文/李刚

雾锁梯田田锁雾，乳白色的雾像素纱在梯田中缠绕着、飘动着，如梦似画。

梯田让青山幻化成另一种形态，像跌落人间的宝镜，细碎却层层镶嵌成流畅的图面，倒

映着天，组成一幅壮丽的山水。

李刚，曾用名李绪刚，退休干部，1941 年 8 月生于日照市。曾任

中共胶州市委副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业余爱好书法、

绘画和摄影，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其作品偶有在报刊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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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时的梯田、小雨时的梯田、傍晚时的梯田，各有各的美。山雾的

缭绕，清风的徐缓，细雨的氤氲，各有各的妙。当然，劳作的人是其中最

生动的。

重重叠叠的山，高高低低的田，飘飘渺渺的雾，叮叮咚咚的泉……只有身临

其境，才能感知大自然的神奇与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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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锅千味，你独爱哪一种

Among Numerous Dishes with Diverse Flavors,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文/韩海燕

在每一个炎夏或寒冬，火锅，总是

用其温暖精神安抚人们的胃肠，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奋斗和顽强，绵延不绝的雾

气混合着鲜香，惊艳了几千年的时光。

这种传统国粹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极大地满足着我

们的口腹之欲，足见火锅在中华美食文

化史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火锅，古称“古董羹”，因投料入

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而得名。它是

中国独创的美食，历史悠久。关于火锅

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在中国

三国时期或魏文帝时代，此时的“铜鼎”，

就是火锅的前身；另一种说是火锅始于

东汉，出土文物中的“斗”就是指火锅。

可见火锅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据考证，解放后出土的东汉文物“镬

斗”，即为火锅。唐朝白居易的《问刘

十九》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惟妙惟

肖地描述了当时吃火锅的情景。到宋朝，

火锅的吃法在民间已常见，南宋林洪的

《山家清供》食谱中，便有其同友人吃

火锅的介绍。元朝，火锅流传到蒙古一

带，用来煮牛羊肉。至清朝，火锅不仅

在民间盛行，而且成了一道著名的“宫

廷菜”，清宫御膳食谱上有“野味火锅”，

用料是山雉等野味。相传，乾隆皇帝可

谓吃火锅成瘾，他曾多次游江南，每到

一地，都备有火锅。并于嘉庆元年正月

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

1550 多个，应邀品尝者达 5000 余人，

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除此

之外，1338 年，火锅还从中国传入了

日本。日本称火锅为“寿喜烧”又称“锄

烧”。如今，火锅更是美国、法国、英

国等国家餐桌上的美食。

火锅的发展亦如同餐饮史的发展是

渐进式的，完全是依据当时的器皿，社

会的需求与原物料的发现引进，并加以

变化的。辣椒在未进入中国时，怎么会

有辣的调味出现呢 ?三国时代，魏文帝

所提到的“五熟釜”，就是分有几格的

锅，可以同时煮各种不同的食物，和现

今的“鸳鸯锅”，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

处。到了南北朝，“铜鼎”是最普遍的

器皿，也就是现今的火锅。演变至唐朝，

火锅又称为“暖锅”。

火锅以方便快捷的大众化特色被消

费者接受和喜爱，尤其适应北方地区寒

冷干燥的天气，而且火锅种类的经营方

西点烘焙，咖啡冷饮，中餐小吃，精品西餐，花式调酒……

似乎，我们总在为吃什么而苦恼，总在为难以掌握每个人的口味而烦恼。

这时候，一顿火锅，绝对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温暖你的心。

在每一个炎夏或寒冬 火锅 总是用其温暖精神安抚人们的胃肠 . 图 / 王莹
In every hot summer or cold winter, hot pot can always comfort people with warmth. 

一口小锅足以包罗万象 图 / 王莹
A small pot is big enough to contain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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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d goods, coffee, cold drinks, 
Chinese food, Chinese dainty 
snacks, fine western food, fancy 

mixed drinks...
It seems that we are always troubled by 

what to eat and how to satisfy everyone’s 
palate.

At this time, a hotpot can solve all your 
problems and warm your heart.

During every hot summer and cold 
winter, hot pot always comforts people’s 

stomachs with its warm spirit. It has 
inherited the striving spirit and tenac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ts endless steam 
mixed with the fresh aroma. Having 
lasted thousands of years, this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inues to display new vigor 
and dynamism, innovat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atisfy our appetites greatly. 
It’s obvious that the position of hotpot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cuisine is 
unshakable.

式也不断创新，有以“麻、辣、烫”著

称的重庆火锅是南派火锅，以涮羊肉为

主要代表的北派火锅和新派火锅。又到

了吃火锅的季节，走在青岛的大街上，

每走几步进入眼前的就是一家家风格不

同、口味多样的火锅店，川式、粤式、

台式、泰式……只要你能想得到的，几

乎统统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不得不说，一口小锅足以包罗万象。

北派火锅，口味清淡却让人流
连忘返

要说北派火锅的特色是什么？口味

清淡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哪些火锅是

北派火锅呢？地道的北派火锅包括老北

京涮锅、内蒙肥羊火锅、东北白肉火锅、

山东肥牛火锅、羊蝎子火锅……种类繁

多、口味上乘、涮料丰富，北派火锅的

优点可谓是数不尽。

例如，老北京的火锅，其实就是老

北京铜锅涮羊肉，是地道的老北京吃

法。传统的老北京涮羊肉必须使用铜

锅作为器具，羊肉新鲜，吃起来口感

比较香醇，没有任何的膻味，涮羊肉

的汤底很清淡，一般就是清水，放上

葱姜。如今的涮羊肉为了迎合更多人

的口味，味道更加丰富，大骨高汤、

油辣红汤等等，不仅北方人喜欢，南

方人也喜欢吃。内蒙肥羊火锅，历史

悠久，主要是吃内蒙涮羊肉的，选用

大尾绵羊的外脊和后腿，品质很好。

内蒙古的牛羊肉火锅可以说是很多人

都没办法拒绝的美味。将牛羊肉放进

火锅里面涮一涮就可以吃了，用麻酱、

腐乳、葱花、虾油等作为蘸料，配上

新鲜可口的嫩肉片，没有任何的膻味，

香而不腻。东北白肉火锅，在东北，

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吃这道菜，东北白

肉火锅是地道的北方菜肴，也是一种

特色的北派火锅。东北白肉火锅用海

鲜高汤作为锅底，涮肉选择的一般是

猪肉片，然后加上粉丝、酸菜、配菜

等等，用酱油、蒜泥调味，这种火锅制

作简单，一锅炖的方式。此外，吃白肉

火锅可以配上蟹肉、血汤、蔬菜等等，

味道咸鲜，口味绝佳。山东肥牛火锅，

这绝对是一种很火的美食。肥牛火锅以

肥牛为主料，牛肉采用的是最天然的牛

肉，肉质比较嫩，入口爽滑，除了牛肉，

还有羊肉、菌菇、海鲜、蔬菜等食材。

肥牛火锅一般用的是单人单锅，把肥牛

直接放进小火锅里面涮，蘸上蘸料一起

吃，山东肥牛火锅是比较健康的一种火

锅，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肥牛火锅之

一。羊蝎子火锅，被称为最养生的一

种火锅，也属于北派火锅之一。羊蝎

子是什么呢？其实羊蝎子就是羊大梁，

因为它的外形和蝎子有一点像，所以称

为“羊蝎子”。羊蝎子火锅一般都是清

汤的，因其形状酷似蝎子，所以被称为

“羊蝎子”。羊蝎子是很健康的食物，

可以降低人体胆固醇，并且味道鲜美，

滋阴补肾，非常适合冬天吃。羊汤火锅，

是北方很有名的一种美食，羊汤火锅也

是很有特色的一款。羊汤火锅采用的是

新鲜羊肉，配上辣椒油，胡椒面等配料，

羊汤火锅锅底呈现乳白色，汤汁浓香，

没有膻味，羊肉肥而不腻，这种火锅和

其他火锅不同，具有健胃益气，温中祛

寒的效果。

此外，北派火锅的种类还有很多种，

每一种都是地道的北方风味。

南派火锅，川香麻辣直抵味蕾
火锅的江湖可谓是精彩纷呈，除了

口味清淡的北派火锅，在江湖上占有一

席之地的南派火锅也是不得不提的，不

管是麻辣的川味火锅还是养生的潮汕火

锅，都会让火锅控们无比兴奋。

作为中国最主流的火锅派系，全国

六成以上的火锅商户都被川系火锅霸

占。尤其是重庆的九宫格火锅，九宫

民族，他们赋予了云贵地区别样的魅力，

也成就了这里独特的饮食文化。说起贵

州的火锅，凯里酸汤鱼不得不提。苗家

的酸汤鱼火锅受四川火锅的启发，再一

次升华了贵州名菜酸汤鱼，配一碗喷香

的米饭，可谓是酸香沁人，好吃到停不

下来。南方人素爱吃菌菇类食物，所以，

来云南不吃菌菇就太遗憾了。作为素食

火锅的代表，菌菇火锅营养价值高，十

分养生。除此之外，腊排骨火锅、黑山

羊火锅也值得一试。

广东一以贯之的包容与传承，造就

了“烩不厌细，食不厌精”的饮食文化。

广东地区口味清淡，对火锅有着不同

的理解。考究的潮汕牛肉火锅，锅底

采用牛骨熬制的高汤，食材选用当天

宰杀的新鲜牛肉，分别涮牛肉的各个

部位，再配以沙茶酱，去领略食物的

本味。诞生于顺德的粥底火锅，以其

奇思妙想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粥底也叫香拌粥，取香米腌制后放到

大瓦煲里煮，单是这锅底就已经让人

欲罢不能，何况再将海鲜、肉丸等精

制的涮料下锅呢。

当然，还有很多火锅并没有形成派

系，不过魅力却不容小觑，青藏民族特

色的牦牛肉火锅、清热解毒功效的湖北

野味火锅等，所以，有人说，和冬天最

般配的是什么，当然是火锅了。

格巧妙地进行了分区，不仅能区分食

材，方便捞菜，还有助于分别利用不

同区域的油温，锅底老派醇厚，麻得

勾魂动魄，辣得荡气回肠。四川的串

串香火锅，绝对是四川最接地气的代

表性食物，不仅是四川地区的特色传

统小吃之一，也是草根美食最大众化

的体现，串串香实际上是火锅的另一

种形式，所以人们又往往称其为小火

锅。“串串香”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

是一种以竹签串上各种菜，将其放进

滚烫的火锅中涮着吃的小吃。串串香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鲜明的特色遍布于

全国众多城市，“麻辣烫”亦是其变

体，可以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串串

香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串串

香已成为四川味道的代表之一。平易

近人的价格，数不胜数的食材选择，

你能想到的食物，都能成为令人回味

无穷的串串。说过了麻烦的川渝火锅，

就要来说说对于许多人而言比较陌生

的菊花火锅，但它却是苏杭一带的名

吃。干白菊独特的滋味芬芳扑鼻而来，

仿佛置身于江浙环境清幽的亭台楼阁

之中。虽然火锅并不是江浙菜的招牌，

但是徽州的一品锅、上海的什锦暖锅，

同样能在阴冷的冬日里为老饕们暖心

暖胃。

云贵高原中聚居着五花八门的少数

火锅 绵延不绝的雾气里混合着鲜香 惊艳了几千年的时光 图 / 况欣
Hot pot, with its endless vapor and strong aroma, has been popular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