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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FOCUS

幸福青岛的 “含金量”

奔向国际化，青岛将添新“翼”

鸥翔蓝天下，人悦图画中 

幸福感，看得见的温暖 

交通，一座幸福城市的标注点 

万紫千红描绘青岛名片 

文明青岛，将城市幸福翻倍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中共青岛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举行

海洋活力区，青岛“未来之城” 

青岛西海岸：载入中国电影史 

奉献于人，服务于心 

海湾风采 ELEGANT APPEARANCE OF THE BAY 

海湾化学，开启的一条绿色化工之路 

港航之声 VOICE OF PORT AND SHIPPING INDUSTRY 

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谱写青岛港航新篇章，开启港口发展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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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青岛的 “含金量”

幸福是一种感受，感受是一种个人主观体验，正如有的
人喜欢春， 有的人喜欢夏，或秋，或冬。四季都有它的美好
之处，而美好的事物是 大家共同的喜好，比如清新的空气、
和熙的阳光、生态宜居的环境、舒 适的住宅、文明的社会风气、
有序的社会秩序 ...... 诸如这样美好的客观 事物，最容易引
发群体幸福感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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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活力区，青岛“未来之城”

日前，总投资 1000 亿元的青岛海洋活力区在青
岛西海岸新区开工奠基。该项目由青岛西海岸新区
联手融创中国开发建设，其中首开区投资 1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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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VISION

“网红青岛”养成记

悦读 READING

与好运相约

青岛影人  QINGDAO PHOTOGRAPHERS

城市·光与影  

看台 INTERVIEW

探访东方影都：大片孵化器

即墨古城：一座古城孕育的千年故事 

相遇博物馆  MEET ME AT THE MUSEUM

穿越百年光影的奇妙旅程 

时尚   FASHION

食界  FOOD PARADISE 

一碗面里的大千世界 

悠游 TOURISM

邮轮旅游，从青岛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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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百年光影的奇妙旅程

从无声黑白到流光溢彩，从过去的“胶片时代”到如
今的“数字化时代”，电影的诞生和发展为全人类打 开
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人们在光影间感知世界，利用巨像
的画面表达情感，哪怕是电影的细微处也在抒发情怀。 
电影是一门绝妙的艺术，它历经百年，魅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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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 ight h70 城市·光与影

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
城市的光与影有着魔力，激发出摄影者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 当

光漫过城市，留下影影绰绰，那是刹那的光阴。 

Qingdao as an internet celebrity

58
“网红青岛”养成记

时代赋予人们丰富多彩的生
活，科技给予人们惊人的传播力
量，是现代高效让“网红”成为了
一种身份、 一份职业、一种时
尚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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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想透、说清、

干实。“想透”，就是要把理论问题想透，

把握规律性；把政策问题想透，把握稳

妥性；把别人的经验教训想透，把握借

鉴性；把自己的实际想透，把握针对性。

“说清”，就是要学会用简洁的语言把

干什么、为什么、怎么干表达清楚，让

人一听就懂，一听就通，统一思想、统

一方向、统一步伐、凝聚力量。“干实”，

就是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制和

奖惩措施，干出实绩，务求实效。

会议强调，想透、说清、干实，关

键在人。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进入战斗

状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增强干事

本领，组织一场又一场战役，发起一个

又一个攻势，炸掉一个又一个碉堡，拿

下一个又一个山头。全市各级党组织要

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正

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

当、年轻化、专业化、开放型的高素质

干部队伍。办好青岛的事， 根本的要

靠党的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加

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用党建统领各项

工作，把握好“自身硬”和“打铁”的

关系，用“打铁”的成效为标准来检验“自

身硬”，在工作上找问题，在党建上找

原因，加强党建的问题导向。坚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深化拓展“莱西经验”的

指示精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

各级党组织锻造成为组织群众、发动群

众、凝聚群众的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全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关

于开展“工作落实年”的决策部署，聚

焦高质量完成各项经济指标、扎实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坚定不移抓好

“双招双引”、加快建设海洋强市、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军民融合创

新示范区加快发展创新发展、坚定不移

打造开放发展桥头堡、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新突破、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扎实扩大有效投资、做大做强民

营经济、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落实民生

重点工作、着力提升干部队伍高素质专

业化水平等工作重点，以钉钉子精神狠

抓落实，推动力量下沉，整治文山会海，

实施精准督考，强化正向激励，提升能

力素质，打通影响落实的“ 后一公里”，

营造大抓落实的良好环境，真正昂起青

岛这个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

因李兴伟、郑德雁、鞠传进同志工

作变动，已调离青岛，全会决定批准其

辞去十二届青岛市委委员职务。

全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

决定递补十二届候补市委委员王辉、王

伦世、梁建英同志为十二届市委委员。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快把青岛建设

成为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

都市，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 青岛日报 2月 21日讯 )

中共青岛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举行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lfth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Held

中国共产党青岛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9 年 2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青岛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青岛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1日

在青岛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54人，

候补市委委员 7人。市纪委常委、市监

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

也列席会议。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清宪作了讲话。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听取和讨论了王清宪

同志受市委常委会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青岛市委关于贯彻落

实省委开展“工作落实年”部署的实施

方案》。

全会充分肯定了市委常委会的工

作。一致认为，去年以来，市委常委会

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服务保

障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为契机，凝心聚力、

开拓进取、苦干实干，新旧动能转换、

科技创新、经略海洋、深化改革、开放

发展、乡村振兴、三大攻坚战等工作成

效显著，民主法治建设、宣传思想文化、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稳步提升，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

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高

度重视、寄予厚望，对青岛工作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省委书记刘家义同志在

省两会参加青岛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围绕贯彻落实总书记对青岛提出的“深

化拓展‘莱西经验’”“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更加注重经略海洋”“推

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能要带血的

GDP”“扎实抓好干部队伍建设”等重

要指示精神，对青岛提出了进一步明确

要求。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

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刘家义书记参加青

岛代表团审议时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

思想、凝心聚力，把握大势、融入大局，

明确目标、吹响号角，发起攻势、紧抓

快干，用干净和担当诠释忠诚，用行动

和成效践行“两个维护”，推动青岛各

项事业走在前列，加快建设开放、现代、

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

会议强调，刘家义书记在全省“担

当作为、狠抓落实”工作动员大会上，

系统阐述了五个方面二十多种抓落实的

方式方法。我们要按照刘家义书记的要

求，在操作层面上下功夫，抓好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各项任务。全市各项工

作，要分成两条线抓落实。第一条线是

“精兵强将攻山头”，就是聚焦城市发

展的重点、难点、痛点、堵点，制定作

战图、施工表，组织“爆破手”“小

分队”“尖刀班”，精兵强将，强力突破，

发起海洋攻势、“双招双引”攻势、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攻势、军民融合发展攻

势、乡村振兴攻势、突破平度莱西攻势、

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建设攻势、

“高端制造业 +人工智能”攻势、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攻势、壮大民营经济攻势、

科技引领城建设攻势、城市品质改善提

升攻势、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高效青

岛建设攻势、“平安青岛”建设攻势等，

奋力趟出一条路子来。第二条线是“典

型引路稳阵地”，就是贯彻中央提出的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于常规性、持

续性工作，每条战线、每个方面都研究

好如何“稳”、如何“进”，通过推出

一批又一批、一类又一类典型，示范引

领、面上推广，以点带面、促进全局。

会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我们

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更大功夫，把科

学思想方法学到手。刘家义书记在省委

十一届八次全会上，从九个方面专题论

述了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我们要深刻学习领

会，提升思想方法、改造工作方法。各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lfth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was held in Qingdao on 

February 21, 2019.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 ics for a New Era,  the 
work report given by Comrade Wang 
Qingxian on behalf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was listened and discussed, 
and the  Working P lan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s Deployment of 
“Task-fulfilling Year” was deliberated and 

adopted.
A t  t h e  p l e n a r y  s e s s i o n ,  i t  w a s 

emphasized that Part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and Party members and 
officials in the city shall closely unite 
arou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and work 
hard and act courageously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so as to realize 
great development in every aspects, 
speed up the building of Qingdao into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fashionabl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ith brilliant achievements!

俯瞰浮山湾区 图 / 董天顺
Top View of  Fushan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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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青岛的

“含金量”

文/何笙 图 /大流士

幸福是一种感受，感受是一种个人主观体验，正如有的人喜欢春，

有的人喜欢夏，或秋，或冬。四季都有它的美好之处，而美好的事物是

大家共同的喜好，比如清新的空气、和熙的阳光、生态宜居的环境、舒

适的住宅、文明的社会风气、有序的社会秩序……诸如这样美好的客观

事物，最容易引发群体幸福感的产生。

值得庆幸的是，青岛是一座幸福的城市，有着美好的自然环境和人

文氛围，青岛人的幸福感强烈，与美好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

生活中有着不同的小确幸，一朵花开，足以欣喜满怀；生活中更有

着值得纪念的“大确幸”，这是一种含金量十足的城市之光，洒在每个

人身上，灿烂而温暖。迎着光，在追梦的道路上向前奔跑吧，幸福青岛，

未来会更加美好……

Thankfully, Qingdao is a wonderful city with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good humanistic atmosphere. The well-being of 
Qingdao people is bound up with the wonderful living environment.

There are many tender moments in life; a blooming flower can even make 
one exhilarated;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memorable “great happiness” in life, 
which are like a kind of valuable city light sprinkling over everyone, brilliant 
and warm. Run against the light along the dream-chasing journey! Happy 
Qingdao will be better in the future.

Value of happy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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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国际化，青岛将添新“翼”

New wings propel Qingdao towards deeper 
internationalization

春风初起，乍暖还寒。枝头冒出了嫩绿的柳芽，海边泛起了轻盈的浪花，青岛的又一个春天来了。

还记得2018年的春天，我们正满怀喜悦地迎接着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召开。黄浦江的风掠过这颗“黄

海明珠”时近 1年，经过峰会洗礼的青岛，向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四季有轮回，追梦青岛又一春。万物复苏的春天，一个崭新的起点，一个孕育了无限可能的季节。接下来，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上合组织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日韩进口商品博览会等一系列国际化会议

将接踵而来，青岛将再次吸引世人的目光。9 月，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将转场运营，青岛国际化的舞台将变得更

大，东西方经贸往来频繁，国际化人才汇聚于此……春天里的青岛，给人以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人勤春来早，不负追梦人。青岛的前海又白帆点点，遥望大海，我们似乎正处在远航巨轮的船头，乘风

破浪……

文/何笙

也一定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和便

捷。青岛人热情友好，有着良好的人

文环境，同时，青岛口岸过境免签时间

延长，由原来过境免签 72 小时延长至

144 小时；免签入境活动范围广，一般

72 小时、144 小时过境免签入境外国人

活动范围仅限于入境口岸所在城市，而

通过青岛机场或海港免签入境的外国

人，活动范围是整个山东省行政区域内。

这项政策也是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

流合作和便利人员往来的重要举措。

如果要给青岛的国际化捋一个脉

络，2012 年可以算是一个重要年份。

那一年，青岛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

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

标。2015 年，青岛成立了国际城市战略

推进委员会，市委书记和市长共同出任

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委员会主任。

自此，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成为青岛全

市各级各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的要求。从

2016年开始，青岛制订了第一个双年“国

际化 +”行动计划（2016/2017 年），

行动计划涉及 100 项具体工作，涵盖了

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 2017 年年底，青岛市对各单位

推进落实 2016/2017 年行动计划中的

100 项工作任务进行了考核评议打分，

并对考核结果进行了通报。2018 年 3

月 9日，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委员

会正式印发了《青岛市推进“国际化+”

行动计划（2018/2019 年）》（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这是在顺利完成国

际城市战略第一个双年“国际化 +”行

动计划（2016/2017 年）的基础上编制

印发的第二轮双年行动计划。《行动计

划》是青岛市建设国际城市的具体抓手，

涉及各个部门的工作，以国际化视野制

定出台的具体行动方案。自青岛市开展

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工作以来，国际城市

国际化，青岛人在不懈努力
青岛，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

是她怀抱里的一个孩子，她看着我们慢

慢地长大、成人；而她，也像我们身边

的一个小姑娘、小伙子，变得一天比一

天美丽大方、孔武有力。

我们和青岛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这

几年，我们目睹了青岛成熟的魅力，直

观感受到了她的国际化：在海水浴场，

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另一边，

“脸基尼”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登上众

多国际时尚类杂志，受到国际的瞩目；

再如青啤博物馆等旅游景点，以及海尔、

海信等工业园区展厅，外国游客也是人

头攒动，他们在追寻青岛国际化的基因，

探寻这座城市在 120 多年历史中迅速崛

起的密码；在奥帆中心，国际会议中心

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海鸥，目视着大海

的方向，目标是无限的大海……

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国际化的青岛

青岛越来越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范儿 图 / 吕建军
Qingdao gradually become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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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推进工作组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

验，推动青岛国际城市战略各项工作取

得了积极进展。

2018年 7月 27日，青岛市发布《青

岛市推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国际化

+”行动计划对标案例指导手册 (2018-

2019)》( 以下简称《指导手册》)，《指

导手册》对《行动计划》中涉及需对标

的国内外先进城市条目的典型案例进行

了汇编，共收集对标案例 132 宗，每一

宗案例都与《行动计划》中涉及对标的

部分相对应，旨在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

经验，摸索青岛建设国际海洋名城的标

准和路径。《指导手册》的内容划分为

创新建设国际海洋名城；推进企业国际

化，着力构建对外开放新优势；推进市

场国际化，着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进产业国际化，着力发展动能转换新

业态；推进园区国际化，着力打造开放

青岛新高地；推进城市国际化，着力塑

造文明青岛新形象和加快推进“美丽青

岛”行动，努力把青岛建设得更加独具

魅力七个部分。

国际化，目标越来越清晰
国际化是一种感受，氛围感受得到，

青岛的努力也看得到。通过数字，国际

化的形象也会更清晰。

几年来，青岛国际化战略推进的效

果是显而易见的。2016 年，青岛 GDP

突破万亿大关，成为山东首个、中国北

方第 3 个“万亿之城”。2017 年，青

岛乘势而上，GDP 突破 1.1 万亿元。

这是量的突破，更是质的升华，是青岛

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2018 年，捷报再次传来，青岛市实现

生产总值 12001.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增长 7.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86.9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

值 4850.6 亿元，增长 7.3%；第三产业

增加值 6764.0 亿元，增长 7.7%。

经济水平，是一座城市的硬实力。

近年来，一系列国际活动的举办，使得

青岛的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2008 年，

青岛成功举办奥帆赛。2014 年成功举

办世园会，同年，青岛还举办了APEC

第二次高官会。2016 年，青岛成功举办

C20 会议。2018 年，举世瞩目的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是青岛与世界的美丽

相遇。峰会在新起点上发出了中国方案

的《青岛宣言》，也向世界展示了新时

代中国的美丽青岛形象。在未来的“一

带一路”规划与建设中，青岛被寄予众

望。同时，也使青岛近几年的发展和实

力获得国家认可。

作为中国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国

际知名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青岛借助上合峰

会的影响力，加快了迈向国际大都市的

脚步。近年来，青岛制造业加快转型升

级，扎牢实体经济根基，扎实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结构更趋合理，

内生活力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

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一大批“国

字号”试点、试验、示范项目纷纷落户

青岛，包括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城

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军民融合创新示

范区、国家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促

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城市、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

心城市、国家城乡居民增收综合配套政

策试点、全国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区、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高

速列车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等。这些项

目不仅给青岛带来了“金字招牌”的荣

耀、政策惠顾的优势和经济转型升级的

动力，更显示出青岛积极承担国家层面

先行先试创新使命的实力与担当，给城

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和强大后

劲。

新机场，国际化征程添新“翼”
机场，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来说，

重要性不言而喻。航空运输是全球 重

要的产业之一，而航空业的发展及其技

术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也是现代社

会进步的重要内容。正是航空运输业，

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范围的运输网络，使

全球范围的商务和旅行成为可能。

机场对于城市的意义已经不单单是

为城市提供一种更快速便捷的交通方

式，以枢纽机场撬动片区发展，已成为

未来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办公物业、

零售商业、娱乐设施等综合性功能充分

结合，被战略性地分布在机场周边，由

航空后勤不断衍生和丰富的功能创造了

一个新的城市形态——“机场城市”，

而非仅仅是“城市机场”。

目前，青岛正在使用的机场是流亭

机场。从国内机场现状来看，4F 级机

场是机场等级中 高的机场，可以起落

各种大型飞机。而大型客机的客运量更

大，航程更远，也就意味着机场的航线

辐射力越强。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7

座 4F 级机场，除了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外，它们去年的客运吞吐量，全都跃居

前列。而略显尴尬的是，青岛流亭机场

未进入“17 强”，这也与青岛的国际化

步伐不相谐。

可喜的是，定位于“国内一流、世

界先进的区域枢纽机场”的青岛胶东国

际机场，今年9月将进行转场运营。目前，

机场建设已进入“决战期”，与机场相

关的配套设施建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未来，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将成为面

向日韩地区的门户机场和重要的综合交

通枢纽。不仅如此，新机场的运行还将

带动附近高端服务业、高科技制造业等

产业发展和居民就业，促进新旧动能转

换和高质量发展，为青岛打造“一带一

路”枢纽城市提供重要平台和有力的战

略支撑。

在今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了新开辟 2 条洲际航线，国际航线

达到 80 条以上，今年 4 月，济南机场

计划开通济南到赫尔辛基的直飞洲际

航线，而另一条洲际航线是青岛机场

的，青岛直飞巴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为 高等级 4F 的国际机场。目前新机

场航站楼结构性施工基本完成，楼内精

装、安装已经过半，行李系统安装达到

90%；信息中心完成内部验收，正式用

电已经接入，相关设施设备开始全面调

试；站前高架完成主体结构浇筑，全场

东西主干道路贯通。新机场通航后将实

现空铁无缝对接，新机场目标是打造成

为东北亚区域枢纽机场，在亚洲要 PK

日本、韩国的机场，成为亚洲一个重要

的换乘中心。

据了解，依托发达的地面交通网络

和空中航线，青岛新机场被列为全国五

大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示范工程之一，是

山东省惟一进入国家综合交通枢纽重大

建设示范工程的项目。届时将成为内联

全国，外接全球的世界级中转枢纽和国

际门户。

可以预见，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的开

通，将给青岛的国际化进程插上更加有

力的翅膀，成为青岛经济发展的更坚实

的支撑。

引人才，“国际大脑”聚青岛
国际化的进程中，离不开高层次人

才的智力支持，包括海外人才。随着青

岛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形象的不断

提升，外籍人才对青岛也情有独钟。在

去年发布的“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

中 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中，青

岛位列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合肥，

这也是青岛连续 7年上榜。第四名的排

位也是青岛取得 高成绩之一。“中国

城市榜”是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组织的、

国内惟一一个完全由外籍人才参与评

选，由诺贝尔奖得主、政府“友谊奖”

及“千人计划”外国专家等组成的评委

团队评出的引才引智“中国城市榜”，

国内外关注度高，被喻为“城市国际化

的风向标”。这次，上海、北京、合肥、

青岛、深圳、杭州、苏州、成都、南京

和广州位列前十。

青岛之所以能够连续多年获得外籍

专家人才的“点赞”，主要得益于青岛

近年来深入实施人才强市和人才优先

发展战略，人才创业创新政策环境和

服务水平均实现了新突破。青岛市在全

国率先实施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青岛

是全国率先开展“两证合一”试点工作

的城市之一。青岛取消了原有的“外国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建设已进入“决战期” ( 图片提供 /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提供 )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dao Jiao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s entered into the n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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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国专家来华工

作许可”窗口，设立“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窗口，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9200 余人次。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

强外籍雇员聘用管理工作的意见，出台

外籍海外高层次人才一次性奖励管理

办法，对聘用期内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外

籍人才，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奖励。出

台引进海外人才中介机构奖励办法，对

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中介机构、个人，给

予 高 30 万元的引才“红娘”奖励。

出台顶尖人才认定和奖励资助实施细

则，对新当选和全职引进的顶尖人才奖

励 500 万元，对顶尖人才及团队给予

高 1 亿元项目资助，政策出台后，先后

引进了“石墨烯之父”、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安德烈海姆，俄罗斯院士葛林

娜，德国院士维特曼等世界知名外籍专

家和国际顶尖外籍人才团队。 为了吸

引人才，青岛市成功争取国家级引智示

范区在青岛落户，成为中国北方城市首

个国家级引智示范城区。

今年 1月，青岛市又印发《青岛市

国内引才引智工作站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引才引智积极

性，加大“双招双引”工作力度，进一

步发挥人才对新旧动能转换的支撑引领

作用，以“国内引才引智工作站”为

依托，探索建立“多渠道、常态化”

引才工作机制。

为推动青岛市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

动能转换，不断引导创新要素向青岛集

聚，青岛市每年组织开展“百所高校千

名博士青岛行”活动，并连续多年举办

“蓝洽会”，搭建国际人才项目对接洽

谈平台，在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中形成较

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多年入选国家“海

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先后建成

高层次人才创业中心、博士创业园、院

士创业创新园等多层次、宽领域的创业

孵化载体，其中，在青岛国际院士港建

立全国首家海外院士工作站，在青岛国

家留学创业园建立山东省首家留学报国

基地。

近年来，青岛的留学回国人员已累

计达到 1.3 万余人左右，每年在青工作

的外籍人士达到 1.5 万余人，居全省首

位。其中，106 名院士、115 名“泰山学

者”专家等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组成的高

层次人才方阵，正在成为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者”和“特种兵”，为青岛市建

设宜居幸福创新型国际城市贡献着智慧

和力量。

如果说新机场等一系列城市的设施

建设是硬件，那么高层次人才就是城市

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软件，软硬结合，才

会更好地促进青岛的国际化，让青岛以

更加靓丽的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跻身

国际化大都市行列。

As season changes,  Qingdao’s 
dream-chasing journey also ushers 
in a new spring. Spring is the 

season when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life, which signifies a brand new start and 
gives birth to infinite possibilities. Next,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Investment and Trade Expo of 
SCO Countries, Japan-ROK Imports Expo 
and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ill come one after another. Qingdao 
will once again attract the eyes of the 
world. In September, Qingdao Jiao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ll start transfer 
operation, and Qingdao will have a bigger 

international stage with the East-West 
trade booming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s 
swarming in. Qingdao in this spring will 
offer people more expectations.

I f  the  new a i rpor t  and a  ser ies 
o f  o ther  urban  fac i l i t i e s  a re  the 
hardware,  then high- level  ta lents 
are  necessary sof tware for  urban 
deve lopment .  Only  the  hardware 
is integrated with the software will 
Qingdao’s  internat ional izat ion be 
better promoted, so that Qingdao will 
stand on the world stage with a more 
brilliant image, and become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es.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 图片提供 / 青岛港集团
The automated terminal of Qingdao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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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翔蓝天下，人悦图画中
Build an "Ecological Qingdao" and create a more livable environment

早春的栈桥，成了游人聚集之地，不仅是游客，众多市民也来到这里，带着面包碎片来喂海鸥。“栈桥赏鸥”，

成了青岛冬春季节里的一道靓丽风景。这一幕面画，也是青岛人爱护环境，珍视生态的生动写照。

“建设生态青岛”，青岛不仅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口号，重要的是，把它变成了一种自觉。候鸟来到青岛，

有志愿们投食守护；为了让河水清澈，一名名“河长”尽职尽责，杜绝污染;甚至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会污染环境，

青岛人也自发呼吁减少燃放……

“我是青岛人”，青岛人在外地经常这样自我介绍。外地人听得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自豪感，最主

要的是对青岛优美环境的自豪。这种自豪感，更促进了大家守护共同家园的责任感，增强了建设“生态青岛”

的使命感。

文/何笙

黑水鸡、红嘴鸥等十几个品种的越冬候

鸟数千只。

令人感动的是，城阳区野生动植物

保护协会在对域内湿地候鸟越冬情况展

开调查后，在志愿者微信群中发出《保

护湿地生物多样性，为越冬候鸟投食》

倡议书。仅用 1 天时间，200 多位志愿

者众筹善款 2.3 万余元，为湿地鸟类备

好了救济粮。

青岛城阳区地处胶州湾北岸中心

区，域内有白沙河、墨水河、虹江河、

祥茂河、桃源河等重要湿地生态系统，

为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和空

气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生态改善，青

岛市现有鸟类已近 400 种。

河长制湖长制，只为更好水质
青岛建立河长制、湖长制，只为了

更好的水质。

据悉，目前，青岛已经在全市范围

内建立起了四级河长湖长体系，完成了

市、区市、镇（街）三级 442 条河流名

录编制工作，逐步实施“一河一策”“一

湖一策”。青岛市河长制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胶州湾水质持续向好，达到

多年来 好水平。

青岛市河长制的实施范围是全市

河道。湖长制实施范围是 2013 年 1 月

被山东省政府列入省级湖泊保护名录

的胶州少海和莱西姜山湖、23 座大中

型水库、547 座小型水库以及湿地。

下一步，青岛还将组织实施“一河一

策”“一湖一策”，加快河湖综合整

治进度。并将落实全市河道综合治理

工作实施意见，充分考虑水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需要，采取“生态友好型”

工程方案，争取到 2030 年前完成 15

条市级河道治理任务，各区市完成区

市级河道治理任务。安装河长湖长巡

河巡湖 APP、完成河长制湖长制信息

系统平台建设，推动信息化管理水平，

提高工作效能。

让那抹“青岛蓝”更迷人
在 2017 年“双 11”的时候，青岛

市民小田囤了一箱子防PM2.5的口罩，

结果令他有些“失望”的是，那年冬天

只用了一两个。在 2018 年的冬天，他

也只用了两三个。像小田一样，很多青

岛人的感受是，青岛的空气质量正变得

越来越好。

白天放眼远眺，能看到“蓝天白云”；

夜晚仰望星空，能看到“繁星闪烁”。

在青岛，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多，这一点

不仅是市民的直观感受，官方的统计数

字也是有力的证明。在“2018 年青岛

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官方表示，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成效明显，呈现3个亮点，总体来看，

2018 年为自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实施以来空气质量 好的年份。亮点一

是，PM2.5 实现达标。青岛首次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提前两年完成省政府下达

的指标，是继威海、烟台之后，省内第

三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

城市。亮点二是，多项指标创历史 佳。

2018 年，PM2.5、PM10 浓度均为 2013

年以来 好水平；SO2、NO2 连续 3年

稳定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市区空气质量

优良率 85.0%，同比增加 6.4%，为近 6

年以来 好水平，位居全省前列。亮点

三是，部分区域率先实现全面达标。

“生态建筑”在青岛露面
不用装供暖设施，也不用装空调，

常年室温在 20℃至 26℃，青岛真有这

样的“生态建筑”?答案是肯定的。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生态园，曾

经陌生的“被动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

而出，成为了中国被动房建筑的先行者。

被动房技术体验中心、被动房推广示范

住宅小区等一批用上“被动术”的绿色

建筑屡次在国内乃至国际舞台上大放异

彩。如今，中德生态园被动式建筑正在

为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活提供蓝本，同时

冬季里最温暖的“饲鸟图”
栈桥边喂海鸥，20多年来，青岛人

变成了一种自发的行为，这不仅是为了

娱乐，更是为了保护海鸥，把海鸥留在

青岛，让青岛更美丽。

1994 年 12 月 1 日，青岛首次开展

了“挽留海鸥行动”，经过多年来的保护，

青岛鸟类栖息的环境明显改善，海鸥种

群也增加至 17 种，数量超过 10万只。

爱鸟护鸟，青岛的爱心群体在不断

扩大。2019 年元旦，青岛市城阳区野

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等机构的志愿者近百

人，沿青岛白沙河候鸟栖息地，为因水

面冰封觅食困难的鸟类投食，帮助它们

越冬。志愿者众筹采购了玉米、小麦、

谷子、白菜、鱼虾等食粮共计 2000 余

公斤。投食区域覆盖了城阳区的 5条河

流湿地，冰冻的湿地上有震旦鸦雀、斑

嘴鸭、绿翅鸭、白鹭、苍鹭、白骨顶鸡、

——打造“生态青岛”环境更加宜居

山海之城青岛 图 / 袁福夏
Qingdao — a city nestling under the mountain and beside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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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着亚洲被动建筑的发展。

被动式建筑是在德国上世纪 80 年

代低能耗建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

指建筑采用密封结构，建筑材料上选用

保温建筑构件，建筑不需要传统的暖气

和制冷系统，四季均能保持人体舒适温

度的极低能耗建筑。是国际认可的一种

集高舒适度、低能耗、经济性于一体的

节能建筑技术，代表了一种健康、舒适、

低能耗的生活方式和建筑标准。让房子

“会呼吸”关键在于技术，被动房技术

中心采用高效的新风热回收系统及无热

桥设计，拥有良好的气密性和外围护结

构，同时运用地源热泵、光伏发电等可

再生资源等节能技术，充分降低建筑运

行能耗，每年可节约一次能耗 130 万千

瓦时，减少碳排放 664 吨。

未来，被动房将融入青岛元素，一

同实现让居住更舒适、让空气更清新的

居住理念。

新增的公交车将全为新能源
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绿色不仅是

指放弃开私家车出行，青岛的公交车本

身也在变得更加“绿色”，告别燃油车，

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近年来，青岛市加快推进公交行业

运输结构调整。截至 2018 年，青岛市

绿色公共交通车辆比率为 97.9%。为满

足新能源纯电动车充换电的需求，青岛

市同步推进充电站和充电桩建设，已形

成了纯电动车“充换电互补”的能源补

给格局，共有充换电站 66 个，建成充

电桩 647 个，换电模式的纯电动公交车

运营数量和规模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除了公交，新能源私家车也越来越

多。 新数字显示，自 2014 年 9 月 1

日新能源汽车免税政策实施以来，青岛

作为全国首批 28 个推广应用示范城市

之一，2015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了

井喷式增长。截至 2017 年年底，青岛

市新能源车数量达到 5.4 万辆，位居山

东省第一，全国第四。

在汽车生产方面，青岛也交出了令

人满意的答卷。2018 年，青岛汽车产量

首次突破百万辆大关，达到 103 万辆。

其中，载货汽车 15.4 万辆、交叉型乘用

车及 SUV乘用车 68 万辆、轿车 8万余

辆、改装车 2 万余辆、新能源汽车 9.2

万辆。目前，青岛已形成以即墨汽车产

业新城、莱西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及

西海岸新区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集聚区为

主的三大整车生产基地。

建设生态青岛让环境更宜居
2017 年，青岛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将“宜居环境更美”作为今后 5 年的

重要奋斗目标，明确提出“建设生态

青岛”。深化“三带一轴、三湾三城、

组团式”的城市空间布局，构建覆盖

全域、面向未来的城市群主体形态。

以科学规划引领生态保护和发展，实

行青岛全域及中心城区规划控制线管

理，编制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实施海域、

海岸带和大沽河流域保护利用等多项

规划和整治工程。

青岛市还出台实施《创建国家生态

市三年行动计划》，确定国家生态市建

设的总体目标，明确各生态区市的创建

时限，实施了5大方面20项工作任务，

落实相关单位目标责任。制定实施年度

创建国家生态市工作计划，立足关键环

节和基础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

创建工作。

"Build an ecological  Qingdao"— 
Qingdao has not only proposed this 
slogan, but also put it into practice. 

There are volunteers feeding migratory 
birds, and river chiefs doing their duties 
to ensure the rivers stay clean and free 
from pollution. Qingdao citizens also 
spontaneously call for decrease of setting 
off fireworks and firecracker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because it will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I'm from Qingdao", Qingdao people 
usually say so when making a self-
introduction. And others can feel their 
pride in these words, which mainly 
comes from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beautiful environment of Qingdao. 
This sense of pride further inspires 
everyone'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common homeland, and 
enhances their sense of mission to build 
"Ecological Qingdao".

公益环保项目“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走进小区 图 / 韩麟生
The public welfare proj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intelligent garbage classi cation and 
collection" comes to the residential areas.



020
SAILING CITY

021
SAILING CITY

关注 / Highlight

启动，再次点燃了青岛市民的健身热情。

作为青岛市民家门口的一件体育盛事，

很多市民不想错过，在 2018 年青岛马

拉松活动中，万余青岛市民沿着美丽的

海岸线，体验了一次爽快的长跑。今年，

有关部门预计，青岛本地市民报名数有

望再创新高。

“燃烧我的卡路里”，成为青岛市

民新的生活方式。除了马拉松等大型活

动的带动，更来源于市民身边逐渐增多

的健身场所，给市民提供了便利的健身

条件。据了解，2015 年至 2018 年，由

青岛市体育局主导，每年新改建以笼式

足球场为主的多功能运动场地至少 100

处。前四年累计建成笼式多功能运动场

和体育公园 455 处，遍布市区和城乡市

民聚居地，覆盖人群近 200 万人，为青

岛健身爱好者提供了安全便捷的健身

场所，丰富了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为

全市体育事业发展和城市体育基础设

施建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今年的市办实事中，为满足不同

市民的健身需求，青岛市 2019 年计划

建设健身场地 100 处，其中笼式足球场

和多功能运动场80处、体育公园2处、

儿童健身乐园 18 处。这是青岛市政府

第五次将以笼式足球场为主的运动场

地建设列为市办实事项目。

近日，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令市民高

兴不已，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作为山东省

第 24 届运动会主会场，于 2018 年投入

使用，目前为山东省 大的体育场馆，

并在省运会期间承办了篮球和田径两

个单项比赛。这一健身场馆赛后将投入

使用，目前，除训练馆由于能耗维护而

有较低收费外，大部分场馆已经免费对

市民开放。而交通方面，正在建设的地

铁 8 号线通车后可直达场馆，后期如果

有大型赛事，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

非常方便。由青岛北站乘地铁到青岛市

民健身中心，只需要 10 分钟。

文体不分家，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文化活动丰富心灵。对于家住市北区的

市民高女士来说，身边有一张文化惠民

卡，似乎使得心灵有了着落，手持惠民

卡，每年只面充值 100 元，即可享受观

看价值500元的文化演出，对于她来说，

“实在是赚大了”。今年市办实事中提

出，青岛将继续开展文化消费促进活动，

首度投入运营青岛市文化消费公共服

务平台，优化消费者参与文化惠民消费

的流程。文化惠民消费所囊括的领域将

在“看电影、看书、看演出、参与文化

艺术培训和体验”的基础上适度拓展，

同时计划引入图书电商平台、演出票务

电商平台、电影电商平台以及产业聚集

区平台等多个文化产业消费平台，更好

地满足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对于青岛千千万万的王先生、高女

士们来说，今年的幸福指数更高。

从出门求医到坐在家里看病
今年，青岛市李沧区刚满 60 岁的

张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免费体检，而

在以前，从 50 岁到 60 岁之间，他每

年自己花钱去医院体检。而到了 60 岁

后，他享受到了免费体检。据了解，继

65 周岁以上老人享受政府补贴的免费

体检后，李沧辖区 60 岁以上的户籍老

年人也可享受这种福利了，而这种“60

岁福利”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不仅

包括主城区的市南区、李沧区、崂山区

等，胶州市等郊市也陆续实行了。

在就医方面，青岛市民也越来越方

便，基本步行 15 分钟以内，就可以找

到医疗点。以市北区为例，2018 年全

区新增医疗机构 33 家，辖区医疗机构

达 760 余家，涵盖三级、二级、一级综

合性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

所等，形成了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层

次分明的医疗服务体系，居民 多步行

15 分钟就可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今年，青岛还将依托现有医疗机构

新建院前急救站 20 处，为市民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院前急救服务；以乡村、

社区、学校、医院、养老院、商场等区

域和楼宇物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为重

点，完成“第一响应人”应急救护证书

培训 2 万人，提升市民安全防范意识和

自救互救能力。

在急救方面，青岛市不断提高效率。

2017 年第一版“青岛市脑卒中急救地

图”发布，打造了市内脑卒中“黄金一

小时救治圈”，这种专病管理方式成为

了全国脑卒中管理的创新范例， 直接

的效果是有超过 1800 例脑卒中患者在

黄金 4.5 小时内得到救治。2018 年全市

溶栓病例好转 / 痊愈率达到 80%，恶化

/ 出血率为 16%，死亡率降低至 1.7%。

在现场考核中，全市脑卒中救治能力有

了显著提升。日前，“青岛市脑卒中急

救地图 2.0 版本”发布，“青岛市脑卒

中急救地图 2.0 版本”中有 23 家医院

入围，“地图”还专门标出了溶栓单位

和取栓单位。升级版“地图”中的 23

家医院将与“120”急救院前救治体系

结合，继续在全市搭建脑血管疾病快速

救治网络。在统一的脑卒中信息共享平

台上，医院的院前急救与卒中中心的信

息实现共享联动，院前急救系统与医院

系统实现无缝对接。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进步，去医院

看病也越来越方便。自 2015 年 7 月在

青岛市妇儿医院试点之后，“一卡通”

在青岛逐步推广，该卡支持所有接入“一

卡通”平台的医院使用，解决了不同医

院之间就诊卡互不相通、信息互不相联

的情况。而如今，“一卡通”再次“进

化”到了小小的二维码，日前，电子健

康卡在青岛市上线。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幸福感，看得见的温暖

A series of practical work improves Qingdao people's livelihood

文/何笙

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滨海新村的市民王先生，最近感觉浑身有劲了，似乎告别了“亚健康”，原

因就是小区周边开设了一些笼式多功能运动场，可以和朋友们每天在晚饭后打打篮球了。充足的运动，

让王先生有了充沛的体力，体重也减轻了不少。

王先生是青岛市加速“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让体育更好地

惠及民生的一个缩影。笼式场地、健身

场地等运动场所，在青岛如雨后春笋般

冒了出来，青岛的运动爱好者们越来越

多，无形当中，居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

提高。

而就体育来说，又是青岛市关乎民

生、惠及群众实事项目之一。每年1月，

青岛市都会发布当年要为群众办好的

“十件市办实事”，实施市办实事项目

过程中，青岛市瞄准民生领域短板、聚

焦群众现实需求，在发展中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使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燃烧卡路里，演出更亲民
近日，2019 青岛马拉松活动报名

——青岛市系列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

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图 / 韩麟生
Elderly will be looked after properly and feel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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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互联网 + 医疗健康”便民惠

民百日行动期间，改造医院各信息系统，

在青岛市首发电子健康卡。居民电子健

康卡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标准、全国

通用的电子就诊卡，旨在解决看病就诊

“多卡并存、互不通用“的堵点问题。

在就诊的过程中，从预约诊疗到签到、

就诊、化验、缴费、查询结果，以及出

院之后的健康服务等，整个流程的健康

医疗信息都可以通过电子健康卡实现

自助管理，真正做到居民健康“一卡通

（一码通）”，极大简化了就诊流程，

提升老百姓就医体验。小小的二维码背

后，是复杂和严密的身份认证、数据关

联，使得电子健康卡成为通向未来医疗

的二维码钥匙。

畅想未来，就医坐在家里就可以完

成。这已经不是梦想，青岛市部分患者

开始“尝鲜”。日前，青岛大学附属医

院成为省内首批具备互联网诊疗资质的

3 家医院之一，青大附院互联网医院手

机图文问诊平台正式上线，形成手机图

文问诊与视频问诊相结合的互联网诊

疗模式。

据悉，该平台手机图文问诊服务项

目包括为复诊患者提供病情咨询、检验

检查预约、报告解读服务等，上线科室

包括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

等 20 余个科室，患者在平台与医生文

字、图片交流，医生给出诊疗建议，问

诊完成。视频问诊服务项目包括为复诊

患者提供视频问诊、检验检查预约及结

果查询、在线处方、慢病随访、药品配

送等一系列服务。

“一次办好”改革带来实惠
“怎么，复印免费 ?”日前，市民

孙先生在去青岛市卫生行政审批大厅

办理业务时，感受到了一种暖心服务。

这项服务的背后，是青岛市卫生行政审

批便民服务再升级，多措并举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不仅材料打印复印全免费，

还提供免费快递服务。

具体来说，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如需

现场打印材料或需提供营业执照等复

印件，由大厅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打印

复印服务。申请材料、办事结果均可实

现免费邮寄、送达，节省申请人办事成

本。同时，申请人提交企业章程等材料

时无需提前至主管部门备案，大厅通过

与相关部门进行系统数据共享，在线查

询比对即可进行验证。通过一些官方微

信公众号，还实现了办理审批事项“零

跑腿”。

而就全市来说，不仅是卫生行政

审批，各个行业方方面面都在进行“一

次办好”改革，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实实在在提高群众的满意度。2018 年

8 月，青岛市印发《青岛市深化“一次

办好”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实施方案》，围绕推进政务服务“一

次办好”、创新“一次办好”服务方式、

完善“一次办好”网络体系、强化“一

次办好”支撑条件、对标世界银行营

商环境评价指标、实施精准协同放权、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清理规范中介服

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挥法治保

障服务作用、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

11 个方面，制定 28 条具体措施，以进

一步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推进审

批服务便民化。《方案》旨在加快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围绕服务保障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持续深入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聚焦解

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

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突出问题，

以政府为企业和群众办事“一次办好”

为改革理念和目标，进一步深化“互

联网 + 政务服务”，持续推进一流营

商环境提升年“七大行动”，全力打

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

质量优、群众获得感强”的国内一流

营商环境，切实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

行力 ,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优惠政策扶持大批“小老板”
青岛市每年市办实事的第一件，就

是“促进城乡就业创业”。今年这件实

事中列明：一是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0

万人，带动就业增收，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二是完成政策性扶持创业1.5万人、

技能提升 3 万人，增强城乡劳动者就业

创业能力，促进充分就业。

在带动就业促进创业方面，青岛市

一直不遗余力。日前，在一次访谈节

目中，一名市民表示，自己因为二胎原

因，已经两年半没有上班了，一直处于

失业状态，并一直自行投保，还进行了

灵活就业登记，像自己这种情况是否

会有补贴 ? 青岛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尚出于劳动年龄内的市民如果处于

失业状态，进行了灵活就业登记，并以

灵活就业身份按时缴纳了社保，则每月

可以领取 500 元的补贴，领取 3 年。如

果想自行创业，则可以申请领取一次性

的创业补贴，而且政府也可以给予发放

贷款，如果是从事个体户创业， 高可

贷 15 万，如果是从事企业创业， 高

可贷 45 万。

青岛市规定，对毕业 5 年内大中专

毕业生，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

生，登记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以及

在本市用人单位连续参加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 6 个月以上、在青岛行政区域内

创办创业实体后 6个月内与原单位解除

终止劳动关系的人员，201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在青岛行政区域内创办各类创

业实体（含社会团体、事务所等），持

有有效注册登记证明，符合条件的可申

领 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符合一次

性创业补贴申领条件的人员创办的创

业实体，以及法定劳动年龄内各类人员

首次创办的小微企业，新招用大中专毕

业生、登记失业人员、高级技工学校及

技师学院毕业生，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

动合同且符合条件的，可申领每个岗位

2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

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带动下，“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正在青岛市蔚然成风。《2018

国家信息中心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

显示，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青岛排

名第12位。根据相关报告，重点城市中，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天津、

武汉、南京、苏州、成都、合肥、青岛

12 座城市成为“双创”领跑型城市。

从如厕到安居，大事小事总关情
推进“厕所革命”，市区新增、改

造公厕 120 座，增设如厕专用临时停车

位 300 个，具备条件的 200 座公厕实行

24 小时开放，进一步提高公厕建设管

理水平，提升城市综合品质。

在今年的十件市办实事中，再次提

到“厕所革命”。

一个个卫生整洁，甚至装配了充电

器、休息室的厕所，给出租车司机、游

客等带来了便捷的体验。在 2015 年开

展公厕革命以前，由于公厕数量较少，

功能单一，在青岛前海一线等景区，时

常出现如厕难题，女厕门口时常出现长

龙排队现象。新一轮公厕革命中，如市

南区，着眼满足居民游客“人性化、洁

净化、便利化、实用化”如厕服务需求，

在栈桥、八大关等前海一线景区新建改

建多功能公厕 12 座，公厕总数由 2015

年的 99 座增至 118 座，在国内率先达

到每平方公里 3.5 座公厕的标准。

另外，青岛市还将继续改善群众居

住条件。今年将启动棚户区改造 2.8 万

套（户），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

据统计，2013 年至 2018 年，青岛市已

启动棚户区改造 22.5 万套 ( 户 )，2019

年将启动 2.8万套 (户 )；2012年以来，

青岛市已改造农村危房 2.3 万户，2019

年，将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 4 类

农村困难群体改善基本住房条件，计划

改造 489 户；青岛多年累计建成各类保

障性住房 28.4 万套 ( 户 )，今年计划完

成住房保障 6000 套 ( 户 )，帮助住房困

难的家庭实现“住房梦”。

民以食为天，青岛市还将继续抓好

食品安全监管，2019 年青岛计划开展

食品安全定性定量检测 6.5 万批次，项

目的实施将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防

止发生系统性食品安全危害，提高食品

安全保障水平，提增消费者信心；新建

中小学标准化食堂 100 所，逐步实现全

市中小学校校有食堂的目标，保障学生

饮食质量和安全。

还有，出行安全、消防安全……青

岛市办实事，与时俱进，守护生命安全

的项目逐渐增多，市民的幸福感，也随

着城市的发展与日俱增。

Every January, ten practical tasks 
of the year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ubl ic  are  announced b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sks, Qingdao targets 
at the short plank in the field of people's 
livelihood, focuses on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people, constantly improves their 
well-be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kes citizen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nse of security more substantial, 

ensured and sustainable.
F i tness  for  a l l ,  improvement  in 

transport, medical aid, public service,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toilet 
reform, shanty town transformation, 
travel safety, and fire safety, etc.— 
Qingdao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when 
doing practical work. Projects related to 
protecting life and security gradually 
increase, and citizens feel happier day by 
day as the city develops.

公厕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 也是城市综合品质的提升 图 / 韩麟生
Improvement i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toilets is also an enhancement i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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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与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等地

的时空距离，高铁效应初步显现。其中，

青岛到北京的运行时间明显缩短， 快

用时由此前胶济客专的 4 小时 28 分缩

短为济青高铁的 3 小时 33 分，青岛与

北京由此进入了“3小时交通圈”。

2019 年伊始，青岛北到北京南的

G180 次“复兴号”动车组从站台缓缓

驶出，全程运行时间 3 小时 33 分，开

启两地间的飞速新时代。与此同时，青

岛到上海虹桥的 G224 次列车也调整到

了济青高铁运行，列车配置更换为“复

兴号”，全程运行时间缩短到 6小时 35

分钟。

一座城市想要发展，必须要有良好

的交通条件，所以各地都致力于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进行城市布局规划，纷纷

开始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虽然

前期的投入比较大，但也是为了以后的

发展做准备，毕竟交通设施完善了，带

来的效益是不可估量的。青岛有着十分

完善的交通布局，即便如此，它也没有

停下建设的步伐，现在正与众多城市并

肩前行，加速着与京津冀城市群的串联。

如今，青岛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

核心城市，正与南京、沈阳一道，加速

着与“京津冀都市圈”的串联。

电车，开启青岛“无轨”时代
不知不觉间青岛的无轨电车已经更

换了几代，从第一条电车线路建成到至

今已经走过了近 60 年的岁月，你的记

忆中是否还有 2路电车的踪影 ?作为青

岛市首条无轨电车线路承载了很多老青

岛人的记忆，而一辆电车“翘辫子”，

堵瘫整条线路的情况也同样让人们记忆

深刻。

2018 年，2 路电车线新更换的首批

6 部双电源无轨电车正式上线运行，这

种新型电车脱离“辫子”照样可以跑，

如果遇到车辆或线网故障，双电源无轨

电车就能直接脱线运行，避免电车集体

“趴窝”了。如今，5 路、30 路也陆续

更换成双电源无轨电车。

而此次更换的双电源无轨电车无论

是在外观还是车内设施上都比以前有了

很大的提高。除了配置易燃挥发物检测

设备、手电一体电磁式电动击窗器、车

头车尾雷达外，车辆还配备3个反光镜，

极大地增加了驾驶员观察的范围，车载

摄像头由原来的 4个增加至 9个，车外

前方两侧与车顶均配备摄像头，基本可

达到全车监控无死角，更可通过车内监

控观察到集电杆的状态，提高了车辆的

运行安全系数。新车上的投币打卡机也

进行了升级，可自动识别假币，车厢内

的前后天窗配置更所谓大大升级，自动

过滤 PM2.5 让乘客在车厢中尽情呼吸

新鲜空气。

铁路，掀开济青新篇章
1904 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 , 首次

将济南、青岛两座城市连接起来。115

年后的今天，胶济通道上的胶济铁路、

胶济客运专线、济青高铁实现“三线并

行”。跨越百年岁月，胶济通道在无声

中见证了中国铁路的跨越式发展，同时

也给山东半岛上的济南、青岛“双城记”

掀开新的篇章。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高铁一通、

转换时空；城市建机场、腾飞有翅膀。”

曾有人这样阐述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巨大支撑作

用。2018 年 12 月 26日同时开通的济青

高铁、青盐高铁无疑也有这样的力量。

青盐铁路运营时速 200 公里，连接青岛

与江苏盐城，线路开通后结束了沿线日

照、连云港、盐城3地不通动车的历史。

同时也将青岛港、董家口港、岚山港、

连云港等 6大港口连为一体。而济青高

铁的正式通车，也标志着济南和青岛的

生活圈靠得越来越近。目前红岛站和青

岛机场站暂不具备办理票务条件，青岛

市民乘坐济青高铁可去青岛北站。待新

机场转场后，青岛北站、红岛站、青岛

机场站、胶州北站均可乘坐济青高铁。

正在扩建中的城阳站未来也将停靠济青

高铁。双线的开通也标志着连接山东半

岛、京津冀、长三角的快速交通大通道

正式形成。2018 年 12 月 26日，济青高

铁首趟列车 G9217 次和 G9218 次从济

南东和青岛北两个站点同时对开始发，

标志着济青两地进入“两小时生活圈”。

开通首日，济青高铁就售出了 9888 张

车票，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对于经常

往来济青两地的商务客人来说，将 2个

小时 50 分钟的车程缩短至 1小时 40 分

钟，这本身就是出行体验的巨大提升。

除了济青高铁，青盐铁路的通车对

青岛旅游发展也是一大利好。作为全国

高铁网中“八纵”之一沿海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日照、连云港、盐城等城市

首次与青岛串成一线，沿途不少市民的

出行方式及生活方式，都将因这条纵向

铁路线发生改变。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当地的交通

状况密切相关。高铁的发展对于城市结

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推动城市功能完善，

促进产业聚集都有重要作用，可以说高

铁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地铁，为城市注入新血液
如果要为一段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

寻找时空注脚，地铁一定是拿得出手的

选择。它所酝酿的风尚文化、彰显的精

神特征、代表的符号标识、提供的通勤

便利，不仅独一无二，而且有着强劲的

心理凝聚力和经济催引力。

2015 年 12 月，随着地铁 3 号线北

段的开通，青岛人的“地铁梦”也终于

交通，一座幸福城市的标注点

Transportation, an indicator of a happy city

文/韩海燕

一座现代城市的腾飞，最直观的表现是什么 ?

交通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

城市的发展必然会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交通尤为重要。也因此，交通被称为城市的动脉系统和

连接纽带，城市建设同样离不开交通的建设，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所以，不少

城市都着眼于城市交通的建设与发展。

高铁，为同城化提供保障
中国高铁“八纵八横”网初具规模，

近年来，高铁不仅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

造世界名片，还为沿线相邻城市的“同

城化”及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保障。

众所周知，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主要的

规划经济区之一，是中国城市分布 密

集、综合实力 强的区域之一，被业界

广泛认为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

极”。

近日，随着铁路新的列车运行图的

实施，济青高铁与京沪高铁、石济高铁

实现贯通，至此，山东半岛新增 1条高

效便捷的大能力快速铁路通道，进一步

优化了区域高铁路网结构，压缩了山东

只有一座城市的交通事业发展起来 它的经济才能飞速提升 从而推动城市文化的越步 图 / 董天顺
Only if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of a city develops, will the economy grow rapidly so as to drive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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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作为青岛轨道交通的新纪元，

地铁之于青岛，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交通

工具，更是青岛走向未来的一个象征。

因为，一座城市的发展，一定离不

开地铁。

“一座城市的地铁，深藏着一代

人，抑或是几代人的梦想……”作为国

内较早筹建地铁的城市之一，青岛对追

梦地铁的感触尤为深刻。拥有一条快捷

舒适的地铁，是青岛多年的梦想。早在

1987年，青岛市便开始筹划地铁建设。

当时，根据南北线“乘车难”的现状，

青岛市有了建设地铁的构想，并抽调了

公交公司等几个单位的专家，开始了城

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和可行性研究工

作。但这个梦，却做得有些曲折和漫长。

从 1991 年成立地下铁道工程筹备处，

启动地铁前期工作，到 1995 年因各种

原因暂时搁置；从 2008 年重新启动规

划编制、报批工作到1年后的规划获批、

奠基。青岛地铁才驶入了建设的“新轨

道”，掀开了新的一页，2010年下半年，

地铁 3 号线全面开工建设。2012 年，

地铁 2 号线破土动工……历经 20 多年

的跌宕起伏，青岛的地铁梦终于落地生

根。

作为青岛市单项投资 大、涉及面

广的基础设施项目，也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青岛地铁不

仅牵动着青岛 900 多万市民的心，更是

城市决策者眼中颇为关注的重要议题。

结合青岛的城市定位，青岛地铁提出了

“两个工程”的建设目标，即人民满意

的安全放心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

品工程，确立了“安全、高效、人文、

活力”4个建设理念。

在青岛地铁建设过程中，城市决策

者还提出，要将文化基因“注入”青岛

地铁，向世界展示青岛独特的城市特色。

如今，青岛地铁 2 号线、3 号线、11 号

线、13号线相继开通运行，让我们对未

来的出行和生活，充满了畅想——地铁

不单是一种交通工具，还是一种文明，

一种生活方式。地铁让我们回家的路更

畅快，让我们从此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

地铁构建的完善配套圈，无疑会让我们

的生活更舒适。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地铁意味着穿

越城市，可以用 简单 快捷的方式；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地铁带来的是市区

概念的延展，当地铁的速度缩短了时间，

城市的距离就越来越近，城市的规模也

因此可以越来越大；专家说，地铁将成

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器。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地铁飞驰中，

青岛与现代化大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

速度，进入“动车组时代”
2018 年 12 月 5 日 6 点 20 分， 济

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首趟“复兴号”列车

G178 次发车仪式在青岛火车站举行。

此次开行的 G178 次是首趟青岛开往北

京南的“复兴号”列车。与“和谐号”

相比，“复兴号”车体更宽更高、乘坐

舒适性更好，而且增加了高兼容性等优

势。据悉，“复兴号”列车高度从 3700

毫米增高到了 4050 毫米，旅客登车后

会感到空间更宽敞了，而且座椅间距也

增大了。

与此同时，每个席位号直接变成了

显示屏，能直接显示该座位售票情况，

具体为用不同颜色显示已售、未售、预

售等状态。而且每两个座椅就有 1个插

座，每 3个座椅有 2个插座，插座上还

有USB接口。每节车厢的外部都有“复

兴号”的字样。而此次列车的型号是

“CR400AF”，车身以灰色为底、红色

为“腰带”，被称为“飞龙”。

“复兴号”是中国自主研制、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的中国品牌标准动车组，它采用全新低

阻力流线型头型和车体平顺化设计，车

型看起来线条更优雅。

为了给“复兴号”的开行储备优秀

人才，青岛客运段优中选优，挑选出政

治素质高、相貌甜美、业务精湛、能力

突出的乘务人员，进行多轮安全、乘务

作业标准的相关知识学习，确保担当人

员熟悉列车设备、作业程序和关键环节，

并进行了礼仪仪态和服务技巧的训练，

以保证每名乘务人员每次都能以 专

业优雅的姿态出现在旅客的面前。

该段在中国驰名商标“海之情”的

品牌服务魅力的基础上，通过人性化、

特色化、细致化的服务，将工作做好、

做细、做到旅客的心里去，与广大旅客

共建和谐旅程，开启新的高铁时代序幕。

为了让旅客放心乘坐“复兴号”高

速列车，强大完善的智能化感知系统，

渗透到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每个毛细血管

里，大大提升了列车的“警惕性”。全

车设置了 2500 余项监测点，比以往监

测点 多的车型还多出约 500 个，采集

车辆动态信息达到 1500 余项，包括安

全性能、环境信息（如温度）等，并记

录各部件运用工况。为全方位、多维度

故障诊断、维修提供支持。

同时，“复兴号”高速列车的头部

和车厢连接处，还增设碰撞吸能装置，

若在低速运行中出现意外碰撞时，可通

过装置变形，提高动车组被动防护能力。

列车出现异常时，可自动报警或预警，

并能根据安全策略自动采取限速或停车

措施。此外，还采用远程数据传输，可

在地面实时获取车辆状态信息，提升地

面同步监测、远程维护能力。

如今，“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

的大地上，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隧道，开通“青黄”新时代
2011年，胶州湾海底隧道通车运营，

曾经的“青黄不接”渐成历史，轮渡也

在逐步淡出青岛人的生活。

如今，属于青岛的第 2条海底隧道

也将正式亮相，据了解，青岛第二海底

隧道项目自2012年启动前期研究至今，

已进行了多次论证。项目黄岛端接疏港

高速，青岛端在海泊河入海口附近登

陆，隧道全长 15.89 公里（隧道海域段

长 11.1 公里），相比胶州湾隧道的 7.8

公里的长度，第 2条海底隧道长度翻了

一倍，其中海域段长 11.1 公里，是目前

筹建的中国 长公路海底隧道。项目采

用分离双洞形式，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

路兼一级公路标准，客货通行，中间设

服务隧道。

作为连接胶州湾东西两岸中部地区

的城市快速路，第二海底隧道将重构青

岛市环胶州湾的空间发展格局，均衡全

市域的交通路网结构，为建设国际海洋

名城提供关键助力。

据介绍，第 2条海底隧道定位于连

接青岛东岸与西岸城区的又一条全天

候的跨海通道，这条隧道的修建使得西

城区和东城区之间的联系更加便利和紧

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青岛已建成

和开工在建的跨海通道共 4条，分别为

胶州湾隧道、胶州湾大桥、地铁 1号线

和地铁 8号线。

大桥，使“天堑变通途”
青岛跨海大桥横跨青岛胶州湾，把

青岛东、西两个主要城区连接起来。东

起主城区 308 国道，跨越胶州湾海域，

西至黄岛红石崖，路线全长约35.4公里，

其中海上段长度 26.75 公里。青岛侧陆

上桥梁 5.85 公里。红石崖侧陆上段桥

梁及道路共 0.9 公里，红岛连接线长 1.9

公里，该项目总投资达到 99.38 亿元。

青岛东西海岸之间有宽阔的胶州湾

天然隔断，水路交通常因大风、大雾而

停摆，货物运输不得不依靠舍近求远的

环胶州湾高速公路来实现，给东海岸、

西海岸的货运客运带来极大不便。建成

后的跨海大桥破解了胶州湾的天然瓶颈

制约，使“天堑变通途”。

青岛跨海大桥 (北桥位 )项目由中交

公路规划设计院负责设计，没有邀请外

国专家共同“打造”。中交公路规划设计

院近50年来，曾完成桥梁勘察设计100

余座，其中跨长江、黄河及海湾的特大

型桥梁50多座，在业内极具口碑。中交

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孟凡超，曾亲自率领

项目设计主创人员一行，先后到大桥工

程勘察项目部，查看代表性钻孔的岩芯

大样，听取了关于整个桥址区地质的情

况介绍。青岛跨海大桥还是国家高速公

路路网规划中的青岛至兰州高速青岛跨

海大桥岛段的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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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是该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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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条繁忙的海上黄金通道。

机场，建设东北亚航空枢纽
据介绍，青岛胶东机场今年将实现

转场运营。为保障新机场转场后市民游

客快速抵离，目前青岛市正全力推进新

机场高速和周边普通国省道改扩建等重

大工程，积极协调包括铁路、地铁、机

场快线、长途汽车、公交车、出租车等

在内的综合运输服务向新机场聚焦，全

力打造公路建设、轨道交通、道路运输、

应急运输 4大保障体系。

到 2020 年底前，新机场高速连接

线（双埠至夏庄段）等部分项目建成

通车，胶州湾拓宽改建创造条件加快

实施，不断提高新机场配套路网通达

能力。起自五四广场站、终到铁路胶

州北站、长 60.7 公里的地铁 8 号线，

串起新机场、铁路红岛站、铁路青岛

北站等重要交通枢纽，与地铁 2 号、

3 号线衔接换乘。地铁 8 号线北段（青

岛北站—胶州北站）计划于 2020 年 6

月开通运营。远期规划是：规划建设

新机场配套“四横五纵”骨干路网，由

全封闭快速直达的高速公路、全天候

可靠运行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及城市

快速路组成，辅以地方市政道路，形

成完善的机场集疏运路网体系。其中，

四横包括青银高速、北部快速路、正

阳路和胶州湾高速；五纵包括双元快

速路、华中快速路、机场高速、机场

西快速和沈海高速。

只有一座城市的交通事业发展起

来，它的经济才能飞速提升，从而推动

城市文化的越步，青岛就是这样一座城

市。从建制前到今天，公路、铁路、航空、

地铁的共同发展，让青岛已逐渐成为山

东半岛 璀璨的一颗明珠。

What i s  the  mos t  in tu i t i ve 
manifestation of the rise of a 
modern city?

Definitely, transportation is a necessary 
element.

A city has to go through dramatic 
changes as it develops. In the process, 
a  necessary  and cruc ia l  fac tor  i s 
transportation. Hence, transportation 

is viewed as the arterial system and 
bond in a city; urban construc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rational 
planning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T h u s ,  m a n y  c i t i e s  f o c u s  o n  t h 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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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紫千红描绘青岛名片

A colorful name card of Qingdao

青岛，一座早已名扬海外的城市。

如果要问，那名扬海外的原因是什么 ? 答案会有很多。因为山海帆城的绝美自然风光；因为遍布街角的

欧式老建筑；因为海尔、海信、青啤等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因为奥运之帆曾在青岛起航；因为在各类的城

市排名中总会出现青岛的名字……当人们纷纷给予青岛更多的标签时，青岛的魅力也从一项变成了多项，在

它自身城市品牌的版图上，越来越多的闪光点被点亮，面对收获的多种城市荣誉、多张城市名片被认可，青岛，

仍在不断努力，描绘着更为美好的明天。

文/丁响响

这个评价注重城市的综合实力，得到了

不少研究者的认同。GaWC将入围的世

界城市，按Alpha（第一梯队世界城市）、

Beta（第二梯队世界城市）、Gamma（第

三梯队世界城市）、High sufficiency（第

一梯队准世界城市）、sufficiency（第

二梯队准世界城市），依次划分为 5档

12 级。

GaWC 的排名依据是什么 ? 不看

GDP，关注先进生产性服务业。GaWC

官方网站介绍，该机构发布的名册是

以 175 家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在世界

各大城市中的办公网络为指标，对世界

707 座城市进行排名。其用六大“高级

生产者服务业机构”在世界各大城市中

的分布为指标，对世界城市进行排名。

主要包括：银行、保险、法律、咨询管

理、广告和会计，关注的是该城市在全

球活动中具有的主导作用和带动能力。

GaWC评估世界城市的指标并不包括直

接的GDP和制造业产值等。也就是说，

这些行业的国际性机构在城市中分布得

越多、等级越高，城市的得分就越高，

越被 GaWC 认为是有影响力的世界城

市。

作为全球 著名的城市评级机构之

一，GaWC自 2000年起不定期发布《世

界城市名册》，通过检验城市间金融、

专业、创新知识流情况，确定一座城市

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位置。回看青岛，

作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新亚欧

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

作战略支点，现在，青岛又多了一个“峰

会城市”的美名。不仅如此，“帆船

之都”“品牌之都”“电影之都”等

名号均为青岛加持，此次，青岛入围

“世界城市”的名录，也令人感到十

分欣喜。

“外籍人才”爱青岛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

深圳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会上揭晓了

2017“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 具

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结果，青岛位

“世界城市”看青岛
过去，青岛人曾骄傲地表示：“我

们是二线城市中的佼佼者。”而今，“新

一线城市”的名单中看到了“青岛”的

名字。当人们站在“新一线城市”——

青岛的土地上，抬头望向“一线城市”

的脊梁，拥有着“总会有那么一天，我

们会挤进去”的蓬勃心态时，一份报

告足以让青岛人惊喜不已。近日，上海

社科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 2018 年

《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

告》。该报告将公认的世界城市研究权

威组织——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

（GaWC）， 新发布的世界城市排名，

与其之前 2000 年开始的 5 轮排名进行

对比梳理出近年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演进

特点。报告指出，青岛等 12 个城市跻

身第三梯队世界城市。

据了解，所谓的 GaWC（“全球化

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创立于1999年，

基本上每隔 4年会对全球城市做一次评

级。相比众多的国内城市评比、排行榜，

列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合肥，连

续第 7年上榜。同时，青岛市人社局获

得由山东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颁发的大

会“突出贡献奖”。

作为国内惟一一个完全由外籍人才

参与评选的引才引智“中国城市榜”，

该评选自 2010 年开始已开展了 8 届。

本届评选活动自 2017 年 11 月启动至

2018 年 2 月，共收集在华工作外国专

家选票 4066 张、网络选票 25494 张。

外籍专家评委团队由诺奖得主、中国政

府“友谊奖”获得者、“千人计划”外

专项目入选专家等 68 名高端外国专家

组成，他们不仅签字投票，还对入选城

市写下了中肯的评价和建议。

“我喜欢青岛，这里不仅有我热爱

的事业，还有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我

对这座海滨城市的第一印象可以用 3个

词概括：现代整洁、时尚美丽、富有活

力。”德国病毒学专家、2016 年山东省

政府“齐鲁友谊奖”获得者艾德铭的话

代表了很多外国专家对青岛的看法。

据了解，近 5 年时间，共有 1.5 万

人次外国专家到青岛学习、工作、生活。

在青岛工作的外国专家中，有 12 人荣

获中国政府“友谊奖”，40 人荣获山东

省政府“齐鲁友谊奖”，2 人荣获国际

红瓦绿树的青岛 总令人不禁沉醉 图片提供 / 青岛图片库
The red tiles and green trees in Qingdao always fascinat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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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合作奖，15 人受聘为青岛市

政府特聘专家，9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外专项目。

青岛之所以能够连续 7 年获得外籍

专家人才“点赞”，是这座城市完善政

策引人才、广开渠道揽人才、建好载体

聚人才的结果。在创新引才新政策方面，

青岛在全国率先实施外国人工作许可制

度，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9200 余

人次；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强外籍雇

员聘用管理工作的意见。在拓宽引才新

平台方面，建成 26 家海外引才引智工

作站，打造政策发布及信息共享的海

外平台；建成高层次人才创业中心、博

士创业园、院士创业创新园等创业孵

化载体。在探索用才新模式方面，实施

“百千万”引智服务基层活动，2014 年

以来，引进各行业高端外籍专家232名，

走进 1200 家科研院所、驻青高校、企

事业单位、农村社区等基层一线，解决

1万余个管理、技术难题。提升服务新

层次方面，已有 380 余名高层次人才享

受“绿卡”服务；设立“青岛市海外高

层次人才服务专窗”，推动海外高层次

人才服务工作的集成协调。

此外，大会还揭晓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引才引智成果，青岛海洋科学与技

术国家实验室的国际南半球海洋研究中

心作为 具代表性的 49 个成果之一，

从各省市外国专家局、副省级城市外国

专家局等报送的 116 个引才引智成果中

脱颖而出。

青岛位列
“全球最具影响力城市”名单

青岛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一座开放

Qingdao has been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for long.

If you ask about the reason 
for  Qingdao to be internat ional ly 
reputed, there will be many answers. 
It is because of the magnificent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Sailing City nestling 
under the mountain and beside the sea, 
the ancient European-style buildings 
all over the streets, and the globally 
famous brands including Haier, Hisense 
and Tsingtao Beer. It is also because 

that Olympic sails held in Qingdao, and 
that you can find Qingdao in various 
city rankings. As people give Qingdao 
more and more tags, the charm of 
Qingdao grows from one aspect to 
numerous aspects. On the map of the 
city brand, more and more shining 
points have been highlighted. Obtaining 
a host of city honors with several city 
name cards recognized, Qingdao, is 
still making constant efforts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的城市，一座包容的城市。这里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人，这里有来自全球各地美

食，这里也有四季花开的美景，她是一

座“吃蛤蜊哈啤酒”的城市，她是一座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她是一座

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2018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当中，

青岛成功入选全球 具影响力城市，也

是山东省惟一入选的城市。如果要问，

全球 具影响力城市需具备什么 ? 是吸

引外资数量、企业总部聚集程度、控制

细分行业数量、航空运输便捷度、制造

业实力、金融业状况、科技和媒体发展

水平等。

青岛是以什么样的优势获得这样的

荣誉呢 ?

毋庸置疑，青岛以优美的城市海滨

轮廓线，丰富的近代建筑群、“山海岛城”

融为一体的城市空间格局，以及在中国

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被批准成为

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不仅如此，青岛港是世界第 7 大

港，每年有1800多万标准集装箱来往，

2017 年青岛 GDP 突破 1.1 万亿元，稳

坐山东经济“龙头”成为北方经济 3大

城市，2017 年青岛空气质量优良数达

到 342 天，青岛林木绿化率达到 40％。

青岛是山东省经济中心城市，也是

渤海湾经济圈 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

市，青岛拥有国际性海港和区域性枢

纽空港，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核

心区域的龙头城市，下辖的国家级新

区——青岛西海岸新区，经济总量仅次

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

青岛，以港而立，因港而兴。上世

纪末，青岛港实施“港口西移”战略，

青岛港口岸扩大开放由此拉开了波澜壮

阔的序幕，前湾港也因此一举成为世界

一流的码头。从长远来看，随着口岸开

放力度的加大，必将对青岛发挥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节点和支点作用，提升东

北亚航运枢纽功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产生积极而重

大的意义。

当前，青岛正向世界徐徐展开一张

崭新的“金色”名片。青岛市财富管理

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获批一年多以来，

财富管理逐渐深入青岛金融业界，国字

号项目不断加速集聚。财富管理规模迅

速扩大、金融业发展迈上新层级成为青

岛金融业发展的 佳写照。

青岛坚持蓝色引领、陆海统筹、重

点突破，加快建设全国蓝色经济领军城

市，海洋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建设

全球领先的海洋发展中心定位准确，契

合了青岛海洋经济的本土优势和城市特

色。将进一步增创青岛海洋经济新优势，

今后还将大力培育发展海洋农业科技，

信息服务等海洋高端新兴产业，强化海

洋产业的拉动作用。

目前，在青岛胶州市建设的新国

际机场 , 不仅是与北京、上海国际机

场同等规模，还是面向日韩地区的门

户机场，新机场还会有超大的综合商

业区，方便和丰富周边的人们生活。

青岛新机场将实现整个从半岛范围内

2 小时，市区 1.5 小时、中心 1 小时

到达，胶东机场的配套设施比流亭机

场更全面，吞吐量和容纳量更大，国

际线路更多，大青岛越来越有国际范

儿。

除了机场，目前青岛地铁 3 号线，

地铁 2 号线东段、地铁 11 号线已经全

线通车，不久的将来，M4、M5、M6、

M7、M8、M9、M10 的运营通车，将

为未来青岛带来更为便捷的交通环境。

在青岛大学城建设规划，也稳步实

施。青岛是国际海洋科研教育中心驻有

山东大学（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等高校 26 所。引进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 29 所高校。北京电影

学院、上海戏剧学院都在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设立了分校。青岛也在不断吸引

各个名牌大学来建立新校区，诸多知名

大学的汇集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不

断提升青岛的文化气质。

青岛位列“全球 具影响力城市”

的榜单，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发展成效，

而整个发展轨迹有章可循，也彰显着

青岛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向前。拥有

这样天时地利的良好环境，加之有效

地推进加速发展，未来的青岛令人更

加的期待。

几项评选、几张名片、几个标签、

几份赞扬，都为曾使青岛停止发展的脚

步，取而代之的是珍惜荣耀，为自己的

城市名片绘制更加绚丽多彩的未来。未

来可期，青岛可期。

绿树成荫的八大关 图 / 孟宪朋
Badaguan with lines of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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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青岛，将城市幸福翻倍

Higher moral standards make a happier Qingdao

人们评价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可能是方方面面的细节；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也是从生活的细枝末

节出发，将这两点串联，一座城市给予人们的幸福指数评价当中，定然有文明大爱、和谐平等这一部分的内容。

文/魏浩浩

结果揭晓，唐嘉陵、崔风业、李英军、

李全花、徐立强、马嘉卉（九月家人）

张闪玉、曲常迅、裴洪翠、吕升良 终

成为了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

范；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志愿者团队成为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群体。

颁奖现场，很多人被他们的个人事迹感

动，一次次的流下动容的泪水。十几年

来，每一次的“感动青岛”都是心与心

的对话，让人们从精神上感受社会正能

量，为他们平淡而不平凡的人生喝彩，

而这些道德模范，也在成为人们心中的

榜样，以榜样的力量不断带动身边人。

作为“感动青岛”的忠实观众，市

民乔女士感慨道：“我们对于‘感动青岛’

道德模范除了敬佩，也有对自身的鼓舞。

他们孝老爱亲，日复一日的坚守着‘小

家’；他们见义勇为，在面对危险时从

未犹豫；他们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他们诚实守信，

信念成为他们人生的座右铭；他们助人

为乐，将无私奉献融入生活。每一个人

物的每个事迹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

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关注‘感动青岛’

这么多年，已从 初单纯的感动，变成

现如今对自己生活的思考，这是一种思

想上的转变，也是对心灵的净化。”

从环境到人文，文明青岛的发展
脚步稳定向前

“现如今，我们即墨区的城市环境

越来越好了，绿化越来越美观，城市品

位也越来越高，现在再看即墨，已经有

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青岛市即墨

区居民刘先生赞叹道。近年来，青岛市

即墨区全面对标青岛主城区，扎实贯彻

美丽青岛3年行动计划，以“绣花功夫”

精细管理城市，空间环境洁净有序，城

市面貌焕然一新。

据了解，即墨区针对青岛蓝谷、地

铁 11 号线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市容

环境秩序专项治理，排查整改违法建设、

评选，是对心灵的启迪，
 更是心照不宣的相约

在青岛的街头巷尾，每天都有好人

好事在发生和传播，而往往在这种时候，

中国人的“低调”性格显露无疑，“做

好事不留名”可能是很多人的选择。自

2012 年 4 月开始，青岛市文明办开展

了“文明市民”月评活动，每月评选表

彰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方面表现突出的

个人。这个评选仿佛给予了“青岛好人”

一个平台，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正能量传

播，时至今日，已评选出文明市民 800

多人，而他们当中，更有成为“感动青岛”

道德模范、省级乃至全国道德模范的获

得者。

对于这样的评选，青岛资深媒体人

韩静说道：“对于文明市民的评选，更

像是挖掘生活中的‘大爱之光’，让所

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都能感受到

好人就在我们身边，发现社会的和谐美

好。与此同时，这样的评选又成为了一

种媒介，让他们当中更具代表性的人物

精神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升华，影响和带

动更多的人，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对青

岛的文明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关街道的王思源大爷

是一位退休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一直关注着“文明市民”的月评活动，

每次评选开始，他都会参与网上投票。

“投票之前，还是要看看每一个候选者

的人物事迹，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

来说就是挺享受的一件事，读‘好人的

故事’心情都是愉悦的，直到把所有的

故事都看完，我再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

投票，虽然我知道自己的那一票可能微

不足道，但这也是我的选择，和对文明

的支持。”王大爷如是说。

每年的“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

就是像是岁末年初不变的约定。近日，

2018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

不可否认，文明程度的高低是衡量

一座城市发展水平的 好方式。而在青

岛，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就能发现，

主动礼让斑马线的并非是一两名司机；

主动捡拾路边垃圾的也并非是固定的几

名学生；为环卫工提供热水热饭的爱心

驿站并非一两个……除了这些，还有那

些站在街头，风雨无阻指挥着行人和车

辆的公共文明引导志愿者；那些支教教

师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但却从未间断

的爱心支教队伍；那些在工作岗位上不

断拼搏进取的敬业之人；那些勇于挑战

生活艰难，对亲情不离不弃的人们……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市民素质是城市文

明的灵魂。而这些人，他们生活在青岛，

他们为青岛城市文明水平的提升默默地

做着贡献。而当我们去一一细数这些，

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比之更甚的

是发自肺腑的“自豪感”。

文明的青岛，像“大爱”的助燃剂，

将城市幸福翻倍无数。

文明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座城市发展水平的最好方式 图 / 苏同青
Moral standards are the best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 city.

城市环境氛围的提升 让青岛变得更加美丽 图 / 王勇森
The improvement in the city environment makes Qingdao become more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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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广告等 8 类 5120 项问题，整治区

域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小商品城、厨具

商城等“五城”周边是展现“千年商都”

风采重要区域，对鹤山路、佳乐家路口

等重点商圈周边实施区域性综合整治，

拆除违规广告牌匾 2.59 万平方米、私

搭乱建 1.2 万平方米；升级改造门头牌

匾1.4万平方米，整饰粉刷建筑立面3.69

万平方米。落实即查即拆措施，健全新

生违建网格责任监管机制。10.4 万平方

米新生违建实现“早发现、快清理”，

存量违建实施分类稳妥治理，累计拆除

6000 余处 167 万平方米。

除此之外，全面开展停车秩序规范

整治行动，施划路沿石以上停车泊位

7300 余个，设置花箱等物防隔离 1200

余个，智慧停车项目已上线试运营，在

泰山二路等 7条市政道路建设路内停车

泊位 2300 余个，有效缓解停车难。规

范管理露天烧烤、马路市场等。通过持

续整治规范，362 家露天烧烤经营业户

全部退路入室，大同街旧货市场、新昌

街等 33 条马路市场化堵为疏、还路于

民，对占路经营、店外经营实现常态化

监管。同时，落实落细“街长制”，充

分发挥各级街长定期巡查、及时劝导、

协调反馈、监督落实职能作用，严格按

照“巡查 - 交办 - 处置 - 督查 - 销号”

工作机制层层压实管理责任。截至目前，

“街长”已排查整改问题 2253 处。

青岛市即墨区文明办相关人员介

绍，“自 2017 年以来，青岛市即墨区

同步推进户外广告、门头牌匾、城市色

彩、箱体杆件、夜景亮化、违法建设治

理等整治提升工程。对全区城镇范围内

排查建筑物破损、与相邻区位环境色彩

不和谐、色彩强烈刺眼、色度饱和浮夸、

涂层斑驳脱落和未明确责任人的楼面、

幕墙等进行更换或修补，并实施立面清

洗粉刷，有序调整优化城市色彩。截至

目前，已粉刷建筑立面35.2万平方米。”

经过几年时间的大力宣扬，礼让斑

马线成为青岛街头巷尾的一道风景。从

一开始公交车、出租车的引领和带头，

到现如今私家车车主们也形成了这样的

好习惯。对此，交运温馨巴士驾驶员贾

立杰深有感触。经过努力，青岛市礼让

斑马线行为已经卓见成效。

近几年来，随着礼让斑马线活动深

入开展，文明交通出行渐成风尚。贾立

杰从活动开始之初，就积极倡导这一文

明行为，主动礼让行人。贾立杰表示，“礼

让斑马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行人和驾

驶员发生危险的可能，对双方都是好事。

“以前经过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

时，需要非常小心，很害怕行人突然出

现，有时候我们礼让了，其他车不礼让，

甚至有的车辆加速通过，造成事故隐

患。”为了 大程度地避免此类情况发

生，贾立杰自创了“礼让牌”：当公交

车驾驶员要停车礼让时，从左侧车窗将

“礼让牌”伸出去，警示左侧车辆有行

人要通过，呼吁其他车辆一起停车礼让。

“以前我们停车礼让，后侧车辆由于看

不到行人，有的会不停按喇叭催促，甚

至有可能会猛打方向加速通过，这样更

加危险。自从使用了‘礼让牌’，左侧

车辆基本都能主动停车礼让了。

　　　

文明乡村，幸福热闹家家乐
刚刚过完春节，或许还是有很多人

在感慨城市的年味已不像从前。人们憧

憬着喜庆祥和的过年滋味，也羡慕着热

闹欢乐的乡村氛围。在青岛，文明村庄

的新气象令人赞叹。

青岛平度市仁兆镇韩家疃村积极推

进文明实践工作，发动村民加入志愿服

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组建庄户学院，

利用“菜单式”教学方式，面向广大群

众开展理论宣讲、主题教育、文化传承

宣传服务活动；成立“庄户剧团”，鼓

励民间剧团创作，以“柳腔”展演、文

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新

思想，赞美新变化；壮大“沽河驿站”

志愿服务队伍，成立夕阳红志愿者、巾

帼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等服务分队，广

泛开展扶贫济困、敬老助残、保护环境、

维护秩序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以点带

面、以线带片，韩家疃村积极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推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规范化化长效化，致力于打造

走在全镇乃至全市前列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示范站。

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建立，平

度市仁兆镇韩家疃村文明实践工作逐步

推进展开，村庄从村容村貌到群众的精

神面貌，都变得“不一样”了。新春学

习新时代精神，了解新农村政策。从党

员干部到一般群众，都爱聚到一起，打

开手机“学习强国”APP，学习总书记

的讲话精神，了解党中央关于新时代、

新农村的 新政策。此外，志愿者加入

新春大扫除。今年，常常看到一些年轻

的“沽河驿站”志愿者们往来于孤寡老

人、残疾人家中，帮助他们打扫卫生，

过一个干净爽利的新年。春节期间村里

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节目，有“庄户学院”

话新春，有“庄户剧团”闹元宵，节目

精彩纷呈，形式新颖多样。

青岛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刘家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全面加强村庄思想道德建

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整合各种资源，成立了“一

缕阳光”、情系民生、文化志愿 3支文

明实践队伍，下设 8支小分队，在村庄

管理、民生服务、文化振兴上发力，通

过“一讲三践行四培养”，积极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

风文明新气象，努力打造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刘家村样板”。

据了解，青岛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刘

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立“党员先锋”

志愿小分队，以党员为主体、街巷为网

格成立横到边、纵到底的村级卫生网格，

努力营造“一名党员一条街巷、一名党

员一面旗帜”的生动格局；成立宣讲志

愿者小分队，深入开展“理论惠民”宣

讲，积极向村民广泛宣传解读党的“三

农”政策和强农惠农富农举措；成立移

风易俗志愿小分队，引导村民主动摒弃

封建迷信和陋习；成立由党员组成的爱

心联盟小分队，发挥党群互助作用，党

员牵头帮扶弱势家庭，定期走访村庄老

人，自发为困难群体捐款；成立文明管

理小分队日常维护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根据群众需求合理安排活动；成立了邻

里艺术团、心连心艺术团，精心组建了

10余支表演队伍，文艺骨干近 200 人，

每年开展演出达 200 场以上，创作出了

60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免费

为群众演出，让村民在耳濡目染中接受

文明教育、提升文明素质。多支队伍相

互协作，文明之花遍地盛开。现在的刘

家村，村容整洁、安定和谐、家庭和睦、

邻里团结、移风易俗、欢乐祥和，村庄

呈现出一派和谐文明的新气象。

幸福的定义有很多，可以是财富

收入，可以精神收获，当我们去品评

一座城市的幸福指数，逃脱不开的是

人们对城市文明的关注。文明青岛，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心奋斗，骄傲

从容，让奋斗在这里的人们暖心动容，

释放骨血中的大爱情怀。这样一来，

城市幸福已翻倍，个人的幸福也追随

起来。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ocial moral 
standards can best reflect how 
developed a city is. In Qingdao, 

if you have a keen eye, you will find 
many drivers stop and let pedestrians 
pass at zebra crossings; a lot of student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ick up garbage 
along the roads;  and several  care 
stations provide hot water and meals for 
sanitation workers. There are also social 
moral volunteers guiding pedestrians 
and vehicles to go smoothly regardless 
of wind or rain, teachers coming group 

by group as volunteer teaching teams, 
di l igent  workers  working hard at 
different posts, and people daring to face 
challenges in life and pulling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in times of trouble. 
Citizens are the main body of a city, 
and citizens’ quality is the soul of moral 
standards. These people are living in 
Qingdao and making sil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morals of 
the city. As we are telling their stories, 
not only happiness but also a sense of 
pride arise spontaneously in our heart.

“礼让斑马线”在青岛蔚然成风 图片提供 / 青岛真情巴士集团
“Let others go rst at zebra crossings” has become a common act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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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活力区，青岛“未来之城”

Marine Activity Zone, "Future City" in Qingdao

文/王欣  韩丽

日前，总投资 1000 亿元的青岛海洋活力区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工奠基。该项目由青岛西海岸新区

联手融创中国开发建设，其中首开区投资 120 亿元。

自青岛海洋活力区于2018年 12月在香港山东周签约以来，仅用了两个半月时间开工，体现了“西

海岸速度”。青岛海洋活力区的开工奠基，是西海岸新区贯彻落实山东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工

作动员大会精神和青岛市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举措，是接续发起“攻山头、

炸碉堡”一个又一个攻势的具体行动。

聚焦：投资 1000 亿元
打造青岛“未来之城”

青岛海洋活力区位于西海岸新区滨

海大道以西、世纪大道两侧区域，占地

面积 3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 630 万平

方米，以建设“独具海洋文化特色的现

代化新型中央活力区”为目标，按照“开

放、现代、活力、时尚”理念，重点打

造海洋创新发展智慧领航区、国际经贸

合作机构总部集聚区、东北亚航运中心

商务核心区、区域金融贸易创新示范区、

现代滨海都市活力时尚之心。

青岛海洋活力区坚持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中国特色，高起点定位、高标

准规划、高水平建设。坚持高点规划引

领，主要以多元海洋要素特色地标群

和超级复合时尚街廊、活力通廊、绿化

廊道，构筑集聚性的创意化生态活力空

间，形成独具空间艺术魅力、富有海洋

文化内涵、体现完善服务功能的生态智

慧型城市地标性区域。实现高新产业集

聚，聚合全球要素，以“海洋经济合作

平台”为主题，按照“产城融合、智慧

可续”的城市发展模式，重点培育海洋

科技、海洋信息、海洋商贸、海洋金融、

海洋资源等总部服务型新兴经济产业，

引进各类企业总部 100 家以上，建成青

岛西海岸总部经济中心集聚地。实施高

端配套服务，聚集商务酒店、国际商购

Mall、未来展示中心、海洋博览中心、

时尚体育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健康医

疗中心等高端服务设施，致力于将青岛

海洋活力区建设成为新时代西海岸城市

发展核心增长极和青岛国际大都市新名

片。

青岛海洋活力区地处青岛西海岸新

区的核心区，区位优势显著。处于青岛

前湾港、董家口港两大国际深水港之间，

距离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40 分钟车程，

距离青岛西站 15 分钟车程。紧邻占地

333.3 公顷的超大城市中央公园，纵享

青岛西海岸 优越的生态景观和休闲资

源。建成后的青岛海洋活力区，将成为

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动力心脏、智慧大脑，

为西海岸新区提供创新基因、动力之源，

将成为青岛城市发展的新空间、西海岸

的新地标群、现代产城融合的新典范。

不久的将来，一座“未来之城”将在西

海岸崛起。

“融创中国与青岛和西海岸在影视、

文化、旅游等方面有广泛的合作，在西

海岸新区的项目累计总投资2100亿元。”

中共青岛市委常委、西海岸新区党工委

书记王建祥表示，该项目由西海岸新区

联手融创中国开发建设，从 2018 年 12

月在香港山东周上签约到开工，仅用了

两个半月时间，体现了“西海岸速度”“融

创速度”。

融创中国是国内 大的持有型物业

及文化旅游地产投资商，拥有丰富的城

市开发运营经验，具备强大的资源整合

青岛海洋活力区鸟瞰效果图
Design sketch of Qingdao Marine Activity Zone from the overhead perspective.

青岛海洋活力区效果图
Design sketch of Qingdao Marine Activity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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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度假区两大板块，其中影视外景地建

设包括古装拍摄区、民国老上海（老青

岛）街区、欧美街区、民国老北平街区

和石库门建筑区等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区

域风情风貌的外景街区，旨在打造集影

视拍摄、影视旅游、实景互动体验及商

业功能于一体的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型

影视外景地；灵山湾文化旅游度假区建

设大地艺术、婚庆殿堂、演艺秀场、生

态奥莱、餐饮商街、文创商街、度假住

宿等内容，将建设成青岛城市微度假首

选目的地。

海外仓进出口青岛总部项目由山东

海外仓进出口公司和香港海外仓集团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主要从事货物进出口、

互联网信息服务、预包装食品的销售、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供应链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等。

开普路高端精密测量仪器研发生产

基地项目由香港德普实业有限公司及以

色列开普路工业公司投资，主要从事激

光水平仪、电子水平仪和激光测距仪、

水平仪等精密测量仪器的生产。

易触系列自助售货机生产基地项目

由青岛易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香港澳

纳（亚洲）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主要建设智能售货机全自动化研发生产

基地。

香港城市大学青岛区块链研究院项

目将由香港城市大学拟与新区合作建立

香港城市大学青岛区块链研究院，依托

各自优势资源，合作搭建区块链治理研

究平台，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

中的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和项目孵化，

为政府在区块链领域提供专家智库，为

新区培育新经济项目的人才和创新企

业。

青岛是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滨

海度假旅游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正乘着“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的东风，加快建设开放、

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青岛

西海岸新区是 2014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

设立的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肩负着海洋

Recently ,  the  construct ion of 
Qingdao Marine Activity Zone 
with an investment of 100 billion 

yuan kicked off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project, aiming to build 
“a modern new central activity zone with 
unique marin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establishing 
an “open,  modern ,  energet ic  and 
fashionable” city. It focuses on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pilot area oriented towards 
marin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 
gathering area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 n d  t r a d e  c o o p e r a t i o n  a g e n c i e s 
headquar ters ,  a  sh ipp ing  centra l 
business core area of Northeast Asia, a 
regional finance and trade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and an energetic 
fashion center of the modern coastal 
metropolis. Following its establishment, 
this zone will become the heart and 
brain of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providing innovation genes and source 
of drivers for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It will serve as a new spa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Qingdao, a new landmark 
group on the west coast, and a new model 
for modern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A “future city” will rise on the west coast 
around the corner.

能力。青岛西海岸新区将与融创中国一

起，集聚优势资源、高端人才，以世界

眼光、国际标准，高水平开发建设，着

力打造活力无限、引领西海岸未来发展

的海洋活力区。

青岛海洋活力区的开工奠基，是西

海岸新区贯彻落实山东省“担当作为、

狠抓落实”工作动员大会精神和青岛市

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

都市的重要举措，是接续发起“攻山头、

炸碉堡”一个又一个攻势的具体行动。

回眸：香港山东周
青岛西海岸新区成绩“抢眼”

时间拨回 2018 年末。12 月 4 日至

7日，以“选择山东，机遇共享”为主

题的“2018 香港山东周”活动在中国香

港举行。两天里，在山东省和青岛市举

办的招商推介活动上，青岛西海岸新区

连续签约 8个项目，总投资超过 197 亿

美元，涵盖总部经济、城市综合体、现

代物流、高精仪器研发制造、区块链研

究等领域，成为青岛市签约项目 多、

投资总额 大的区市。

在作为 2018 香港山东周系列专题

活动之一的国际资本助推山东“十强”

产业推介会上，青岛西海岸新区成功签

约 85 亿美元大项目——青岛海洋活力

区项目，作为本次香港山东周上签约总

投资额 大的项目，将在青岛西海岸新

区建设总部型经济项目，用 5 至 10 年

时间建成新一代海洋创新经济示范区，

使之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滨海城市的活

力之心，助力新区海洋经济跨越发展。

除此之外，西海岸创新科技城项目、

中海商贸综合体项目、青岛影视外景地

文旅综合体项目、海外仓进出口青岛总

部项目、开普路高端精密测量仪器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易触系列自助售货机生

产基地项目、香港城市大学青岛区块链

研究院项目也将纷纷为青岛西海岸新区

的发展助力。

西海岸创新科技城项目由中国金茂

控股集团投资 85 亿美元，拟建设中化

互联网创新产业园、青岛能源交易中心、

国际创新服务产业园、绿色智慧城市示

范中心四个产业板块。其中，启动区中

化互联网创新产业园规划建设互联网总

部大楼、能源互联网产业研发中心、云

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研究

院等 10类创新科技研发应用平台。

中海商贸综合体项目由中国海外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 18 亿美元，将建设聚

商业、餐饮、娱乐、休闲、文化等多种

消费功能于一体的商贸综合体，为市民

创造一个便捷易达而多元的体验空间，

成为引领都市人群生活方式的综合服务

中心。

青岛影视外景地文旅综合体项目包

括藏马山影视外景地以及灵山湾文化旅

强国、军民融合两大国家战略使命，成

立 4 年多来，西海岸新区以“深度军民

融合、全面经略海洋、建设美丽新区”

为发展目标，大力弘扬“先行先试、善

作善成”的新区精神，激情实干、担当

作为，经济保持高速高质增长，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500 亿元、增长

9.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3 亿元、税

收占比 83％，综合实力在 19 个国家级

新区中位居第三。近年来，青岛西海岸

新区建设发展风生水起，开发开放步伐

不断扩大。截至目前，已引进百亿级大

项目 40个 , 其中 500 亿级大项目 6个；

世界 500 强投资项目累计达到 200 个。

（本文图片由中共黄岛区委宣传部

提供）

共享绿心公园效果图
Design sketch of the shared Green Park.

休闲商业街区效果图
Design sketch of the leisure and commerci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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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出道  青岛西海岸受追捧
2017 年 11 月 1 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新晋入网城市名单公

布，青岛被授予“电影之都”称号，成

为中国首个“电影之都”，青岛西海岸

成为青岛电影发展的硬支撑。

40 个世界顶级摄影棚，大剧院、

电影博物馆、酒店群等影视会展设施配

套开放， 高给予制作成本 40% 的补

贴……一流的影视硬件设施、一体化的

影视服务体系、与国际接轨的优惠影视

政策，这里成为影视从业者的天堂。

中美合拍大片《长城》、好莱坞巨

制《环太平洋2》、黄渤的《一出好戏》

等重大影片相继在此诞生，《流浪地球》

《疯狂的外星人》更是让这里“一夜成名”。

截至目前，共有200余家影视企业、

导演编剧工作室注册入驻青岛西海岸新

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47 部国内

外影视作品在此完成拍摄，华语电影史

上投资规模 大的《封神三部曲》等 4

部作品正在紧张拍摄。2019 年，《太空

2049》《天星术》等影片也将在此陆续

开拍。

电影工业化生产、全产业链配套， 

青岛西海岸成为引领国内电影升级换代

的影视制作基地。

担当龙头 
打造世界级影视产业基地 
2018 年 12 月 15日，山东省政府发

布《山东省影视产业发展规划（2018-

2022 年）》，明确指出将叫响青岛“世

界电影之都”“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

区”“东方影都”等品牌列入发展规划。

提出要形成“1+N”影视基地（园区）

布局，以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为

龙头，打造全国领先、世界水平的影视

产业基地，辐射带动一批主业明显、特

色鲜明的影视产业园区，在全省形成一

核引领、多点发力、融合发展的影视产

业发展新格局。

根据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之都”

建设 3 年行动计划，到 2021 年，这里

将统筹形成“1+2+X”空间布局，以影

视产业园为核心，藏马山影视外景地、

星光岛影视会展中心为支撑，辐射带动

一批专业化、特色化的影视资源，在西

海岸新区中部全面崛起国际化影视城。

金凤凰奖颁奖、全国院线国产影片

推介、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过

去，这里让世界看到了一座电影新城的

活力；青岛东方影都全国群演大赛暨《群

演公社》项目、中国（青岛）影博会……

未来，这里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

视制作、交易和展示平台。 

青岛西海岸，以实力见证中国电影

发展。

（本文图片由中共黄岛区委宣传部提供）

青岛西海岸：载入中国电影史

Qingdao West Coast: going down in Chinese film history

文/王欣  李杰

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了太空竞赛——《纽约时报》

中国影人在科幻片领域迈出了一大步——《金融时报》

中国不再需要好莱坞——《福布斯新闻》

……

2019年春节档，注定载入中国电影史册。上映15天，60亿！在青岛西海岸置景拍摄的《流浪地球》

《疯狂的外星人》两部科幻大片以高额票房登顶贺岁票房榜，开启了中国电影科幻元年。

青岛西海岸，成为中国影视新力量的重要票仓。

追梦科幻 东方影都成摇篮
2017 年，《流浪地球》在位于青岛

西海岸新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的青

岛东方影都正式开机拍摄，使用影视产

业园 8座摄影棚，完成了上万件道具的

制作。

“我们也是走过了中国大大小小的

影视基地，东方影都绝对是 专业的，

很多在其他地方无法做到的置景要求，

在东方影都都可以满足。”《流浪地球》

制片人王鸿表示。

2018 年 4 月 28 日，青岛东方影都

全业态落成。不同于国内其他以“外景

地 +影视旅游”模式为主的影视基地，

东方影都明确以工业电影基地为自身定

位，由世界一流的英国松林公司设计制

作影视产业园园区摄影大棚，建成包含

世界 大 1万平方米单体摄影棚、世界

惟一的室内外合一水下影棚等在内的

40 个世界顶级摄影棚，配套邻近周边

的 32 个置景车间，全方位满足国内外

大制作影片的摄制需求，成为国内规划

超前、标准 高的工业电影基地。

“东方影都拥有一流的影棚，设施

先进，国外也没有这么好的设施。 ”

经过全方位考量，中国科幻追梦人郭

帆将《流浪地球》拍摄地定在青岛西

海岸，开始了国内前所未有的置景尝

试。青岛东方影都，成为中国科幻电

影的摇篮。

The 2019 Spring Fest ival  wi l l 
definitely go down in the Chinese 
film history. A box office of 6 

billion has been achieved within 15 days! 
Two science fiction blockbusters - The 
Wandering Earth and Crazy Alien topped 
the box-office chart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marking a start of the sci-fi era 
of Chinese film. Qingdao West Coast has 
become a new powerful ticket bunker in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Formerly, there were Golden Phoenix 
Awards, Domestic Films Promotion of 
China Cinema Lines, the First SCO Film 
Festival, etc. The world has seen the 
vitality of Qingdao as a new film city. 
Later on, there will be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National Populace 
Actor Competition and “Populace Actor 
Commune” project, Qingdao International 
Movie Metropolis Film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Expo and so on. Qingdao West 
Coast is to become a film production, 
trading and displaying platform attracting 
the wides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Qingdao West Coast with its own 
s t r e n g t h  i s  c o n t r i b u t i n g  t o  t h 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电影 流浪地球 海报
Poster of The Wandering Earth.

俯瞰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
A bird’s eye view of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SUNAC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Park.

鸟瞰影视产业园数字影音中心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Digital Audio and Video Center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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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于人，服务于心

Dedicate to the people with sincere services

在青岛，志愿服务的迅速发展，基于这座城市大爱情怀的坚实根基，更是多样的形式与号召，让志愿服

务精神融入了青岛人的血液。2008 青岛奥帆赛的成功举办，是青岛志愿服务的起点，而后的青岛，涌现出了

多种多样的志愿服务团队。经过几年的发展，截至目前，在青岛志愿服务网注册的志愿者 1532716 人，志愿

服务团队 13468 个；青岛志愿服务网已注册服务基地 3150 个，志愿服务项目 8143 个。于是，在这座城市每

一个需要温暖关爱的地方，都能看到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听到他们温暖的话语。不畏严寒酷暑，无论黑夜白天，

用自己的爱心奉献，为我们的城市增添了一道道亮丽动人的风景线。

青岛的志愿者们再也不是一天的志愿者，而是天长日久的存在，志愿服务活动也逐步成为了日常的、丰

富的、周全的、有组织有规划的行为。青岛的各区市也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形式新颖，效果显著。

志愿者们充实自我，助人为乐，他们真正做到了奉献于人，服务于心。

文/魏浩浩

“帮”字入手，
文明实践暖人心

近日，以“阳光城阳 温暖实践”

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

队成立仪式在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广场举

行，同时，结对帮扶志愿服务也一并启

动。城阳区党员志愿者代表、社区志愿

者代表、部分志愿团队代表共计 700 余

人参加活动。 

据了解，青岛市城阳区作为山东省

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区，自试

点工作开展以来，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充分

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发挥好志愿服务的

作用，对此，青岛市城阳区文明办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

式是志愿服务。城阳区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需求、贴近群众，围绕‘帮老、帮困、

帮病、帮残、帮教、帮事、帮心’等项目，

充分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志愿队带

头作用，和‘小手拉大手’家庭公益作用，

组织发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各级文明单位及爱心企业、社会爱心人

士、各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助力乡

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

城阳区全区 9万多名志愿者以满腔

的热情、专业的技能、周到的服务，走

向社会、走进社区，对推进城阳区精神

文明建设、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

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围绕‘帮老’项

目，发动志愿者针对6000多名孤寡老人、

贫困老人、空巢老人，开展爱心陪伴、

健康义诊、卫生清理等志愿服务活动。

围绕‘帮困’项目，发动党员、爱心企业、

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红色宣讲志

愿服务者、‘家庭公益梦想’志愿者、

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8支志愿队伍，

对全区 1437 户贫困家庭进行结对长期

帮扶。每个结对志愿者每季度走访一次，

助力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围绕‘帮

病’项目，创建‘向日葵’家庭医生服

务品牌，组建家庭医生二级团队45个，

一级团队 174 个，向日葵志愿者 600 多

人，定期上门就诊、就医，解决了病患

家庭的实际困难。围绕‘帮事’项目，

发挥社区网格员作用‘化民怨、除民忧、

解民困’，助力社会治理。组建基层‘和

事佬’志愿调解队伍、‘张淑娟’调解

室，化解、调解邻里家庭矛盾，文明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成功调解 300 余例，

成功率达到 98%以上。围绕‘帮心’项

目，建立瑞阳心语文明实践站，开展‘阳

光心灵’志愿活动，免费为社区居民、

企业职工、中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服

务。累计开展免费心理健康咨询、培训、

辅导 200 余场次，培养各类心理骨干、

心理咨询师、军转干部共计5600人次，

接待心理咨询 2000 余人次。”城阳区

文明办相关工作人员如是说。

志愿服务是一项十分崇高、大有可

为的事业。城阳区是一座充满温暖、爱

心的阳光之城。“帮”字入手、温暖实践，

是城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一大特

色。围绕帮老、帮困、帮病、帮残、帮教、

帮事、帮心“七帮”项目，通过广泛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使城阳区文明实

践工作更有情怀，更有温度，更有针对

性、实效性、吸引力和凝聚力。参与志

愿服务、争当光荣的志愿者，已成为阳

光城阳人奉献社会、建设城阳的一种精

神追求。

有爱的“萤火虫”
散发温暖的光

青岛公交集团城阳巴士有限公司有

着一群热心助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平日

里，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不同类别的

志愿服务项目，他们把自己统称为“萤

火虫”，在工作之余发光发热，真正将

无私奉献贯穿于企业之中。

在元宵节前夕，青岛公交集团城阳

巴士有限公司“萤火之光”的志愿者们

来到了城阳区河崖社区，和老人、孩子

们共同制作元宵来庆祝元宵节的到来。

对此，城阳区河崖社区的王大姨高兴地

说：“我们自己做的这些元宵虽然不如
近日 以“阳光城阳 温暖实践”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成立仪式在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广场举行 图片提供 / 青岛市城阳区文明办
Recently, the establishing ceremony of the New Era Civi l ization Practice Volunteer Service Team themed with “Sunshine 
Chengyang, Warm Practice” was held in People’s Square in Chengyang District.

青岛公交集团城阳巴士有限公司“萤火之光”的志愿者们来到了城阳区河崖社区 和老人 孩子们共同制作元
宵来庆祝元宵节的到来 图片提供 / 青岛公交集团城阳巴士有限公司

The volunteers of “Fire y Light” from Qingdao Public Transportation Group Chengyang Bus 
Co., Ltd. c ame to Heya Community in Chengyang District, and made sweet dumplings with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044
SAILING CITY

045
SAILING CITY

关注 /特别报道 Highlight S  

超市里的卖相好，但口味不太甜，更加

适合老年人吃。这次学会了做元宵，以

后家里再也不买了，自己做的干净卫生

又好吃。”

“萤火之光”的志愿者吕萍平时在

家就是一个会在“吃”上花心思的人，

所以制作元宵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难

事。上网查阅资料、寻找更适合老人的

食材、到超市去准备齐全，整个过程她

都十分享受。“亲手做元宵不仅能够锻

炼老人手眼脑的协调性，做出的元宵也

更适合老人的口味。”吕萍说道。

“其实做元宵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跟在家里包豆包差不多。”吕萍给王彩

英老人和同事们讲解如何制作元宵。这

次志愿者们准备的元宵馅都是特意挑选

的甜度较低的食材，如豆沙、椒盐黑芝

麻和花生等馅料，更适合老人食用。王

大姨做的 初几个不是很好，看起来有

点像缩小版的豆包，老人看着自己的‘作

品’，哈哈大笑起来。逐渐的，她做得

越来越好，老人的精神头儿也被调动起

来，不停地尝试不同的馅料。待元宵做

好后，志愿者们又开始忙活煮元宵。看

着自己做的元宵一个个滚入锅里，志愿

者的脸上充满了成就感。

据了解，吕萍所在的“萤火之光”

温暖相伴服务团队已经成立了近 4年时

间，成员 200 多人。平日里一有时间，

他们就凑一些钱，采购一些米面粮油等

生活必需品送到空巢老人家中，除此之

外，他们经常陪一些孤寡老人聊天、进

行简单体检、理发等。“萤火之光”的

志愿者中约有一半以上都是公交车司

机，他们放弃了休息时间，参与敬老活

动，有时因为时间紧张，他们顾不得休

息，就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

“我之前只吃过元宵，从来没有亲

手制作过，这次尝试之后，觉得很有意

思。”河崖社区的王雪梅老人说道。“自

己做的元宵吃在嘴里的时候，一种幸福

感和满足感瞬间涌上心头。希望这样的

活动经常搞，让我能‘活到老、学到老’，

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快乐。”

公交车上的“特殊课堂”
寒假结束，学生们的新学期也正式

开始了，可谁曾想，在新学期开始之前，

部分小学生的第一堂课设置在了公交车

上。近日，为了做好开学季学生有序文

明安全的乘车工作，青岛公交集团城阳

巴士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小学生新学

期的第一堂课开到了公交车上，青岛市

城阳区春雨小学的同学们在公交车厢内

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文明乘车知识课。

课堂上，公交集团的优秀驾驶员李

玉泉围绕“文明交通，从我做起”这

一主题，通过图文并貌的方式，讲述了

当前的交通形势，重点讲解了随意穿行

马路、在马路上互相追逐打闹及乘坐隐

患车辆、超员车、超载车等不良行为的

危害性。同时，李玉泉告诉学生们，应

该如何正确过马路、走人行道，如何安

全出行和乘车，如何在道路上避让车辆，

免受人身伤害，并用身边真实的交通事

故案例，强调了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

重要性。

当同学们在“站牌”等车时，李玉

泉讲解道：“等车时一定要站在候车亭

内有序乘车，由于我们小学生身材较小，

千万不要拥挤。”当公交车缓缓驶来，

在“站牌”旁边停稳，同学们按照李玉

泉之前所讲授的有序候车，排队上车。

上车后，李玉泉的讲解又开始了：“上

车后要抓好把手，不要吃东西，不要打

闹……”据李玉泉介绍，虽然这些知识

在课堂上老师也讲过，但在实际乘车中

容易忽略，“现在我们将讲堂‘搬’到

现场，同学们的记忆会更加深刻，操作

性更强。” 

此外，在“课堂”上，公交车驾驶

员们还与学生们进行了互动游戏。在与

学生的互动中，公交车驾驶员对常见的

交通标志标线进行了详细地讲解，以风

趣、亲近的话语要求他们摒弃交通陋习。

同时，向学生们发放了宣传资料，希望

学生们能把学到的安全乘车知识带回家

去，分享给父母，增强家长遵守交规、

文明驾驶、安全行车意识，形成家庭、

社会、学校共同关注学生交通安全的良

好氛围。

春雨小学学生王雪对于这次的校外

课堂内容非常喜欢，她说道：“这样的

课堂和我们平日里在学校学习完全不一

样，在公交车上亲身体会，对于一些交

通规则我们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希

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学习机会，丰富

我们的课外知识。”

不知从何时起，“志愿者”成为了

人们心中善良的化身，他们敬业、奉献、

乐于助人的无私精神总能让人感受到满

满的社会正能量，青岛，这座被大爱拥

抱的城市，也因为有志愿者的存在，有

志愿服务团队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灵动与

美丽。奉献和服务，从人出发，从心出发。

In Qingda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 service is based on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great love 

in the city. Also the various forms and 
appeals make volunteerism integrate 
into the blood of Qingdao people. The 
successful holding of the 2008 Olympic 
Sailing Competition marked the start of 
volunteer service in Qingdao. Later on, a 
variety of volunteer service teams spring 
up. After several years of development, 
so far, 1,532,716 volunteers and 13,468 
volunteer teams have registered on the 
Qingdao Volunteer Service website. The 
website has registered 3,150 service 
stations and 8,143 volunteer service 
items. Hence, in every corner of the city 
in need of help and care, you can see 
busy volunteers and hear their heart-
warming words. No matter it is in cold 
winter or hot summer, day or night, 
they constitute a host of beautiful 
scenes in our city with their kind heart 
and dedication.

青岛市城阳区春雨小学的同学们在公交车厢内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文明乘车知识课 图片提供 / 青岛公交集
团城阳巴士有限公司

The students of Chunyu Primary School had a vivid class of safe and civil bus ride knowledge on 
a bus.

青岛新时代文明实践
“家庭志愿服务日”活动启动

Qingdao New Era Moral Campaign “Family 
Volunteer Service Day” kicks off

文/妙洋

3 月 5日，由青岛市文明办主办，中共崂山区委宣传部、崂山

区文明办、崂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崂山团区委承办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家庭志愿服务日”主题活动在崂山区第三实验小学正式启动。

据了解，青岛市在崂山区的32所学校开展“家庭志愿服务日”

活动，在 6所学校试点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校园志愿服务创客中

心。通过设立创客中心，孵化适合家校联动、家长学生联动开展

的“校园微志愿”系列志愿服务项目，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志愿服

务家庭设立具有仪式感的“家庭志愿服务日”，带动社会更多力

量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其中，“校园微志愿”是

全国首个针对中小学生的志愿服务项目菜单。

据悉，“家庭志愿服务日”主题活动可以通过“四个 1”路径

来实现，首先是“1个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校园志愿服务

创客中心，主要任务为学校开展志愿服务提供项目对接、资源支持、

整合队伍、塑造品牌，助力学生品德提升和文明校园创建。其次

是 1个移动平台——“志愿崂山”，目前平台已经完全能够满足

组织和志愿者注册、项目发布、活动报名，工时记录、证书下载

等功能。第三，1项主题实践活动——“校园微志愿”。目前已

发布的 28个“校园微志愿”项目菜单，小而美，小而易，小而精，

参与性广、操作性强、灵活性高，能让家长和学生力所能及、随

时随地的参与志愿服务。第四，1方智力支持——志愿服务导师团。

青岛市志愿服务学院导师团将全方位的对创客中心建设规划、项

目开发、活动实施等提供支持。

在活动现场，该活动的相关负责人为首批设立“家庭志愿服

务日”的志愿家庭代表赠送“家庭志愿服务日”电子相册；为校

园公益导师代表颁发聘书；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校园志愿服务创客

中心试点学校授牌。

仪式最后，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曹峰，

中共崂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洵与志愿家庭代表一同登台，

以倾倒流沙的形式宣布“家庭志愿服务日”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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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海湾化学被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工环保协会授予

“十二五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环境保护

先进单位”；2017 年，在由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组

织召开的“2017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绿

色发展大会”上，海湾化学荣膺“2017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称号，

将“绿色大奖”收入囊中；2018 年，通

过蓄力新动能而不断变革升级的海湾化

学更是环保绿色的；2019 年，海湾化学

将以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对工艺、技

术和产品不断进行升级和引领，在这条

绿色化工之路上大步前行，使海湾化学

向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现代化工企业

迈进的方向更加坚定和清晰。

借助环保搬迁契机，
开启绿色化工之路

谈起海湾化学一直所倡导的绿色环

保之路还要从头说起。上世纪90年代，

机制落后和需求下滑给青岛化工企业带

来了严峻的生存难题。此外，环保问题

和发展空间受阻，更是给企业雪上加霜。

青岛化工企业出路何在 ? 这时候，有人

提出：“只要蜷缩在老城区，青岛化工

就不能实现集群化、一体化发展，惟一

出路是进行大规模搬迁，而且要在搬迁

后全面升级，从环保、规模、技术上脱

胎换骨。”

而在此时，青岛市“环湾保护，拥

湾发展”的战略构想已经明确提出，“老

城区企业搬迁”也已提上日程。此时，

企业搬迁升级、异地跨越发展，成为了

公司决策者的共识。当众多企业尚在迟

疑、徘徊之时，青岛市第 7 批搬迁企业

计划中，“海晶化工”已赫然名列其中。

之后，以李明为首的公司领导班子独具

慧眼并为之不懈努力， 终挤进了这块

如今已是寸土寸金的宝地——董家口临

港产业园。

说到这里，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于海

海湾化学，开启的一条绿色化工之路

谈及化工化学企业，你是否很难将其与“绿色”二字相连 ?但在青岛，有一个“例外”，它是海湾化学。

走近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董家口经济区内海湾化学的园区，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宽阔而整洁的厂区、智

能化的管理系统以及舒适而现代化的办公楼——似乎在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绿色”工厂的品质。

文/韩海燕 图 /杜永健

Haiwan Chemical starts a green development road

海湾化学的园区内宽阔而整洁的厂区一角
A corner of the large and clean plant in the 
park of Haiwan Chemical.

舒适而现代化的办公楼
The comfortable modern of 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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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领导班子所拥有的智慧和眼光。老厂

区所处地域早已无法满足企业寻求更大

发展的需求，导致一些好的项目无法引

进 ；电石法制 PVC, 受原料价格波动

影响因素大，且物流半径过长，而致每

年比同行企业多背负上千万元成本……

这些制约公司做大、做强的问题无时无

刻不在困扰着公司决策者。当更多的人

似乎对已有成绩怡然自乐时，公司决策

者却已在筹划着未来公司长远的战略布

局。

2010 年 10 月 29日，海湾化学年产

40 万吨聚氯乙烯搬迁项目在董家口临

港产业区奠基。这也代表着先进制造业

的“海湾化学”成为了首个落户董家口

的企业。与港区码头毗邻的区位优势，

将会以低成本的运输、强大的海运和物

流保障，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成本与竞

争优势。

如今，回头看，在环保搬迁这一“催

化剂”的作用下，从青岛老城区搬迁到

董家口的海湾化学发生了诸多改变：技

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准、高端装备推动生

产智能化、安全网络越织越密、绿色变

革筑牢环保红线……而经过多年的发

展，海湾化学先后入选青岛市百强企业、

中国化工 500 强企业、全国石油和化工

行业先进集体、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等

众多荣誉。

落户董家口，开启海湾新未来
今天，在占地 133 公顷的海湾化学

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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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化学确立了项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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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来，这一根本原则

的确定，不管是从生产原料、生产过程、

产品质量还是循环经济，任何一个角度，

海湾化学的“绿色”探索都具有引领示

范意义。 

而想要实现环保， 根本的途径还

是要依靠技术的进步。从 2010 年环保

搬迁项目奠基开始，借助此次环保搬迁

的契机，海湾集团立足世界化工发展规

烧碱；引进德国技术，建设包括 5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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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海湾的产品大多应用于管道、

普通塑钢门窗等领域，而现在，海湾的

高端产品，甚至能替代部分美国、日本

同类产品。伴随新工艺、新装备的投入

使用，海湾化学逐渐进入世界高端市场，

下游客户均为如雀巢集团、荣威体育用

品、威高集团、扬子江制药等各行业顶

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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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建设，
助推海湾绿色发展之路

在采访中，张清亮一直提到，“绿

色园区的建设与智能化、科技化是分不

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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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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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湾化学拥有约 1 万块智

能仪器仪表，大幅提升了企业的数字

化水平。在智能控制方面，采用 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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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海湾化学技术部部长张清亮深有感触，

他回忆到，“2014 年，环保搬迁项目改

造完成后，海湾化学淘汰了企业连续生

产了 30 余年的电石法PVC生产工艺，

转而引进采用国际领先的英力士氧氯化

平衡法 PVC 生产工艺替代，项目达产

后综合能耗指标较搬迁前下降 16.5%，

使青岛化工从此彻底告别了汞触媒消

耗的历史。”与此同时，海湾化学投资

2556.5 万元引进先进的污水处理工艺及

装置，包括综合废水处理和母液废水处

理系统。其中母液水系统日处理量 2000

立方米，全部回用，实现零排放。其他

废水全部达到城镇污水厂一级 A 排放

标准。总计投资 3380 万的配套热电，

引进当前国内运行 稳定、工艺 成熟、

脱除效果 好的脱硫、脱硝、除尘装置。

投资 1570 万元建设的焚烧炉装置，对

生产过程废气、废液进行无害化处理。 

2017 年 8 月 16 日，《水俣公约》

正式生效，再一次证明了海湾化学独到

的战略眼光。也是在这一年，海湾化学

荣获 2017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

工厂”称号，成为全国氯碱行业中两个

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 

接下来的每一步，海湾化学都秉承

着绿色环保的理念，稳扎稳打的阔步前

进，按照“四化”和“一体化”的要求，

海湾化学先后引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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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烧碱、PVC、VCM、

偏硅酸钠等产品的各项能耗指标均居行

业领先水平；废水、废气、噪声排放达

标率 100%，固废合规处置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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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绿色”工厂的品质
Every corner is manifesting the quality of a “green” plant.

绿树蓝天白云下 掩映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is under the green trees,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050
SAILING CITY

051
SAILING CITY

关注 / Highlight  A   T  

Speaking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do 
you find it difficult to relate them to 
“green”? However in Qingdao, there 

is an exception, that is, Haiwan Chemical.
Going close to the park of Haiwan 

Chemical in Dongjiakou Economic Zone, 
West Coast New Area, Qingdao, one will 
first be impressed by the large and clean 
plant,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mfortable modern office building. 
It seems that every corner is manifesting 
the quality of a “green” plant.

I n  2 0 1 6 ,  H a i w a n  C h e m i c a l  w a s 

granted the title of “Advanced Uni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s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in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by China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Federation and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In 2017, at 
the 2017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Green Development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China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Federation and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Haiwan Chemical 

won the honor of  “Green Plant in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in 
2017” as well as the “Green Award”. 
In  2018,  through developing new 
growth drivers and making consta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iwan 
Chemical becam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green. In 2019, Haiwan 
Chemical will adhere to its innovative 
spirit,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upgrade 
processes,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and march forward on the road of green 
development.

系统进行控制，实现了氯碱、VCM、

PVC、苯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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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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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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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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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令人惊叹的成就背后，体现

了海湾化学对于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等理念的理解，渗透了海湾人

对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绿色产业链构建的

自觉。

如今，海湾化学的绿色发展已经形

成了全产业链闭环，行业内部、产业间、

区域间和公用设施 4大循环经济体系的

初步构建，实现了从原料到产品、副产

品、废气、废水、废渣“吃干榨净”，

大大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和能耗的降

低，成为化工行业转型升级的模本与典

范。

胶州湾畔的海湾化学，无疑是董

家口循环经济区绿色发展产业链的重

要一环，也是董家口践行环保先行的

一个缩影，是国内化工行业的一个样

板。它的转型，尤其是新旧动能的转换，

给众多正在探索着的化工企业带来诸

多启示，想必这是献给中国化工 有

价值的力作。新起点上的海湾化学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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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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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谱写青岛港航新篇章，开启港口发展新未来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 Center: 
Compile a new chapter for Qingdao’s port and shipping 
industry, and start a new future for port development

青岛，一座以港而立，因港而兴的城市。自 1892 年青岛港开埠以来，在 127 年的历史风雨中，这座城市

的所有故事几乎都是从这片波澜壮阔的大海中开启的。在国家“一带一路”规划与建设中，青岛被定位为“新

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

文/韩海燕 

众所周知，港口是城市及周边地区

重要的基础设施，更是全球资源配置枢

纽和区域经济增长引擎，对腹地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影响举足轻重。因此，港

口越兴盛，经济才能越繁荣，社会才能

越进步，国家才会越开放。港口不仅见

证着这座城市的百年兴衰，更是这座城

市加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如今，随着“海洋强国”及“一带

一路”合作倡议的推进 , 港口全球化竞

争日趋激烈。航运服务业作为现代航运

发展重要突破点，对于提升港口软实力、

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加快国际服务贸易

和海洋经济发展以及强化港口城市功能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打造中国

北方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则成为青岛这

座国际性港口城市的志向和目标。

找准短板，精准发力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为强化经略

海洋意识，助推青岛港航创新发展，

2014 年底，青岛市政府批复设立青岛

国际航运服务中心，隶属于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是扶持青岛港航产业发展，提

高青岛港航软实力的事业单位。

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强国战略思想和

“要更加注重经略海洋”的重要指示精

神, 按照《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

提出的做强航运服务，建设青岛国际航

运服务中心的要求，提升思想境界、提

升工作标准、提升责任担当，发起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海洋攻

势”，阶段性成果显著。

但又不得不承认，青岛国际航运中

心与世界航运中心相比较，上升势头虽

然明显，但与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仍

然存在一些差距。

基于此，为更好的服务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 ,促进青岛市的港口转型升级，

扶持青岛港航产业不断发展，青岛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青岛国

际航运服务中心建设的通知》（青政办

函〔2015〕5 号）中进一步明确，青岛

国际航运服务中心要立足集聚航运要素

资源、沟通航运动态信息、规范航运交

易行为、激发航运市场活力 4项基本功

能，逐步建设成为集港口物流、航运交

易、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法律仲裁、

政务服务于一体，覆盖全省、辐射全国、

面向国际的现代航运业服务机构。

中心自设立开始，就坚持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相继被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授牌全国首个“一带一路”

枢纽港口研究示范基地、“深化两大发

展战略、创新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建

设”入选青岛市政府系统创新工作案

例……一项项创新成果转化使中心在业

内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并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里，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工作团

队，他们年轻、朝气、敬业、奉献，是

一支能吃苦、重团结、讲奉献、打硬仗

的青年队伍。团队牢记中共山东省委常

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在参加青岛代

表团对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所指出

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工作团队以过硬的业务素质获各界赞誉 并获得青岛市“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
By virtue of the excellent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e work team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Plaza has obtained 
praises from all circles and won many honorary titles including Qingdao “March 8th” Red-banner Group.

日前 “青岛邮轮产业发展基金”签约仪式在青岛举行
Recently,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Qingdao Cruise Industry Development Fund” was held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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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打造国家级高端航运智库以及航运

指数研究工作为主，先后创新性发布了

中韩、中日、东北亚、一带一路、中欧、

美洲、综合集装箱、邮轮经济发展、青

岛干散货 9支青岛特色航运指数，成为

青岛及周边航运市场的晴雨表和风向

标。并搭建国际港航智库，定期举办高

峰论坛，积极引进和培训高端港航人才，

建立了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青岛实训实

践基地 , 推进上海海事大学青岛研究生

院落地。通过开展《青岛现代航运服务

业建设发展研究》《加快港航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青岛建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

心》等多项课题研究，探索政策与制度

创新，为全国创建“一带一路”枢纽型

港口提供实践案例与政策解读平台。

2017 年，在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出

提出，“加快港航联合商品贸易场建设  

强化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功能”。为此，

青岛国际航运中心创新模式，设立由政

府主导、市场化运营的青岛港航联合商

品贸易场。打造“大数据、线上贸易、

金融服务一体化”创新供应链服务平台。

目前已与董家口经济区管委、青岛港及

以星物流等多家供应链、贸易、物流公

司达成合作，促进青岛港从装卸优势向

贸易优势转化。并联合青岛港、青岛机

场、山东海运、青岛仲裁委等单位共同

发起成立了青岛港航产业发展联盟。成

立以来，走访联盟成员单位，调研港航

物流企业；组织多期“航运创客沙龙”

活动，搭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平台，

目前联盟会员已达 50 余家。通过联盟

的方式把与港航密不可分的航运金融、

航运保险、现代物流、人才交流、海事

仲裁、航运咨询以及指数交易等现代航

运服务产业链完善壮大。发挥联盟成员

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广泛开展国际

合作，成功引进了波罗的海交易所、国

际海事经济学家协会等国际知名航运功

能平台，提升青岛港航在行业内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设立港航产业发展

基金，这是一支专注于港航领域的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母基金总规模 5亿元，

现已到位。青岛港航产业发展基金入选

“青岛海洋经济大事件”。秉承“政府

引导、市场化投资、规范化管理”运营

理念，立足青岛、面向山东，以港航产

业为导向，致力于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现代航运物流、新能源交通、现代高端

港航服务业、临港高端制造等产业的投

资。2018 年走访调研企业与机构 30 余

家，选定储备项目 22 个，重点储备项

的。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把青岛建

设成为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

大都市的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团队中的每个人都

有着明确的分工， 大化的发挥各自专

长，从而合作完成各项工作，在人员少、

项目多、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过

硬的业务素质获各界赞誉。并在开展的

“岗位技能提升半月谈”“航运创客沙

龙”和季度“航运服务之星”评选等活

动中体现了中心集体的精神风貌。先后

荣获青岛市文明单位标兵、青年文明号、

“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如果问，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动力可以让他们耐心

细致地协调和处理每一项工作，想来这

应该来自于他们每个人的责任感、使命

感以及对航运事业和对这座城市发自内

心的热爱。在他们的眼中，能为青岛航

运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是一生难得

的机遇，也是一种责任。“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的理念已经在每个人的心

中根深蒂固。

做优服务，增添动能
按照青岛市编办批复的工作职责，

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主要负责组织实

施全市港口公用的航道、防波堤、锚地

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工作，有序

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青岛市

惟一一家承担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维

护职责的事业单位。目前按照工作安排，

正在开展青岛港前湾港区工作船码头工

程、青岛港前湾航道扩建工程、中科院

海洋研究所大科学工程航道疏浚项目、

董家口琅琊台湾作业区工作船码头工程

等项目。其中，青岛港前湾港区工作船

码头工程，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大科学工

程航道疏浚项目已于 2019 年 1 月通过

竣工验收。其他项目正在按计划稳步推

进。

目前，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正全

力搭建现代港航综合信息平台。据了解，

该项目是“互联网 +港航”的创新性实

践和应用，平台致力于运用大数据、互

联网+、物联网的理念，实现政府部门、

港口、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换共享。项目

分两期完成，一期主要建设内容为“三

个平台，一个中心，一套体系”（港口

航运综合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港口航

运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智慧港航公

共服务平台、港口航运数据中心和标准

规范体系）。项目（一期）将于近期开

工建设。接下来，将与青岛海洋科学与

技术国家实验室、新华 ( 青岛 ) 国际海

洋资讯中心等知名机构深度合作，共建

“青岛国际港航大数据中心”，为信息

化与港航业的融合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成立

的港航发展研究院，以开展港航战略研

青岛港航服务中心的设立为港航产业的发展适时的注入了新鲜血液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 Center timely injects new bloo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rt and shipping industry.

中心依托青岛城市优势 推进青岛港航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青岛港航业的转型升级 ( 图 / 杜永健 )
By virtue of the advantages of Qingdao, the service center promotes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in the port and shipping 
development in Qingdao, and propel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ort and shipping industry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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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developing marine economy and 
prope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ort and shipping, at the end of 2014,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approved 
to build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 Center.

According to the Approval of Matter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 Center 
(No.45 [2014] of The Commission Office 
for Public Sector Reform of Qingdao 
City), the duties and tasks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 Center 
include:  participating in study on 
shipp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upport; providing shipping development 
assessment, consulting, information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services; introducing, 
opening and coordinating shipping element 
resources, developing shipping value-
added services; offering shipping talent 
management, exchange, training and other 
services; organizing and implementing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channel, breakwater, anchorage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at the port; undertaking 
daily work of the joint offic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for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 Center.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 
Center” has been selected as an innovative 
project model in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system.

目 9个。

担当作为，寻求突破
从 2014 年成立到今天，历经 6 年

的时间，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在青岛

港航业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2019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经略海洋的重要指示，按照省

委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部署要求，根据

青岛市委主要领导在全市海洋经济发展

座谈会上提出的“发起新旧动能转换的

海洋攻势”指示要求，青岛国际航运服

务中心积极担当作为，拓展工作新思路，

实现新突破。围绕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事

项，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在上级部门

的带领下，多次与交通部、省交通厅等

衔接沟通，目前，争取国家批复国际航

运中心等 7项政策已落地。根据近期自

贸区申建部署，围绕“干什么、怎么干”

要求，按照工作分工，不等不靠，在总

结和复制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

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基础上，多次与上海

海事大学和青岛航运发展研究院进行了

研讨，面对自贸区建设带来的新机遇，

多次对接国家交通部、省交通厅等相关

部门，在扩大国际海运领域对外开放方

面探索进一步突破，全力推进国际船舶

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船舶代理、

国际海运货物装卸、国际海上集装箱站

和堆场等各项国际海运及辅助业务。探

索建立交通运输与自贸区对接的点、线、

面融合，形成构建国际航运中心与自贸

区正向叠加效应。此外，针对上海、广州、

天津、宁波等地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情况

进行专题调研，起草了《关于青岛建设

国际性港口城市的政策分析和建议》《关

于青岛港航短板分析及发展建议》等工

作报告。参与由市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路径研究》等课题研究，

进一步明确青岛建设国际性港口城市的

目标定位。

预计未来 10 年内，青岛国际航运

服务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将会服务航运、

港口、船代、货代等万余家航运企业，

推动航运总税收实现翻倍，促进航运金

融、保险、法律、咨询等高端航运服务

业发展，成为集聚产业要素资源的重要

平台，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

( 本文部分图片由青岛国际航运服

务中心提供）

青岛国际航运服务中心立足集聚航运要素资源 沟通航运动态信息 规范航运交易行为 激发航运市场活力 4
项基本功能 ( 图 / 杜永健 )

Qingda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 Center is based on 4 basic functions: gathering 
shipping element resources, communicating dynamic shipping information, standardizing shipping 
transactions, and inspiring shipping market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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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青岛”养成记

Qingdao as an internet celebrity

时代赋予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科技给予人们惊人的传播力量，是现代高效让“网红”成为了一种身份、

一份职业、一个时尚代名词。网络的力量空前巨大，无名之人可以走红，好山好水好风光不再是少数人的心头好，

从西安永兴坊的“摔碗酒”、重庆的“轻轨穿楼”,到山东济南宽厚里的“连音社”、烟台的养马岛，“网红”

的推动力无意间带火了一票目的地，而这其中又怎么能缺少青岛的名字。

是什么让青岛成为“网红”，是精彩绝伦的海边灯光秀；是所向睥睨的无敌夜景；是不次于故宫的雪后冬景；

是外地人听着有趣、青岛人听着亲切的“方言交流”；是一看就饿、一吃就撑的美食地标……对于青岛来说，

成为“网红”并不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诙谐幽默的青岛人想不红都难。让我们看看“网红青岛”的养成记，

感受青岛的别样气质。

文/妙洋

边的灯光秀了，因为上海合作组织青岛

峰会《有朋自远方来》灯光焰火艺术表

演惊艳世界，青岛海边一线的高楼灯光

成为巨幕，串联着城市与演出的贯通融

合，既有心意，又是一次技术突破。“在

这样一个湾区，有这么多相似高度的楼

宇，这样的条件在世界范围也很罕见，

绝对是前所未有。”负责灯光秀网络控

制工作的青岛联通客户响应中心负责人

张帆介绍，“灯光演绎跟普通灯光亮化

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不是简单的灯闪一

闪，还要能播放视屏画面。这也是国内

控制规模 大、联动程度 高的灯光演

绎。”

作为灯光秀亮化演绎的独家通信服

务商，青岛联通通过百余个点位和 4个

UTN 核心节点光纤互联、独立成网方

式建设，与互联网进行隔离，每个核心

节点都有热备份设备进行保障，可实现

毫秒级切换，保证灯光秀控制信号传输

不受干扰。张帆表示：“灯光秀播放的

10个视屏都是一条条指令传达下去的，

一共切换 11 次，每一次都是考验。指

令必须同时到达每一个楼座，一旦发送

不出去或者不同步，后果不堪设想。大

屏幕画面以帧计算，误差都在毫秒级。”

现如今，在微信、微博、抖音等社

交平台，青岛浮山湾灯光秀夜景早已成

为知名“网红”。晚上，约上三五好友，

带上孩子到海边去看灯光秀成为了本地

市民及外地游客的不二选择，也正因如

此，青岛海边的交通一度变得紧张，交

警部门更是利用很多方法分流游客，这

些都足以说明人们对于楼宇间灯光秀的

喜爱。

过去，青岛的夜晚是璀璨的，星星

点点的灯光装扮着深夜的青岛，每一处

灯光都透露出家的温暖，而如今，青岛

夜晚是绚丽的，华灯初上便让整个青岛

明亮有深意，那一方璀璨仿佛展示着人

们的幸福生活。青岛的夜，恢宏绚烂，

成为“网红”再正常不过了。

青岛的夜，恢宏绚烂
一年 12 个月，青岛至少有 8 个月

是无比热闹的。因为上海合作组织青岛

峰会的到来，让美丽的青岛在极短的时

间内蹿红网络，原因则是那恢宏绚烂的

青岛夜景。据了解，在 2018 年 5 月，

抖音短视频平台至少有 3万条青岛相关

的视频，已经收获千万名网友的点赞。

伴随着《青岛青岛》舒缓悠扬的旋律，

青岛夜景在人们的眼前律动，一时间，

歌红了，青岛的夜景更是火了。

每天傍晚，当霓虹灯闪烁的时候，

前海景色令人陶醉。青岛东部的奥帆中

心好似影视大片里的游艇会，大气而奢

华。浮山湾流光溢彩，美得令人窒息。

漫步五四广场，可以感受“楼宇灯光秀”

的酷炫，月色楼台，倒影成画。栈桥宛

如水上明珠，灯火辉煌。绝美的夜景配

上动听的音乐，这样的短视频才叫完美。

“青岛青岛我把你寻找，爱如潮水的味

道，在十字路口牵着你的手，仍继续向

前走……”和青岛夜景一起刷屏抖音的

还有《青岛青岛》这首歌，网友们大呼“太

好听了，根本停不下来”。这首歌的创

作人“夏天 Alex”也对这样的走红表

示十分惊叹。

“夏天Alex”是黑龙江哈尔滨人，

2012 年因为一首《不再联系》被疯狂转

载后而走红。2016 年发行了这首《青岛

青岛》。“我也没想到 近会因为上了

抖音而火爆起来。”他的声音里透出一

丝惊喜。大概在 9年前，大学的一个假

期他来青岛旅游，栈桥、中山路、教堂

以及台东夜市的热闹，让他爱上了这座

城市。“夏天Alex”在四川路租了房子，

整个假期都泡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去香港中路购物、去五四广场拍照、去

奥帆中心发微博……后来，这些美好的

回忆便成为《青岛青岛》这首歌创作的

素材和动力。

比歌曲更为火爆和受关注的则是海

雪后的青岛 也成为了“网红景色” 图 / 仲伟华
Qingdao after snow becomes a famous scene on the internet.

雪夜 图 / 赵青
Snow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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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转千回，带着浓郁的山东特色，又有

着不一般的青岛个性。而在现如今的网

络世界，正是有这样一批“网红”用着

自己 熟悉的家乡话，道出一个个不同

的场景，反映着青岛人真实的生活方式，

细看下来，真的是有趣极了。

说起青岛方言，影帝黄渤可谓是宣

传家乡方言的先锋，无论在电影里，还

是在私下的采访中，多多少少的露出一

两句家乡话，即幽默又亲切。后面走红

于网络的“段子手”就要属青岛籍演员

张海宇了。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他多

才多艺，发布于网络的“青岛大姨”系

列视频爆红，受到多方关注。“青岛大姨”

系列的走红不仅因为张海宇在装扮、表

演上有着细腻的表现，更因为一口浓重

的青岛话，将笑料包袱抖得恰到好处，

From the style of breaking bowls 
after drinking wine in Yongxingfang, 
Xi’an, and the light rail passing 

through a  res ident ia l  bui ld ing in 
Chongqing, to the singing group called 
“Lian Yin She” in Kuanhouli, Jinan, 
and Yangma Island in Yantai, internet 
celebrities unintentionally boost the 
popularity of many destinations. Qingdao 
is one of them.

What makes Qingdao an internet 
celebrity? It is the magnificent light show 
by the seaside, the unparalleled wonderful 
night view, the winter scenery after snow 
as good as that i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dialect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to 
the foreigners while intimate to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landmarks where you can 
get a feast for your appetite. For Qingdao, 
it is not difficult to become an internet 
celebrity because the city is endowed 
with exceptional natural advantages and 
the witty people there can easily become 
celebrities. Let’s see the development of 
Qingdao as an internet celebrity and feel 
the unique charm of Qingdao.

冬雪盖不住海，
却“暖”了人心

当一场久违的大雪降临青岛，原本

的红瓦绿树，俨然变成一片雪白。到了

夜晚，华灯初上，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

不知不觉就走进了如画的青岛。在冬将

尽、春未至的日子里，一场大雪为冬天

留下了一副令人心生怀恋的画卷。

有谁天生不爱雪 ? 它雪白的样子那

么可爱，下雪的日子感觉整个世界都安

静了，安静得仿佛能听到雪落下的声音，

很轻很轻。下雪的日子，大海依旧波涛

汹涌，但整座城的宁静，让人忽略了大

海的“喘息”。

冬天，请来此城。风硬，天蓝，气

息开阔，光影强烈。

下过雪的青岛，哪里都是风景，就

像我们在各种明信片上看到的一样，如

此美，美得令人窒息。红色的屋顶被雪

覆盖，若隐若现的红色不清晰却得见，

令人心生爱恋的红白相配，好看得恰如

其分。那一座座欧式建筑，和雪也十分

相配，见到如此美景，人们总在心底欢

呼“让风雪来的再猛烈一些吧。”

冬日登崂山，时常遇上童话般的雾

凇。夜里气温骤降，到了清晨，“晓陌

飞霜定”，飞霜定为霜条、霜枝，霜枝

冷如玉， 美的玉琢就这样产生了。登

山者或会吟诵起梁简文帝的那句“浮云

舒五色，玛瑙应霜天”，并感觉自己像

玛瑙一样透明起来。

每一个走进崂山的人都将感受到灵

魂的存在，感受到丰沛和完整。穿过竞

秀的山体，穿过丛生的万木，在 高处，

倾听潮水的轰鸣，俯瞰浪涌的撞击，完

全将自己代入一幅山海画图，有那么一

瞬间，真不愿回去了，消隐于此，消散

于此，消融于此，与李白同游，与丘处

机寻道，与蒲松龄看花。

人们用心去拍摄的小视频、图片，

哪怕是一片雪花的照片在网络上都传播

开来，这是青岛的雪景，宁静致远，令

人向往。动态的航拍，搭配完美的歌曲，

青岛人心生自豪，外地人感慨良多，该

是去青岛走一趟的时候了，说走就走的

旅行可能只是下一分钟的事。

“蛤蜊味儿”的青岛话，
你爱不爱 ?

网络上走红的方式有很多，无论是

夜景还是雪景，青岛都是赢了好几个回

合，但很多的草根网红的走红却是借助

了青岛方言的独特味道，“蛤蜊味儿”

的青岛话，备受追捧。

有人说，青岛人说话很快，听不明

白；有人说青岛人说话很凶，并不友善。

实际这些都是有些误解的。青岛的方言

令人笑声频频。正因为他在网络上的走

红，后来相继出演综艺节目《今夜百乐

门》，电影《遇见你真好》，均成为了

他的代表作品。

而后，在抖音上因为青岛方言的搞

笑段子而走红的“青岛口红哥”“郝开心”

等人都是将青岛方言的精髓表现出来，

结合不同的场景，展现青岛大爷大妈、

阿姨大叔的快乐生活，长辈与晚辈的相

互逗趣，让人看得好不乐乎。

成为“网红”有时需要时间的沉淀，

有时需要一瞬间的迸发，不知不觉便火

了起来，实际青岛的“网红”方式还有

许多，也是那句老话，良好的地域风景，

诙谐有趣的人文，让这座城市即美的大

气，又诙谐有内涵，“网红青岛”，为

你点赞！
自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成功举办以来 青岛沿海一线的灯光秀一直备受人们关注 图 / 杨雪梅
Since the successful holding of SCO Qingdao Summit, the light show on the coast has attracted many people’s attention.

雪中的小西湖美景 图 / 王勇
Beautiful scenery of Xiaoxihu Lake in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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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贺淼

An appointment with good luck

辅导老师，全靠“自悟”。可能受学理

工科舅姨们的影响，哥哥对数理化情有

独钟。有段时间，我们家订阅过《数学

学报》《物理学报》，投递员惊讶又佩

服地直打听，什么“高人”在看这种顶

端学术杂志 ? 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工作

的三舅每次来青岛看望母亲，同哥哥谈

得 多的是数学。我记得当时他给哥哥

推荐了一本日本数学家写的专著，后来

哥哥去上海时居然在旧书店淘到了这本

封面已经泛黄的“奇货”。文革末期，

上高中的我赶上批林批孔，考试全部开

卷，而且不在教室里答卷。考卷发给学

生，带回家去做。我对数理化很“头疼”，

脑子基本不开窍。即便是拿回家答题，

也觉得很“痛苦”。这时哥哥帮我解了围，

卷子由他负责做。高中两年，我的数理

化考试实际都是哥哥帮着完成的。

哥哥因为爱学习在厂里也算是小

“名人”。厂里技术科缺人有意想调他去，

但厂领导态度一直暧昧。托熟人私下打

听了一下，还是因为爷爷那顶摘掉的地

主帽子。其实当时爷爷早就去世了，而

且我们从未在一起生活过。但这也不行，

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当年主管部门给厂

里一个技校培训名额，厂里研究人选时

有人提到了哥哥和胡申。据说胡申连办

公会都没上就被“否决”了，哥哥上了

办公会但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没通过。

后，实在选不出人选竟把名额退了回去。

那阵子哥哥特别沮丧，心情很不好。

想想也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机会来

到了却又轻易地流失了，而且是人为的，

换上谁也想不通。

母亲安慰哥哥，别把上学看得太重，

工作干出成绩一样会有出息。其实我们

很明白，母亲这是在说“违心”话。母

亲没上大学。外祖父在母亲 13 岁时就

离世，外祖母独自拉扯 6个孩子，压力

可想而知。所以母亲高中肄业就参加了

工作，帮着外祖母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

任。母亲26岁时，外祖母也撒手人寰。

身为长女的母亲和二姨含辛茹苦，把 4

个弟妹拉扯大，并全部考上了大学。当

时在我们那条街是“轰动性”新闻。母

亲是老师，她懂得上学与不上学的差距，

更懂得多接受教育对人的成长意味着什

么。但当时，她只能劝导哥哥。那个年

代，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待遇。人

为的“阶级”论，砸碎了许多人的梦想，

也断送了许多人美好的前程。

哥哥学没上成，科室也没捞着去，

却被安排去挖了 1年多地下“干道”。

当然这段艰苦的经历也磨练了他、锻炼

了他，让他更成熟了。不仅学会了如何

更加努力的工作，也更进一步认识到掌

握知识的重要性。挖干道期间，他们多

次遇到技术难题。但对手上仅仅有点手

艺的普通工人来说，几乎是束手无策手

干着急。每次情急之下，领导都是安排

把那些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或者程师请

来，化解疑难。这对哥哥来说很是刺激，

也是极大的激励 .

哥哥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只要有

空闲就捧着课本。院里的邻居喊他去打

扑克，他婉言谢绝。邻居开玩笑说，你

这是学傻了。哥哥听了依然如故。人的

志向和爱好有时是很难改变的，尤其当

碰上了挫折和教训后，越发会坚定自己

的信心。

所以，当听到那个不敢相信又带有

一丝期望的消息时，母亲和我们都暗中

祈祷：但愿是真的！

1977 年 10 月，消息被证实。哥哥

毫不犹豫去报了名。

成绩公布后体检，然后报志愿。一

切看似顺利。但哥哥并没有被录取。后

来才知道，志愿填报的不对路。

继续努力。1 年后哥哥接到了当时

为全国重点院校的山东海洋大学的录取

通知。

别了，那个让哥哥伤心、沮丧的小

厂，别了，压抑痛苦的日子，别了，已

经不再年轻的时光。那年哥哥 25 岁，

在班里被称为“王大哥”。

哥哥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努力和坚

持终于得到了回报。但幸运并不是人人

都能”撞上”，也不会跟每个人都如期

“相约”。同样参加高考的胡申连考了

两次都没过关。此时他已超过了报考年

龄，只能继续留在厂里。尽管后来上了

电大，被调到了技术科，还担任了科长，

但多年后工厂倒闭了。胡申跟所有工人

一样的命运——下岗。所幸的是他有技

术，被聘到合资企业，有了新的归宿。

二
1977 年初秋一个晚上，母亲 要

好的同学，今天被称之为“闺蜜”的好

友——谭大姨来到我家。

她同样带来了那个秘不可宣的消

息：听说要恢复高考了。

谭大姨在一家中学做教师，她与母

亲是女子中学的同学，关系非常“铁”，

母亲经常在我们面前提到她。在我眼里

她显得很“特别”，一是因为她的气质，

有点不同于凡人，爽朗中带着高雅；一

是她住的地方有些”神秘”，当时市政

府的好几位领导住在那一带。这自然使

她身价“提高”。

谭大姨每次来总是情绪很好，与母

亲谈笑风生。我一直觉得她生活得一定

很愉快。

谭大姨有个女儿叫姜红，高高的个

子，跟我同岁，后来我们还成了大学校友。

姜红会拉小提琴。当年青岛学拉小

提琴的人很多，尤其是市政府所在地市

南区，据说有几万孩子在学拉小提琴。

姜红什么时候开始拉小提琴的不得而

知，但我见到她时谭大姨说她拉得挺不

错了。那天她拎着小提琴盒子跟谭大姨

出去办事，路过我家时顺道来坐了一会

儿。

姜红很文静，坐在椅子上不说话，

静静地看着母亲跟谭大姨在拉呱。我那

时还很“羞涩”，根本不敢跟女孩子说话，

与好运相约

1976 年 10 月初，我去上海。在黄浦江畔，在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令我震惊不已的场面

接连出现：穿着各色服装的群众，浩浩荡荡、慷慨激昂，他们举着横幅、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呼

喊着口号。路两旁的大标语醒目刺眼，直指“王张江姚”。此时中央还没有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粉

碎“四人帮”，上海却已经在欢呼、庆祝了。

夹在振奋的人流里，望着湛蓝的天空，再看路旁的落叶 , 一股喜悦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这天

真的变了，大地要换新模样了！

一
1977 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在铜铝铸

造厂工作的哥哥下班回家有些神秘又有

些激动地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不再

实行单位推荐，领导批准那种入学形式。

而且也不再看出身，看成分了，谁都可

以报考。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也太意外。我

和母亲都不太相信。“四人帮”是被粉

碎快 1年了，但许多做法还依旧沿袭以

前，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上山下乡还

在进行，参军入党入团还是很看重是不

是“红五类”，就业仍然是“低”成分

到国营大单位，“高”成分去集体企业

或者街办企业。当初哥哥因是长子符合

就业条件，但因为爷爷是摘帽地主，在

社会上“待业”1 年多， 后才被分配

到一家小集体企业当了一名钳工。

是胡申说的——他叔叔在北京工

作，跟教育部门联系很密切，消息应该

可靠。

胡申跟哥哥一起就的业，而且同样

干钳工，私下关系挺好。胡申家出身也

不好，祖父是资本家，外祖父在国民党

区党部干过文书，典型的“黑五类”。

不过胡申的几个叔姑都挺“厉害”，不

是在北京就是在上海，而且都在科研机

构工作。胡申喜欢学习，这跟哥哥对上

了劲。听哥哥说他们经常讨论数学问题，

但胡申的基础要差一些，每次都“甘拜

下风”。哥哥是 1966 年上的初中，正

赶上“文革”爆发。学生们开始是造反，

后来去串联，再后来“罢课闹革命”，

一晃眼 3年过去了，正经课几乎没上，

然后每人领了一张印有领袖语录的毕业

证书，就算是完成学业了。后来说起同

学，哥哥说他没有初中同学。因为不上

课，大家彼此几乎都不认识，毕业时连

张集体照都没有，这也算是很“奇葩”

的一段经历了。

但哥哥喜欢学习而且是自学，没有

插画 / 朱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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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眼前的女孩子还会拉小提琴，这更

让我“自卑”，连正眼看都不敢。以至

于后来上了大学在操场上相见，都不敢

轻易确认这就是姜红。

姜红曾去考过山东“五七艺校”，

那是 1972 年的事，她刚初中毕业。小

提琴专业有 100 多人报名，只取 4 名。

姜红过五关斩六将进了复试，又进了面

试， 后以第二名的成绩，被确定录取。

这是多么美好的消息啊！能想象得

到当时姜红该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时别

说考上艺术学校，就是被学校工厂宣传

队录用都是了不起的大好事。对爱好艺

术的人来说，有表现的舞台、有发挥的

机会，就是莫大的鼓舞、莫大的幸福。

更何况，上了学就等于有了就业的机会，

有了理想的前程，这是多少人望眼欲穿

的好机会啊！

姜红做好了一切出发的准备。第二

名的成绩，让人无法不觉得胜券在握。

然而，9月快过去了，没收到通知。

打听了别人，回答，录取通知一般都在

9月初寄出。9月底到了，仍旧没收到。

跟姜红一起考试的另一位同学不仅早收

到了通知书，而且去报到了。

到了 10 月姜红仍没见到通知，她

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人跑去了济南，找

到了山东“五七艺校”，找到了当时的

院党委书记。书记说，我们开了 3次党

委会专门研究你的录取问题，这是从未

有过的。我们又把你的情况和我们的意

见报到省文化局，省文化局意见只要你

父亲的问题有定论，就同意破格录取你。

姜红懵了！父亲的问题，父亲是什

么问题啊 ? 心急火燎，希望依旧，被问

急的对方回答：你父亲说你母亲的右派

被定的挺冤枉。这岂不是要翻案吗 ? 这

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就因为这句话就被

认定是现行反革命 ? 有结论吗 ? 请你们

拿出书面结论。答复莫衷一是。直到文

革结束，姜红父亲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也

没有任何说法。

重大变革的真伪 ? 但两个人都不约而同

互相叮嘱：假如那天到来，一定鼓励孩

子积极报考。

1979 年姜红走进了山东师范大学院

的校门，从一个学校工人变成了一名外

语系的学生。好运“从天而降”，尽管

那年她已经 22 岁，不再是“妙龄”，

但身上无处不散发着青春的光彩。她带

着心爱的小提琴，学习空余时就拉上一

段。那轻松、欢快、优雅、美妙的曲调，

犹如高天上飞逝的流云、大地上奔腾的

河水，充满了激情和动感。仿佛是她幸

运而激动的心声在飘洒、在流淌。

三
1978 年初春的一个早上，一列从大

西北奔驰而来的列车呼啸着开向青岛。

列车上疲惫不堪的刘海亮望着窗外那些

一闪而过，含苞欲放的枝头，心情极为

复杂。

刘海亮是我们大杂院的邻居。12 年

前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他和几千名来

自山东各地的青年在青岛火车站踏上了

西去的列车。他们被批准成为了青海格

尔木建设兵团的战士，在那里将挥洒自

己的青春和理想。列车开了整整 3 天 3

夜，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发现，全然不见

原先报告里所说的一切美好景象，等待

他们的是风沙肆虐的戈壁滩。高寒缺氧、

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生存条件极其恶

劣，但这一切并没有让他们退却。满腔

的热血，让这些当年不满 18 岁的少男

少女，挺直了腰板、用足了气力，硬是

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兴修了水利、造出了

良田、建起了家园。

如果不出意外，刘海亮或许还会在

这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能一辈

子。因为一转眼不仅 12 年过去了，他

还有了妻子、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

也从未成年的 17 岁变成了阳刚气十足

的 29 岁。然而就在这时，一场突如而

来的厄运改变了一切。那是一个天气温

但是就这一句“莫须有”，断送了

姜红的“艺术”前程，从此她再也没有

机会跟专业艺术有缘。

就在那以后我才知道，表面上性情

开朗的谭大姨原来背负着如此沉重的

“政治负担”，她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啊！

对前程寄予无限期望的姜红，心灵上遭

受了如此猛烈的打击，这跟她花季的年

龄极为不相称。但在那个混沌的年月，

这些并不稀奇，更悲惨的大有人在。相

比之下，姜红还是算幸运的，起码没像

有些人被强制中断继续拉琴的权利。

艺校去不了，姜红只有一条出路：

上山下乡。

从小长在城市的姑娘，陌生的农村

对她意味着什么 ?家人担忧，一个妙龄

姑娘在贫穷落后的农村该如何度过 ?

好在姜红是个适应力很强的人。纤

细的身材、白皙的皮色，看上去似乎弱

不禁风，然而她却跟男知青一样扛着撅

头、挑着粪便，赤着双脚、泼泼辣辣地

忙活在田间。让人无法相信，这是来自

大城市的“娇惯”学生。后来生产大队

成立“铁姑娘”队，3 名女知青只挑选

了姜红。能进“铁姑娘”队是很让人羡

慕的事，不但表现要好、肯吃苦、能干，

还要是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公社要给大

队分配 1辆拖拉机，大队长私下说就让

姜红去开，因为她不光表现突出，还有

文化。农闲时姜红会在田间地头给老乡

拉小提琴，开始有人说这是外国人的乐

器，拉出来的声音一定是靡靡之音，不

让姜红拉。姜红一听，就拉一段《东方红》,

还拉了《太阳 红毛主席 亲》，老乡

一听这都是革命歌曲，而且很好听，就

使劲给姜红鼓掌。大队长一锤定音：可

以拉！姜红小提琴拉得好，很快传到了

公社和县里。公社毛泽东思想社宣传队、

县文化馆都来借调她去参加各种演出。

那阵子姜红又兴奋又累，兴奋是因为自

己的才艺有了用武之地，累是因为参加

演出回到村里依然要下地干农活。1年

暖的午后，刘海亮与几个兵团战士在田

间试开刚刚从师部分配下来的履带式拖

拉机。头天刚下过大雨，地面还是湿乎

乎，坐在驾驶室里的战友小心翼翼踩着

油门。不知什么原因，拖拉机突然不动

了，任凭加大油门，履带纹丝不动。“可

能是碰到什么，我下去看看。”刘海亮

说着跳下了拖拉机，他趴在履带前查看，

还没等说话，拖拉机”轰”的一声咆哮

起来……

奇迹。拖拉机从身上驶过，刘海亮

断了 5 根肋骨，人居然在昏迷了 ,4 天

后醒过来了。医生说，感谢履带下那块

硬石头，感谢头天大雨浸透了泥土，否

则……

因为是自发行为，不算工伤，兵团

惟一给刘海亮的“政策”是介绍回城。

这是许多兵团战士朝思暮想的愿望，刘

海亮用残疾的身体换来了。

一家三口出现在家人面前时，母亲

搂着多年没见面的儿子放声大哭。

10平方米不到的小屋，走时是那个

样子，回来时还是那个模样。不同的是

过去住 3 个人，现在要住上老少三代 5

个人。

开始刘海亮是大院的“稀罕”人物，

后，大队党支部书记找姜红谈话，问她

为什么不争取入党 ? 姜红惊呆了，她怎

么也没想到书记会问她这样一个想都不

敢想的“政治”问题。姜红不知怎么回

答是好，她心想自己连入团的愿望都实

现不了，怎么敢去想入党这样的“大事”

呢?姜红低着头，眼泪“啪啪”滴了下来。

书记听完姜红含泪的述说，叹了一口气，

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没过几天全村的人

都知道了姜红有个现行反革命的爸爸、

有个右派分子的妈妈。没多久，“铁姑

娘”队调整，决定不再接纳知青，那“门

槛”显然是针对姜红而设的。公社分配

下来的拖拉机司机培训名额安排另一位

“铁姑娘”。隆冬季节大队组织挖水渠，

零下十几度的温度，不寒而栗。本来没

说让女知青参加，姜红没等被点名马上

很知趣地“自报奋勇”。那段时间姜红

觉得“灰溜溜”，尽管周围的人没对她

冷眼相对，也没对她有明显的歧视，但

姜红的心里“凉透了”。

3 年后，一个政策让姜红离开了生

活条件艰苦的农村。她顶替母亲到学校

工作。姜红兴奋极了，她很喜欢当老师。

然而分配工作时她当头又迎来一盆冷

水——别的顶替者可以当老师，姜红只

能到校办工厂，原因自然是“你懂得”。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姜红代替一位生

病的老师当了几天临时班主任，她的“才

能”显露出来，校领导干脆装“糊涂”，

顺势让她继续干下去。那年市教育局选

拔优秀教师到师范学校进修，姜红满怀

期望地写了申请，但第一轮审查就被淘

汰，原因还是“你懂得”。

伤心欲绝的姜红感到自己是大千世

界的“多余”人，她扑在妈妈怀里大声

痛哭，无奈的谭大姨只能叹着气，抚摸

着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谭大姨获知那个不明真假的消息

时，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赶紧找母亲

说“悄悄话”并分析可能性。

两名普通教师怎么可能断定出如此

邻居们轮流听他讲诉自己的遭遇，然后

看他手术留下道道疤痕的上身。接下来

是一片同情、感叹、安慰。然而这一切

过后，刘海亮和媳妇发现，来自嘴巴上

的“怜悯”只能是一时的心灵安抚，却

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兵团给的

那点生活补助金很快就变成了两位数，

坐吃山空，不用两个月，三口人就要“乞

讨”了。刘海亮的母亲是家庭妇女，1

分钱收入没有，父亲是工人，50多块钱

的工资，还要接济在农村生活的父亲，

日子过得紧巴巴。

刘海亮找过街道、找过知青办，也

找过区市革委会，但得到的除了同情和

安抚，没有一点实际解决的办法。也难

怪，当时在城里没有工作的知青，待业

青年数以万计，大家的情况大差不差，

尽管他的遭遇很“悲惨”，但并没有更

充足的理由可以开“口子”特殊照顾，

毕竟当初的结论是“事故”而不是工伤。

后来街道介绍他跟媳妇一起去菜市

场当临时工，严寒的清晨去郊区用地板

车拉菜，刘海亮残疾的身体根本受不了，

几次半路上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人家菜市场坚决辞退，换个身体健康的

满街都是，何必要找个不出活的“残疾”?

插画 / 朱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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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捆了几天菜，因为手脚不如那些

十七八的姑娘利落也被打发回家。

大眼瞪小眼，无助而凄凉。快 30

岁年纪了，竟还在为起码的生存忧心忡

忡，刘海亮觉得人生有些暗淡，他甚至

跟媳妇都有重返格尔木的念头：毕竟在

那里留下的伤残，不信兵团就坐视不管，

看着自己生活无着落。

然而，刘海亮还是留在了青岛。那

一天搬到中山路居住的老邻居来串门并

带来一个信息：即墨路上有些人在做小

买卖，能挣不少钱。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刘海亮跟媳妇

刨根问底，老邻居说那条街上什么都有

的卖，见过没见过的都有，东西比商店

都多， 关键便宜。为什么?自己“鼓捣”

的，免了许多程序和环节。

刘海亮和媳妇第二天就去了即墨

路。这是一条只有 300 多米的狭窄街

道，走几个路口便是大名鼎鼎的青岛商

业街中山路。奇怪的是这里居然聚集了

很多人，在噪杂声中交易着各色商品。

刘海亮和媳妇看到一个卖衬衣的大姐，

浅蓝色的确良衬衣 1 件 12 块钱，比商

店便宜 ,1 块多钱，很抢手，一会儿就成

交了两三件。“这样的衬衣我一晚上能

做三四件。”媳妇对刘海亮说。刘海亮

相信媳妇没夸张，她是兵团被服厂的缝

纫工。“1件的确良的面料要多少钱 ?”

刘海亮随口问道，“也就6块多钱吧。”“那

么说 1件就能挣四五块钱！”刘海亮睁

大眼睛。“差不多吧。”媳妇点点头。

刘海亮的心里不平静了，他拉住 1个年

龄相仿正在卖梳子的青年人小声问：“哥

们，在这里卖东西没人管吗 ?”青年看

了他一眼说：“怎么没人管 ? 小心点别

被抓住就是了。”

这一夜刘海亮跟媳妇都没睡，两个

人一直在讨论着即墨路上看到的情景，

“赶明儿咱也去卖衬衣。你在家做、我

去卖。 ”天亮时刘海亮下了决心。

母亲听说刘海亮要跟他借钱买布料

做衣服到即墨路去卖，头摇得像货郎鼓

一样，父亲说那是投机倒把 ,、是犯法。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就不行。”刘

海亮不信邪。母亲拗不过他，给了他 50

块钱 . 媳妇很快做出了 10 件衬衣，刘

海亮战战兢兢地抱着到即墨路上，碰到

人便问“要衬衣吗 ?”“多少钱 ?”“12

块。”“太贵了。”“那你要多少钱?”“11

块 5。”“好 ,11 块 5 就 11 块 5。”不

到一上午，刘海亮就拿着 100 多块钱回

家了，媳妇高兴地搂着他一个劲地亲。

旗开得胜，刘海亮和媳妇开始注意

观察人们的喜好。他们发现衣领很时

髦但本地生产的很少，大都从南方进

货——这是商机。媳妇仿照着买来的衣

领很快做出了一批“本土”衣领，不到

2块钱的成本卖到 3块、3块 5，刘海亮

自己都觉得“发”大了！

但是有一天刘海亮被“逮住”了。

他被带到市场管理所主任的面前，主任

看了他一眼，然后说起了他在格尔木的

遭遇，只听得刘海亮发愣。“我早就盯

着你了，只是没下手而已。” 主任说，

这次也不是真“抓”，只是告诉他，要

遵纪守法，按规定交纳管理费，不要偷

偷摸摸了，也没必要了，国家有了政策，

鼓励个人为社会做贡献。

从那以后，刘海亮成了即墨路第一

批合法销售者，有了固定的摊点、有了

正规的营业执照。他搬出了大院，在即

墨路附近租了住房，然后有跟人合伙开

了一家服装加工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3年后，在青海的战友大规模返城，

许多人顶替父母进了工厂，也有的依靠

政府安排了工作，但论收入、论物质条

件，谁也无法跟刘海亮比。那年他的银

行存款已经是 5 位数 , 什么也不干光吃

利息也活得很滋润 .

因祸得福。几乎认识他的人都给了

这样的评价，但刘海亮心里清楚，这话

只说对了一小半。所谓的“福”，是运

气好，赶上了好时候。如果没有改革开

放、没有好政策，自己的下场就跟身上

的伤疤一样，永远是痛。

2018 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我在青岛

奥帆中心打电话给仍在中国海洋大学工

作的哥哥，他毕业后留校又考取了研究

生、博士生，现在是博士生导师。就在

前几天他从微信转发给我姜红写的一篇

博文，博文回忆了她当年拉小提琴的的

往事，读来让人感慨万分。我让哥哥打

听一下她母亲的情况和她的去处，哥哥

告诉我谭大姨今年已经 95 岁高寿，依

然健在。姜红大学毕业后当了一段大学

老师，后来随丈夫调到省外贸工作，如

今生活在德国汉堡，遐时她还在拉小提

琴。刘海亮好久没见了，但就在昨天听

到了他的消息，早已腰缠万贯的他依旧

没忘记格尔木、没忘记自己的战友，这

些年青海知青经常组织了团聚活动，刘

海亮不但是积极参加者，还给那些生活

困难的战友捐赠钱物。

挂断电话我放眼望去，美丽大气的

奥帆中心尽收眼底，海面那迎风而去的

帆船，海边那一幢幢现代化的建筑，夜

晚那气势辉煌、斑斓迷人的灯光秀，让

这座年轻又现代的城市充满了魅力。青

岛遇上了好运，2008 年的青岛奥帆赛

让世界认识了这座城市，2018 年的上

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更让其大放异彩。

其实，她只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

许多这样的城市正在蓬勃兴起。

改变意味着进步、成长、兴盛。城

市发展是如此，人生经历也一样。很多

时候不单纯在于自身的实力大小，关键

要有好运。我时常在想，好运从哪里来?

如果当初没有“春天的故事”、没有一

个个的禁区“突破”、没有一次次的改

革与探索，人们身边会有那么多的好运

相约而来吗 ? 会有今天无数人的唏嘘、

感慨和激动吗 ?

一碗面里的大千世界

Big world in a bowl of noodles

对一座城市来说，饮食就是她迷人的脸庞。要想亲近一座城市，美食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走遍老

城民居，转过新街旧巷，有人为风情，有人为美景，有人却仅仅为一道垂涎欲滴的美食，以寻宝的姿态、以

疯狂饕餮的心情去享受和品味。在这里，我们不谈对事业的雄心壮志，不谈对生活的割舍留恋，只记忆在一

次次饮食之间，在暖心老板的招呼声之间。

所以，有人说，这世间，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文/韩海燕  图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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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面馆 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一碗面 是一座城市最原始的味道
Old noodle shop is the warmest background color of a city, and a bowl of noodles is the most original taste of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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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扬名青岛，在这里，吃上一碗热气腾

腾的大虾面，从中细细品味城市经过岁

月沉淀下来的滋味。

竹青胶东摔面
随着《舌尖上的中国3》的热播，让

我们记住了这家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

面馆。

作为特色美食，胶东摔面也被列入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是摔面?面

为何还要摔?摔面之所以要摔，是因为调

制时并不添加“蓬灰”，在制作过程中

用摔代替了揉，在反复摔打中使面上劲

儿形成面筋， 后劲儿上足了，反复摔

打3分钟才能制成面条。摔面好吃，除

了摔的技巧，奥秘还在于那一锅骨头汤。

孙竹青每天都会选购当日新鲜猪骨加入

简单的家常调料，先煮2小时，待猪骨

的香气溢出，剔骨取肉，猪骨继续在汤

锅中熬制1小时，熬制成品的骨汤，味

道浓郁却清白如水。

“一碗面养一方人”，胶东摔面历经

300年的沧桑 ,可以说它既是一种地方小

吃，又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一个人、

一张凳、一双手，成就了一碗良心面，传

承了一门老手艺，实实在在的做面、实

实在在的做人，让这碗面迅速火遍全国。

正是这样坚守原则，孙竹青才将摔面“摔”

到了《舌尖3》中，也“摔”进了食客们

的胃里。

 平安拉面
这是一家藏于深巷居民楼中的“老

字号”面馆。20多年的光阴里，一碗面

诉说着多少情感和故事，热情好客的老

板是小店 好的“招牌”，每一碗面条

都是手工制作，也因为是手工拉面，所

有面条的粗细会有所不同，但是却从不

妨碍它劲道的口感，汤底清香又浓郁，

加上一勺老板特制的辣椒油，鲜香美味。

每到夏季，好多食客会选择坐在外面大

汗淋漓的吃一碗面，不管你要的是大碗、

小碗，老板总会放上满满的牛肉，让你

既能吃饱又能吃好。除了这一碗料多味

美的拉面，还要推荐的是他家的微波烤

肉筋、烤鸡心、烤大肠，新鲜的原材料经

过精心的腌制放进烤盘，不一会就能听

见滋滋地冒油声，撒上胡椒粉或是五香

粉，不需要其他蘸料，香而嫩，可谓好吃

又实惠。在平安拉面馆吃饭的大多是附

近的居民，吃惯了各种美食，却能在这

里体会到 原始的味道和记忆。

肖像面馆
不算繁华的地段、不算显眼的门头，

不算宽敞的环境，但这些都不影响它在

青岛美食界的江湖地位，这是一家深受

文艺青年喜欢的面馆。

我有一碗面，足以慰风尘。曾经的

百年老院，如今自成一方天地。肖像面

馆是大学路32号的第3任主人，曾经这

里是肖像摄影工作室。

老板是个帅气的大叔，谈吐温雅不

失风趣。几年前就有开店的想法，在老

城区开一间小小的面馆。没有太复杂的

想法，接触不同的人，倾听不同的故事，

可谓你有故事我有面。

肖像面馆的菜品很简单，店里只卖

一米一面——茄汁牛肉饭、红烧牛肉面。

老板的想法很朴素，吃饭就吃 简单又

放心的东西。红烧牛肉面酱汤浓郁、面

条劲道，茄汁牛肉饭满满的蔬菜香和牛

肉香。传统的标准加上老板的改良，遵

循青岛的饮食习惯和健康观念，又不背

离自我。

面馆里放着轻音乐，在咖啡馆林立

的大学路，也许这是 像咖啡馆的一家

面馆。

老三炒面
安徽路22号 1路公交车总站的“老

三炒面”大概是老青岛记忆中的又一个

地标性店铺，“老三炒面”堪称青岛炒

面届的“老炮儿”，一开就是将近20年，

属于青岛的特色小吃有很多，相信，

每个吃货心中一定都有一家私藏的五星

小店和美食，可能隐藏在青岛 寻常的

角落，它也许是十几年的老字号，也许

是从小吃到大的街边小铺。虽然它们不

是青岛吃喝玩乐攻略上的打卡景点，虽

然它们环境一般、服务有限，甚至桌椅

都很少，却集结了青岛人的点滴回忆和

故事。也许它的门头不大，味道却很霸道，

虽貌不惊人，方圆百米却是人气爆棚，

没有老司机带路，你绝对找不到，虽然

小店够旧，但却够味……

老面馆，是一座城市 温暖的底色，

它没有气派的招牌，没有豪华的装修，

只依靠老饕的口口相传，在街头小巷低

调得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日子或忙或闲、生活或快或慢，但记

忆深处总有那么一碗面，让你念念不忘，

无论何时想起，都感觉饱满而温暖。

小福顺大虾面
这是一碗曾经入选上海合作组织青

岛峰会新闻中心特色餐饮的美食之一，

青岛小福顺面馆的创始人刘凯民，推崇

绿色食品，倡导健康饮食，摒弃一切化

学添加剂，从厨30余年，传承并演绎了

这道传统美食，在青岛各位前辈大师的

指点下， 后成就了一款地道的青岛本

邦莱特色小吃——小福顺青岛大虾面。

传统制做，老汤老味，为青岛本邦美食

增添了一抹亮色。

众所周知，青岛对虾是青岛地区独

有的海特产，过去当地渔民常取用深海

的海水将捕捞到的大虾煮熟，再加上一

锅面条，既方便快捷又美味诱人，是渔

民出海捕鱼时既充饥又美味的食物。因

虾面色泽红润，口味醇厚，营养丰富，逐

渐成为青岛当地一道家喻户晓的美食，

成为抹不去的老青岛记忆。传统的食物

总是 容易唤醒一个人的味蕾，精挑细

选的鲜美优质食材，匠心独特的制作工

艺，青岛小福顺大虾面以鲜美绵长的滋

味道依然是那个老味道。“老三炒面”

的门头看起来不小，但是里边的空间却

不大，七八张桌子摆的满满当当，每到

饭点，“老三炒面”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食客们络绎不绝，即使环境一般，但却

挡不住吃货的嘴，所有总有人会劝说老

板说开家分店吧，老板也总会直爽又客

气地拒绝。

来老三家吃面，一定要尝尝他家的

青椒大头菜炒面，不同于一般市场上的

炒面，这里的面并不是油炸的，而是一

根根手拉出来的，从店内的窗口就可以

看到拉面师傅在后厨忙碌的身影，而大

头菜丝和青椒搭配炒出的菜香浓郁扑鼻，

浇在现捞的面条上，轻轻地搅拌均匀，

那口感简直无法形容，即使口味偏甜，也

成为我们北方小伙伴的舌尖美味。老三

家的炒面一定要配炸串，就如同花生配

啤酒一样自然，不裹面的炸串，出锅之后

先抹上一层甜面酱，再刷上秘制的辣酱。

说起秘制其实也简单，辣酱里面加入了

自家现磨的花生碎，绝对会惊艳你的胃。

如今，经营“老三炒面”的是老三的

女儿，一个不到30岁的女孩主掌着一家

老店，她说一年中她只休息10几天，就

这样走过近10年的时间。每天早上8店

准时开门，串串儿、切菜、拉面，迎接客

人，一直到晚上10点，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一天 多的时候，要卖700碗炒面。

20年的坚持是一家人对老店的守候，女

儿说，“爸爸还是会每天亲自去买炒面

用的菜，必须要亲自把关。”如今老城在

逐渐消失，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的兴起，

这家20年的店可能也会随着新的规划而

拆掉，这样一代传一代的老店，我们或

许很难再找到，而未来，“老三炒面”不

会消失，他们会选择一个新的地方，再

继续30年、40年、50年，让青岛人记忆

中的美食一直传承下去。

妙语面馆
一口面锅，一盆泡菜，一家三口。

10多年，不曾间断。它就是位于宁夏路

130号的妙语面馆，半间地下室，空间大

概只有20平方米。密密麻麻10张桌子。

可是每天从中午11点到下午2点，这样

一家巴掌大小的面馆却总是“人满为患”。

牛肉、肥肠、排骨、炸酱……妙语家

经营的是各类四川风味的粉面。推荐他

家的泡椒肥肠面，浇头卤的鲜香软烂，

有点偏川式的做法，辣的很过瘾，肥肠

处理的干净，没有任何腥味儿，卤制的

火候也是恰到好处，没有一点儿异味。

在妙语吃面要再配上他家独门的保宁醋，

醋的酸甜度正好中和了部分辣味，堪称

一绝。

小巷见面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加上老

板又对自己的厨艺特别自信，于是他选

择把店选在小巷，店名干脆就叫“小巷

见面”。

听起来似乎是很随意的一家店，但

是每天的客人确实络绎不绝的，要想找

到这，也确实需要费一番功夫，但是吃

到面的一瞬间，还计较什么呢。

闻一闻，顿时口水直流三千尺。咬

一口，肉嫩嫩的，透着点油泼的香味，

老板用 15年的功力熬制了一份特别的

面。为了熬汤，他每天不到6点就开始忙，

鸡、鸭、棒子骨都要洗净处理好。高汤

必须熬够 6小时，这才刚刚好赶上中午

的饭点。量大、实惠、味美，一锅面满

足了下馆子的所有要求。特别推荐他家

的酸汤雪花肥牛面，汤的味道恰到好处，

肥牛更是一种高密度食物，不仅美味而

且营养丰富，鲜美的牛肉和面的搭配会

让你口水直流。

群姐面馆
一家小面馆能开3年，靠的可能是

广告和噱头，能开5年靠的可能是成功

的营销，而一开20年而且几次变址重装

还能宾客不断，除了手艺了得，口碑与用

料是一样都不能少的。“群姐面馆”就是

这样一个存在，群姐面馆算是同安路小

吃一条街的“扛把子”，吃饭永远需要排号，

这虽然是一家面馆，但还做着各种家常

菜，从一家小门头的老店到现在的大店

面，群姐这个名声也是响当当的。

群姐家主打胶东口味面食，手擀面+

本地浇头是特色，芸豆蛤蜊面是这家面

馆的招牌，也是必须要推荐的，非常好吃。

蛤蜊肉新鲜干净不牙碜，蛤蜊的鲜搭配

芸豆的清香气息，味道非常棒，手擀面

比较劲道，与卤子搭配相得益彰。

这些年，青岛的面馆越开越多，但

难忘的还是老面馆的那碗面，一碗老

拉面，半座青岛城，早已成为了这座城

市 有烟火气的回忆。

There are many special snacks in 
Qingdao, and indeed, each foodie 
has a preference for a five-star 

shop and delicacy in his heart. Maybe 
it is a shop hiding in the most common 
corner in Qingdao, or an old and famous 
shop with a history of dozens of years, 
or a tiny street shop that you have been 
its customer since childhood. Although 
they are not on the list of must-go sites 
in Qingdao, the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there are not very good, and even the 
tables and chairs are not enough for 
guests, they are a part of the memories 
and stories of Qingdao people. Maybe 
the shop is not big, but the delicacy is 

impressive; maybe it looks very plain, 
but it is well known in the neighborhood. 
Without a guide, you will never find 
them. Even though the shop is old, the 
food is delicious.

Old noodle  shop is  the warmest 
background color of a city. It does not 
have a fancy sign or luxury decoration, 
but by virtue of the good reputation of 
its delicious food, it silently shines on the 
street with unique brilliance.

Whether you are busy or not, live a 
quick or slow life, there will always be a 
bowl of noodles in your memory that you 
can never forget. No matter when you 
think of it, you will feel full and 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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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Qingdao Photographers

孙国卫，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视觉中国（华盖）创意签约摄影师、
图虫认证摄影师、Kase 卡色合作摄影师。

City • Light and Shadow

城市·光与影
文、图/孙国卫

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

城市的光与影有着魔力，激发出摄影者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

当光漫过城市，留下影影绰绰，那是刹那的光阴。

大自然的光，无论晨曦还是暮晚，都是迤逦温暖的，美得动人。

人工雕过的光，或如夜空繁星，或如荧幕映画；或如极光线条，表达着城市的节奏。

细细品读这座城市的光与影，你会看到青岛的活力和时尚，当然也能感受到青岛的暖心和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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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Qingdao Photographers

Photography is the art of light and shadow.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 city have magic, bringing an endless flow of inspiration to 

photographers.
When light flows over the city, shadows are left in an instant.
Light in nature, whether at dawn or dusk, is gentle and warm, beautiful and charming.
Artificially crafted light is like stars in the night sky, motion pictures on the screen, or aurora lines, 

showing the rhythm of the city.
Enjoying the light and shadow in this city, you will see the dynamism and fashion of Qingdao as 

well as the heart-warming features and tenderness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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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看台

探访东方影都：大片孵化器

A visit to the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blockbuster incubator

3 月 1 日，青岛东方影都举行优秀影视作品制作成本补贴发放仪式。按照 30%至 40%的补贴率，《流

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一出好戏》和《环太平洋 2》4部影片共获得 3681.12 万元制作成本补贴资金。

荣登中国 2019 春节档票房冠亚军的《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

如果要拍一部“科幻大片的青岛诞生记”，那青岛东方影都绝对是主角，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无法

令人忽视。实际上，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这座“大片孵化器”本身就值得去探秘。

文/王欣

法。”这部宁浩蛰伏 5年完成的作品，

不仅与以往一样出手不凡，更别有意义：

它对科幻题材做了 中国的一次探索。

《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

获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同时，青岛东

方影都也随之提升了在业内和大众两种

层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它的一炮而红，

既是始料未及的，却也在意料之中。

“造梦工厂”的造梦空间
早在 2018 年 10 月举办的第七届山

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青岛东方影

都所展现的实力和魅力在其间大放光

彩，令观众耳目一新。比如，用于电影

调色的 Base Light，是大部分好莱坞

大片使用的世界顶级系统；又如，与北

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合作研发的电

影虚拟化制作现场预演系统，这种由定

位跟踪、虚拟场景渲染引擎、抠像合成

3个核心部分组成的交互式实时合成系

统，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特效电影“诞生”

的细节；再如，从枪伤剑痕到异类魔怪

等各种逼真到令人心惊肉跳的服化道

具，让人感受到电影特效化妆的惊艳。

而在此更早之前的 2017 年，《流

浪地球》已经进入青岛东方影都进行拍

摄。

《流浪地球》在东方影都融创影视

产业园使用了 8 座摄影棚，历经 15 个

月的设计、绘制和规划，精心打造了上

万件道具，完成接近 10 万平方米的实

景搭建，相当于 14 个标准足球场。影

片中，精工细作的太空舱，充满科技感

和未来感的运载车，宏伟壮观的太空发

动机，电影开篇的地下城和冰雪奇景，

一帧帧逼真的画面，纤毫毕现地展现了

未来世界。这些画面，分别在影视产业

园 2 号、11 号、12 号、20 号影棚拍摄

完成。

电影中那一座座像金属山峰般的行

星发动机掌握着人类的生存命脉，将驱

动地球开启流浪之旅。作为推动剧情发

展的核心元素，1 万台行星发动机的制

作也尤为重要。据介绍，美术团队从线

稿、上色到动态预览设计了十几版方案，

行星发动机在影视产业园中 12 号棚和

置景车间内可谓是经历了“风霜雪雨”

的打造，无论是外表还是细节，无不展

现出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2 号摄影棚

则是《流浪地球》太空舱的置景地，影

片中质感一流的太空舱场景的拍摄便

是在这里完成的。这座摄影棚棚内面积

1500 平方米，只要关闭声闸大门，棚

内隔音效果可以达到 NR25 标准。太空

舱经过 2 个月的时间全部搭建完成。据

说当吴京看到太空舱的细节时非常激

动，认为做得很精致，几乎是挑不出来

毛病的。

“电影在前期筹备时，我们经过考

察勘景，发现青岛各方面的条件都是

好的，除了有完善的服务体系和优惠的

影视政策外，影棚内先进的硬件设备，

为剧组的拍摄节省了大量的成本费用。”

《流浪地球》执行制片王鸿给予了东方

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高度评价。而导演

郭帆谈起在青岛的拍摄经历时表示，在

筹备过程中青岛的电影服务机构给予剧

组不少支持，“青岛摄影棚在国内是一

流水平，希望在此完成我的科幻电影梦

想。”如今，名利双收的《流浪地球》

不仅实现了导演的科幻电影梦，更获得

了 412.65 万元的补贴。郭帆多次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把黄岛当作第

二个家”。

西海岸的“电影版图”
实际上，在《流浪地球》和《疯狂

外星人》之前，已经有不少中国国电影

贴上了“青岛制造”的标签。据统计，

现在每年在青岛拍摄的影视作品约 100

国产“爆款”诞在青岛
随着《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

两部国产科幻巨制成为春节“爆款”，

电影的拍摄地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当红

炸子鸡”——作为中国科幻电影拍摄新

领地，“造梦工厂”青岛东方影都正助

力中国电影开启新纪元。

作为中国第一部科幻大片，《流浪

地球》超出了所有人预期，也因此掀起

了一场“中国科幻热”。这部地地道道

土生土长的国产电影几乎可以和好莱坞

大片“打个平手”，被多位影评人一致

评论“中国终于拥有了真正的硬核科幻

大片”。尽管导演郭帆认为电影的成功

是“因为观众的宽容”，但仍有不少国

外媒体给予这部电影颇高评价。《纽约

时报》甚至将中国在太空领域的突破与

电影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制

作的新时代，与太空探索的新时代，都

开始了”。《纽约时报》当地时间 2月

4日的文章标题更加直截了当：《中国

电影终于加入了太空竞赛》……这部在

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完成的科幻大片，折

射出的不仅是青岛电影产业的发展，也

彰显出中国电影发展新方向——工业电

影基地将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升级换代的

重要载体，见证中国“电影大国”向“电

影强国”发展的历程。

另一部集齐了黄渤、沈腾、徐峥 3

位喜剧大咖的贺岁大片《疯狂的外星

人》，上映仅两天就拿下了春节档第一，

是导演宁浩准备时间 长的一部电影，

因为它创作上、制作上都 难，也包含

了他从影至今 大的野心。《疯狂的外

星人》的特效花了 2亿，在国产片里是

很少见的。电影里那些以假乱真的场景

其实是摄影棚里搭建的实景。用宁浩的

话说，“有的（电影）努力让你看到特效，

我们则是努力让大家看不出来，让特效

更加符合真实，这也正是特效的两种用

俯瞰青岛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
A bird’s eye view of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SUNAC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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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近几年，《长城》《环太平洋2》《一

出好戏》等大制作影片先后从青岛东方

影都走上国内外大银幕；《特警队》《刺

杀小说家》业已在此杀青；如今，华语

电影史上投资规模 大的《封神三部曲》

正在紧张地拍摄制作中；《太空2049》《天

星术》等影片也开机在即——青岛东方

影都，正成为青岛西海岸的灵山湾风生

水起。

目前，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作为

青岛西海岸新区十大功能区之一，已启

动的区域面积达到 45 平方公里。经过

5年的发展，这里已初步形成影视文化、

智慧科技、休闲旅游三大产业板块的格

局，纷至沓来的影视节会也为这一区域

增加了文化的温度和发展的厚度。这片

区域，已然崛起为影视新城区。

作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的灵魂

项目，青岛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投

资500亿元、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

无论从体量还是产业模式方面，青岛东

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都是全球投资规

模 大的影视产业基地——40 个世界

顶级摄影棚、32个置景车间、世界 大

的 1万平方米摄影棚、世界惟一的室内

外合一水下影棚等多个“行业之 ”，

让全球看到了青岛这座世界“电影之都”

的超凡实力和壮志雄心。除了世界一流

的硬件设施，青岛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

业园所提供的配套服务，也是有口皆碑

的。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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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

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

合主办的青岛东方影都全国群演大赛暨

《群演公社》项目，不仅为默默无闻却

一直努力坚持的群众演员提供机会，同

时反向为平台和作品源源不断地输出专

业优质的演职人员。在这项持续发展计

划中，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将拓展人

才孵化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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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一步

提升灵山湾影视基地软实力。

不止于此，总投资 50 亿元、占地

100 公顷的藏马山影视外景地正在如火

如荼的建设中，将于今年建成启用，一

个全产业链的大影视生态圈和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影视文化旅游度假目的地正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加速崛起。“现在，

灵山湾的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

院、影人公寓等配套项目已开工建设；

创智产业园正在建设影视后期制作基

地；与灵山湾相距约 40 分钟车程的藏

马山影视外景地也将于今年建成启用。”

青岛灵山湾影视局（筹）副局长赵芳介

绍说，未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形成“东

有灵山湾、西有藏马山”的双城联动影

视大格局。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从

2009 年第 11 届“金凤凰奖”永久落户

到2019年《流浪地球》《疯狂外星人》

两部“爆款”诞生。10 年间，首届上合

组织国家电影节、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

介会、青岛国际影都影视技术博览会等

等活动见证着青岛特别是西海岸影视产

业发展，而优厚的补贴政策无疑是这份

成绩单上 亮的一笔。

为打造世界级的影视产业基地和国

际一流文化旅游项目，青岛市制定出台

了《关于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由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和社会资

本各出资 50% 设立总额 50 亿元的影视

产业发展资金，对入驻青岛东方影都拍

摄的优秀影视作品 高给予制作成本

40% 的补贴。3 月 1日，青岛东方影都

影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影视作品制

作成本补贴举行了发放仪式。《流浪地

球》《疯狂的外星人》《环太平洋2》《一

出好戏》4 部已公开上映影片，于 2016

年至2018年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制作。

根据《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发展资金

管理使用办法》及其细则和核定标准，

经第三方核算和专项资金理事会审议核

准，这 4 部影片符合补贴要求，共获补

贴资金 3600 余万元。其中，《流浪地

球》剧组获补贴资金 412.65 万元；《疯

狂的外星人》剧组获补贴资金 1038.71

万元；《环太平洋 2》剧组获补贴资金

1600 万元；《一出好戏》剧组获补贴资

金 575.6 万元。据介绍，今后青岛市将

按照降门槛、扩范围、缩时限、简流程

的原则，对 50 亿元青岛东方影都影视

产业发展资金政策进行优化完善，吸引

更多优秀剧组入驻拍摄制作。

连续 5 年，每年 10 亿元的影视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每部影片 高给予

40%的补贴；面向全国启动影视剧本孵

化计划，对于剧本和创意给予专项资金

扶持；对青岛注册的影视公司施行税收

连续返还政策……这一切，成为青岛影

视服务的先导，激发“电影之都”能量，

产生巨大的磁力效应。目前，青岛西海

岸新区以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为核

心，规划布局拍摄制作、会展交易、演

艺娱乐等业态，积极发展影视服务配套

产业，打造全产业链影视基地。目前已

引入从编剧创作、影视发行、后期制作、

演员经纪、道具服装租赁到影视培训、

投融资等众多影视机构，注册入驻影视

产业相关企业、导演编剧工作室等突破

200 家，3 至 5 年内将超过 500 家，形

成影视全产业链配套平台。

据悉，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

计划到 2020 年，影视产业总收入达到

150亿元，新增1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

青岛西海岸新区还正积极筹办世界一流

的青岛国际电影节会活动，已与美国奥

斯卡学院、法国戛纳电影节主办方达成

合作协议，通过设立“戛纳日”“奥斯

卡日”等方式，搭建影视与时尚的世界

舞台。

从天然影棚到世界影都
2017 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

城市网络新晋入网城市名单公布，青岛

被授予“电影之都”称号，成为中国首

个世界“电影之都”。青岛电影产业，

也自此拥有了更深层的发展与嬗变新机

遇。

一直以来，青岛十分重视与世界电

影的合作交流，先后举办了新西兰电影

周、印度电影周、中法电影周、德国电

影周等交流活动。2016 年青岛与“电

影之都”布拉德福德达签订了合作备忘

录；2017 年 6 月，青岛邀请世界电影

之都城市在青岛举办了“电影之都”峰

会，共同发表了旨在加强电影及其他创

意领域合作的《青岛宣言》；2018 年，

青岛再借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东

风，向上合组织国家发出邀请，共赴光

影盛宴。

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之后，青岛影

视产业全面开启“一二三模式”的新局

面。据相关人士解读，“一”即建起一

个全产业链发展的影视链条；“二”是

完善政策和配套服务两大体系，为在青

岛落地的影视项目提供完善、便利的“一

站式”服务；所谓“三”，则是搭建包

括电影成果展示平台、电影交易平台、

技术和艺术创新平台在内的三大平台。

青岛将大力推进影视工业体系建设，以

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为依托，搭建全

球领先的电影全产业链，同时挖掘具有

青岛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打造“青岛

出品”影视品牌。

《山东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

（2018-2022）》提到，山东省影视产

业发展将“把握全球影视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趋势，不断延展影视产业链条，

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打造全球影视创

作生产重镇，全面提升山东影视产业的

质量和效益”，并实现“到 2022 年，

全省影视全产业链进一步形成，影视制

作工业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可持

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影视创作生产

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青岛，作为山

东文化产业的龙头、影视产业的重要一

极，必将提振发展信心。

（本文图片由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

业园提供）

Two science fiction blockbusters - 
The Wandering Earth and Crazy 
Alien  were the most popular film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t is said 
that the two high-level films mark the 
start of the sci-fi era of Chinese film. 
However, many people do not know both 
of the two films were shot in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 is  SUNAC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Park. In 
fact, apart from The Wandering Earth , 
Crazy Alien and many other large-scale 
productions, the shooting of S.W.A.T and 
Assassin in Red  has finished as well, and 

Fengshen Trilogy  is being shot there. 
In 2019, Space Intellectual, Candle in 
the Tomb: Tianxingshu, The Romance 
of The Condor Heros and other films 
will be shot in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Park .  Here  i s  becoming  the  mos t 
important gathering place of Chinese 
film new power.

The birth stories of sci-fi blockbusters 
i n  Q i n g d a o  n o t  o n l y  r e f l e c t  t h e 
development of film industry in Qingdao, 
but also manifest the new direction of 
Chinese film development.

电影 流浪地球 太空舱场景
The scene of the space capsule in The Wandering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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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古城：一座古城孕育的千年故事

Jimo ancient city: an ancient city with 
a-thousand-year history

仿佛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从即墨古城一揭开面纱，就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人文印记。一边

连接着千年商都的厚重色彩，一边延续着开放包容的城市态度。民谣节、过大年等节庆活动大放异彩，文旅

融合频获好评，即墨古城逐渐成为人们心中念念不忘的向往之地。

文/韩海燕

这里有千年沉淀的历史文化韵致 ,学宫、

文庙、牌坊街、鸭绿池戏台、财神庙……

一座座建筑无声胜有声，默默传递着悠

悠千古风韵。在东西门大街上葛村榼子、

烙画葫芦、糖画、泥老虎官庄竹编、大

欧鸟笼、即墨麻片瞬间“点燃”回忆。

韵味十足的大鼓书唱出风趣生动的乡

音，即墨柳腔开场欢快热闹。一幅幅场

景，仿佛让你穿越时光回到儿时，找到

那时过大年的记忆。

新地标上的老故事
2019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新

提出“挖掘文化底蕴，提升城市气质，

塑造城市精神”。反观即墨近年来呈现

的一张张文化“成绩单”可谓精彩纷呈，

即墨大力实施“文化提升工程”，坚持

以文化塑造城区灵魂。文庙祭孔大典、

国际水彩名家绘古城、文庙学童开笔礼、

古城民谣节、崂山书院常态化公益文化

活动……越来越多的文化活动在即墨古

城举办，不仅增添了古城气质与活力，

还使广大市民的思想观念和品格素养在

文化活动的持续滋养和熏陶中“水涨船

高”。

说到古城，当然离不开那段历史。

即墨，春秋战国时期为齐国名邑，秦代

置县，隋朝建城，即墨大夫刚直不阿、

田单破燕、田横五百士、郭琇三疏等典

故让即墨昭彰史册。即墨县治自公元

596 年迁至现址，至今已有 1400 多年

历史。战国时期，即墨已巍然屹立在齐

国的东方，与西面的临淄遥相对峙，并

夸富饶。即墨大夫的辉煌业绩，齐威王

进入古城，如同穿越千年，高高挂

起的大红灯笼，城墙上张贴的一张张喜

庆对联，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中流露着喜

悦，街头巷尾商铺林立中处处洋溢着浓

浓的古城韵味。须臾之间，即墨古城已

然成为青岛新晋网红、游客必逛之地，

成为青岛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但即墨古城不只是一座城，更是一

座文化交流的平台，市民公共的会客厅。

的惊人“一鸣”，使即墨之名昭彰天下；

稍后，田单借此一座孤城，巧用火牛阵

大破燕军，又进一步提高了即墨的知名

度。秦一统天下，实行“郡县制”，即

墨始定为县；然而这个新生事物在随之

而来的一场改朝换代的纷乱中似乎有些

动摇。汉初，高祖刘邦的孙子刘熊渠被

封到这里称“胶东王”。继之，景帝刘

启的儿子刘彻、刘寄也被封遣于此。此

后，刘姓的子孙先后有六七位王子在胶

东王的封地里坐享荣华富贵，他们的权

力笼罩着大半个山东半岛。兼做着“国

都”的即墨县城，也成为胶东国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王莽“新”了一阵，

即墨被改名“即善”，但这个新名称很

快随着新莽政权的垮台而被取缔，当然，

“即墨”的老名称也随着刘姓皇位的复

辟而得以恢复。

即墨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厚的积淀，

有太重的背负。即便是“即墨”这个名字，

也引人遐思。即墨本地人都将“即墨”

称为“即密”或者“即魅”( 音 )，即便

是外来朋友也常常故意学念“即密”或

者“即魅”二字，以显示自己对即墨的

熟悉和亲切。

那么 ，即墨是因何而得名的呢 ?

据史料记载：即墨之名，因水而得，即

墨之设，其来久远，分析合散，代有不

一；亘山联海，不改其常。原来，“即

墨”的名称， 早出现在《战国策》《国

语》《史记》等历史典籍中，因故城（位

于今平度市古岘镇大朱毛村一带，田单

破燕处）地临墨水（源出平度市古墨山，

今之猪洞河）而得名。因山、河而取名，

在中国地名学中十分常见，即墨也不例

外。“即”，是指临近、靠近，“墨”，

便是指墨水河。

 2013 年 1 月 18 日，原即墨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确定，

将《关于实施即墨古城片区改革建设延

续千年文明的历史》议案作为 2013 年

1号议案。

2014 年，即墨古城在原即墨市破土

重建。即墨古城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43公

顷，总建筑面积 39万平方米，其中，地

上 19万平方米，地下 20万平方米。根

据读城、悟城、构城、筑城的规划，即

墨古城重点复建县衙、展馆、文庙、城
仿佛是一种历史的传承 从即墨古城一揭开面纱 就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人文印记 图 / 王云胜
Like a kind of inheritance of history, Jimo ancient city leaves a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ark in 
people’s mind the moment that it is unveiled.

须臾之间 即墨古城已然成为青岛新晋网红 游客必逛之地 成为青岛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图 / 王云胜
In an instance, Jimo ancient city has become a new internet celebrity, a must for tourist to visit, and a new landmark of cultural tourism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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隍庙、财神庙、真武庙、牌坊街（21座

牌坊）、教堂等公共建筑，打造“一城、

两街、十景、十三坊”的整体格局，这

些古建筑的复建都是参考史料记载，建

筑的规格、模样力求全部还原，精益求

精。一城：即古城：包括古城门楼、城

墙、县衙等；两街：即牌坊街（东西门街）

和南门街；十景：即淮涉八景：水阁临风、

古寺塔影、锁龙泉石、长桥卧波、平沙

清流、岸柳含烟、淮涉春浣、高堤垂钓

等；十三坊：齐王田横坊、山海名邦坊、

恩宠宪臣坊、总督三边坊、四世一品坊、

亚魁坊、父子御史坊、世步青云坊、湖

广总督坊、齐王田横坊、琅琊王氏祖脉坊。

新建筑传承老历史
即墨古城为何如此让人念念不忘 ?

青砖黛瓦、漆柱雕梁，一座座大大小小

的牌坊林立，麒麟石雕等栩栩如生，工

艺堪称精湛。这里，无论是文庙、牌坊

街还是学宫、财神庙都在每一个细节

上匠心独运，尊重历史重视人文，每一

个建筑似乎都赋予了生命，讲述传承着

千年历史。例如文庙，历史上的文庙又

称“圣庙”，这里曾第二次公车上书。

如今文庙开庙暨祭孔大典、学童开笔

礼、成人礼，这些神圣庄严的仪式，传

承了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建于明嘉

靖四十二年（1563 年），距今已有 453

年历史的奎明楼。由知县汤明善主持建

造奎明楼外匾额为“海天极望”。 因

即墨居虚危之次，东腋瀛海，南面华楼，

西襟马岭，北负灵山，其东门乃往来要

冲，题额“海天极望”寓意海天一色尽

收眼底，登高远眺，视野广旷；即墨财

富民俗馆原为春秋阁，位于古城县衙东

市井繁华生活中心。据清同治版《即墨

县志》记载，县署东鸭绿池有一春秋阁，

祀关帝，清乾隆年间改建。同治九年，

知县林溥重修后圮。即墨民间自古有崇

Like a kind of inheritance of history, 
Jimo ancient city leaves a deep 
h i s tor i ca l  and  cu l tura l  mark 

in people’s mind the moment it was 
unveiled to the public. On the one hand, 
it inherits the rich color of the business 
capital with a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it continues to hold 
the open and inclusive urban attitude. 
Ballad festival, Spring Festival gala and 
other festival activities amaze people 
with brillianc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btains numerous favorable 
comments. Jimo ancient city gradually 
becomes a new landmark of cultural 
tourism in Qingdao, as well as a desirable 

destination that people can’t forget.
Entering the ancient city, and seeing 

the large red lanterns hung high, the 
festive couplets posted on the wall, 
the joy of the hustling crowds, and the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 manifested 
in every corner of the streets and lanes, 
one will feel as if he has passed through 
a thousand years. In an instance, Jimo 
ancient city has become a new internet 
celebrity, a must for tourist to visit, and 
a new landmark of cultural tourism in 
Qingdao. Jimo ancient city is not just a 
city any more, it is also a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a public reception 
room for the citizens.

奉财神的信仰，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

为民间传统的财神节；戏台，为财富民

俗馆南侧的景观建筑，周边区域是即墨

古城市民、游客进行公共活动、举行财

神民俗庆典的重要场所。其建筑为单层

歇山与悬山结合的双面戏台，面北戏台

为单檐歇山顶，面南戏台为卷棚顶。采

用苏式彩画，以吉兽、人物、植物、山水、

世俗故事为主。大气磅礴的即墨古城县

衙，气势恢宏的学宫，热闹非凡的东西

门里街市，游人如织的城隍庙，神圣庄

严的教堂……美轮美奂的即墨古城建筑

与街市带给游客的不仅是时光倒转的体

验，更通过古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气息体

会即墨的千年文化。

古城让千年历史重现，古朴厚重又

温暖开放。“来即墨古城过大年”财神

巡游、县官巡游、写新春对联福字、新

春灯会、接财神仪式、还有除夕撞钟祈

福、乡贤名宦望族拜文庙怀祖先仪式等

特色活动，让过年更有喜庆感和仪式感，

让年味绵长悠久。无论是四海漂泊的游

子、寻根问祖的市民，还是慕名而来的

国内外游客，这里成了他们过大年等假

期游必来的打卡之地。

即墨古城厚重又不失创新，屡屡在

文旅融合上创佳。“过大年”期间，更

给老百姓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交运

直通车和旅游公交，让你一步踏入千年，

感受现代与历史的时空穿越，在时空对

话中领略浓浓的历史风情。

引客来是一种吸引力，留住客更是

一种特有的魅力。而这份魅力，更多沾

染着文化气息。即墨古城传承和发扬了

胶东文化，重点传承即墨当地非遗文化，

富有浓郁乡土气息和鲜明艺术特色的即

墨大鼓书，倾注着即墨几代艺人的心血，

活跃了几代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大

鼓书被即墨古城吸收入驻，在悠悠千年

古城传唱，让这座古城更有活力，同时

在鸭绿池戏台时时会回荡起即墨柳腔，

还有葛村榼子、大欧鸟笼、黄氏烙画、

官庄竹编等非遗在这座千年古城又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

依托文庙、学宫、鸭绿池戏台、财

神庙等公共建筑，在即墨古城举办祭孔

大典、成人礼、开笔礼、民谣节等节庆

文化活动，打造“即墨印记”文化新地标、

文化传承弘扬基地，即墨独特的文化资

源优势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即墨古城

已经举办百余次文化活动，百余位国内

外名人到访古城。

即墨古城建筑为体、文化为魂、商

业为脉，这一座有生活温度的古城，从

一开始就定位清晰，将现代城市生活与

古城密切结合，有温度、有生活气息。

到古城过大年，运游结合交通更加便捷，

吃喝玩乐文化非遗样样精彩，千年古城

厚重古朴又温暖开放，有历史有文化有

民俗有韵致更有人情味，这样散发着浓

浓韵味的即墨古城如何不让人寤寐思

服、心心念之。

即墨古城不只是一座城 更是一座文化交流的平台 市民公共的会客厅 图 / 王云胜
Jimo ancient city is not just a city any more, It is more a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a public reception room for the citizens.

民谣节 过大年等节庆活动大放异彩 文旅融合频获好评 即墨古城成为人们心中念念不忘的向往之地 图 / 钟玉先
Ballad festival, Spring Festival gala and other festival activities amaze people with brillianc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btains numerous favourable comments; Jimo ancient city has 
become a desirable destination that people can not forget.

一座座建筑无声胜有声 默默传递着悠悠千古风韵 图 / 钟玉先
The buildings silently present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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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起源与发展以及青岛与电影之间的

美丽邂逅，是一座以文化体验为核心、

以数字科技为动力的“未来博物馆”。“我

们博物馆采取数字化、多样化的展陈形

式，利用前沿的互动式科技体验，并配

合不同年代的电影珍藏品，传达了世界

电影及青岛电影的魅力，展望了未来电

影的无限可能，可以说，是集博物展示、

文化传播、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博物馆，

也是山东省首个以电影为主题的综合性

博物馆。”王柳如是说。

进入博物馆的瞬间，“惊艳”是我

们给予它的第一印象。而后是“出其不

意”“高潮迭起”……在整个参观的过程，

一拨儿又一拨儿的惊喜袭来，令人感慨

这次的参观实在是酣畅淋漓。

沿着星河延伸的方向来到“造梦空

间”，便开启这场寻梦之旅。作为星光

璀璨的“电影之都”，青岛与英国布拉

德福德、澳大利亚悉尼等城市一起讲述

着各自与电影的美丽邂逅。一条“飘带”

贯穿起了青岛与电影的百年情缘，珍藏

着在岁月中留痕的青岛影院故事，以电

影蒙太奇手法营造展示景观一条街，亨

利王子大饭店、水兵俱乐部、山东大剧

院等耳熟能详的名字都镌刻其间。四时

光景“灵动”变幻让你身临其境般回归，

体味到穿越回历史光景的视觉观感。

那些与“电影”相伴而行的电影人，

都“住进”了青岛电影博物馆的“心”

中。1935年，由洪深编剧的《劫后桃花》

在青岛拍摄外景，此后明星影片公司出

品的影片，把青岛选为除上海以外首映

地，作为中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的洪深，

其身影成为了青岛厅一道亮丽的景观，

以百年记忆诉说青岛与电影的情缘，珍

存那些岁月的纪念。从人灵地杰的青岛

走出的众多优秀电影人，镌刻在了青岛

电影博物馆的一面“影人墙”，这是利

用 mapping 影像的技术展示出了青岛

本土著名电影人、艺术家们的风采，他

们脍炙人口的经典代表作品也为中国电

A 
Wonderful journey through a century of film history

文/魏浩浩 图 /杜永健 

从无声黑白到流光溢彩，从过去的“胶片时代”到如今的“数字化时代”，电影的诞生和发展为全人

类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人们在光影间感知世界，利用巨像的画面表达情感，哪怕是电影的细微处也在

抒发情怀。电影是一门绝妙的艺术，它历经百年，魅力无限。无论问起谁，都有至少一两部人生挚爱。在

青岛电影博物馆里，我们感受时光对于电影艺术的眷恋，感慨科技为电影发展助燃，感恩当下时代赋予我

们美好的电影时光。

一个有趣又值得回味的博物馆，就在这里。

穿越百年光影的奇妙旅程

——走进青岛电影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微缩电影百年
绿树环绕间，如梦如幻的欧式城堡

伫立其中，如果不说，谁都会错以为到

了小型的迪士尼乐园。浓缩着百年电影

精髓的青岛电影博物馆便位于这里。据

了解，青岛电影博物馆毗邻“东方影都”，

由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出资建成并运

营，旨在打造青岛作为“电影之都”的

核心文化至高点，现已成为西海岸新区

标志性建筑和标杆性项目，也是该区域

具有引领性的重要文化场所。

对此，青岛电影博物馆运营负责人

王柳介绍，博物馆于 2018 年 4 月开始

运营，场馆共分3层。1层为博物馆展区，

面积约2700平方米，由序厅“银海华章”、

世界厅“光影创世”和青岛厅“青岛靓

影”三大展厅构成，主要展示了世界电

在地面的青岛地图上 一根根代表着电影在青岛取景地的光柱显得尤为突出
On the ground map of Qingdao, the light pillars representing many lm shooting locations seem rather eye-catching.

红色城堡的模样让青岛电影博物馆如梦如幻 图片提供 / 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a red castle makes Tsingtao Movie Museum look like a fancy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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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增辉添彩。

除此之外，随着电影的不断发展，

青岛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电影拍摄地，

后期的好多影片也都是在青岛拍摄完成

的，因此青岛被称为“天然的摄影棚”，

比如《暗礁》《苦难的心》《青春之歌》《红

旗谱》等等。在博物馆当中，真实还原

了《地雷战》的拍摄场景，取景地就是

如今的平度大泽山。故事讲述了抗战时

期各村民兵联合起来运用地雷战术，歼

灭进犯的日军， 后取得胜利的故事，

从复原场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艰

苦而又积极的拍摄条件。

博物馆中的神秘黑科技
不得不说，在青岛电影博物馆的参

观之旅，也是一场奇妙的科技体验之旅。

从《指环王》中的“咕噜”到《阿凡达》

中的“纳威人”，再到《复仇者联盟》

中的“绿巨人”都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电

影科技的神奇。在参观过程中，你会不

经意地被丰富又新奇的科技产物所吸

引。在新型VR(虚拟现实）互动体验区，

带上VR眼镜，仿佛进入了现实版的罗

马斗兽场，听着激动人心的《斗牛士之

歌》，完全沉浸在比赛场景之中，身临

其境的感觉令人印象深刻，在欣赏角斗

士精彩搏击画面的同时，也会不断发出

惊呼声。

走进“魔镜”体验区，穿越时空与

自己隔空对话，享受实时变身的超能力，

cosplay 影片中的主演大咖，通过“动

作捕捉”技术，抓住人物的动作和骨骼

点，实现屏幕影像与体验者动作的同步，

通过虚拟时空带来一种视觉享受。钢铁

侠、恶灵骑士、魔法少女，在梦幻与现

实的光影空间里体验一场有趣的竞技互

动。

此外，后期剪辑制作区域也让人们

过足了制作电影的瘾。每个人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影片片段，随意调整片段顺

序，讲出完整的电影故事，还可以把亲

手制作的影片带走，留下一段别样的体

验。不仅如此，还可以体验配音环节，

让自己也当一次影片的“声音大咖”，

选择喜爱的影片，了解剧中人物的感受

的同时，亲身体验一把配音大咖的角色，

这种环节让每个人释放自己，挖掘个人

的潜能，说不定你的声音会惊艳四座，

声中有戏、戏中有声，感受声音的美妙。

“你的每一刻，都是首映礼”
步入博物馆的二层，“拾光里”的

名字赫然出现，而他们的理念——“你

的每一刻，都是首映礼”，也十分有新意。

王柳介绍，“拾光里”艺术空间，面积

约 5923 平方米，结合了电影中的经典

元素，打造成为集展览空间、新闻发布、

图书文创、影视餐饮、艺术影院等多种

业态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不定期更新

展览内容，成立“影人俱乐部”，开设

影视文化讲堂，是一处着力打造环境舒

适、可供休闲娱乐与科教一体的新型艺

术空间。

作为青岛电影博物馆其属下子品

牌，“拾光里”旨在打造小众的影视休

闲娱乐综合空间。主要经营范畴包括拾

光里咖啡、影视图书馆、胶囊影院。基

于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的优势之上，

利用青岛电影博物馆深厚的影视文化底

蕴，营造出能够吸引影视爱好者、影视

从业人员、年轻新生代、亲子团体、学

生团体等目标人群的文化氛围圈。

“拾光里咖啡”极具特点，这里将

荣获第84届奥斯卡5项大奖的影片《雨

果》中经典的电影元素作为设计灵感，

打造出了一个极具影视氛围的开放式吧

台区域。卢米埃尔兄弟影片中的火车站

台、电影大师乔治 •梅里爱《月球旅行记》

中的经典月球脸以及影片中父亲留下的

机器人等全都萦绕在身边。不仅如此，

“拾光里咖啡”自主创新、研发了影视

主题的咖啡、饮品、甜点、面包、简餐

等产品，服务辐射范围包括整个青岛电

影博物馆及产业区。同时可为各类影视

发布活动及宴会提供影视主题配套餐饮

服务，并且不定期推出甜点、面包烘焙

课程。现场还配备了专业级面包烘焙一

体机、咖啡及饮品制作全套设备。

紧邻“拾光里咖啡”的是集借阅、

售卖、沙龙、讲堂、论坛等功能于一体

的开放式图书文创阵地，主要推出影视

专业、畅销文学、亲子互动、人文伦理

等类别的书籍，以及各类影视周边、青

岛电影博物馆及“拾光里”自有 IP 原

创商品等。这里不定期举办各类图书签

售、读书沙龙、影视交流、专科讲堂等

艺术活动。推出图书借阅年卡，以满足

周边常住居民进行图书的长期借阅功

能。

当下十分流行的胶囊影院也成为了

这里的一大特色。共设有“复古”“科由彩色丝线组成的投影屏幕上 放映着从黑白到彩色时期的著名电影片段
Famous movie clips, from black and white lms to color lms, are played on the projection screen made up of colorful silk threads.

博物馆用浪漫展陈的手法还原了洪深在青岛构思故事 伏案写作的场景
With a romantic display technique, the museum reappears the scene that Hong Shen wrote stories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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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Me at the Museum

技”“儿童”“美式乡村”“好莱坞”“老

上海”6 个风格不同的主题包间。以个

性化的影片点播形式提供极具灵活度

及私密性的舒适观影空间，增强自主体

验感。“胶囊影院使用影院专业级放映

点播设备及服务系统，片源库收录多达

6000 部的正版影视资源，国内外经典

大片随时看，定期进行资源内容的更新。

服务人员进行影视类知识及影视实时讯

息等内容的定期培训和考核，提供极具

专业化的配套服务及影视内容讲解。不

定期开展‘主题影片展映活动’，例如

影视音乐、动画、体育、电影节获奖影

片等。”王柳说道。

早在电影诞生之初，青岛就作为电

影艺术的东方摇篮，沐浴了中国电影史

上的魅力曙光。而今，青岛以“电影之都”

的身份大放异彩，青岛电影博物馆不仅

仅是参观电影经典记忆的场所，更是一

场穿越历史走向未来的时光隧道。在此

基础上，明星演员、导演在这里接受采

访，参与活动，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这

里参加研学活动、一个又一个有层次、

有内涵的展览在这里展出。电影博物馆，

将“电影”的优势无线放大，通过这种

媒介吸引更多的人。当代中国电影产业

的发展势头强劲，厚积薄发的青岛也登

上更广阔的舞台，作为灵山湾影视文化

产业区汇聚电影文化的场馆，青岛电影

博物馆将铭记镌刻每一个关于电影、关

于青岛的珍贵瞬间。

Tsingtao Film Museum, located 
in the core region of Lingshan 
Bay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Industry Area, and adjacent to the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is invested and 
operated by the West Coast Development 
Group, which aims to build a high point 
of the core culture for Qingdao as the 
“City of Film”. Now, it has become a 
landmark as well as a benchmark project 
in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ultural site in the area.

Tsingtao Fi lm Museum has three 

storeys. On the first floor is the exhibition 
area covering about 2,700 square meters. 
It consists of three exhibition halls, 
namely, the Preface Hall, World Hall 
and Qingdao Hall, mainly display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film as 
well as the wonderful encounter between 
Qingdao and film. It is a “future museum” 
that sets cultural experience as the cor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momentum. 
On the second and third floors is the 
“Shiguangli” Art Space with an area 
of about 5,923 square meters. With 

combination of classic elements in films, 
it is built into a cultural complex that 
integrates a variety of business formats 
including exhibition, press release, 
bookstor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pace, 
film and television, dining places, artistic 
cinema, etc. The museum updates the 
exhibition contents irregularly, sets up 
the “Film Lover Club”, and provides film 
culture lectures. It focuses on creating a 
new art space that offers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and integrates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with scientific education.

胶囊影院一景
A scene of the capsule cinema.

老式放映机
Old-style projector.

黄渤将自己的奖杯捐赠给博物馆
Huangbo donated his trophy to the museum.

博物馆中 以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打造出一条景观街 立体生动地介绍了青岛几所著名的电影院
In the museum, a scene street is created by the use of montage, vividly introducing several famous cinemas in Qingdao.

“拾光里咖啡”让人不禁想在这里小憩一下
People cannot help stopping at “Shiguangli Cafe” and having a rest.

胶囊影院里面还原知名美剧 老友记 的场景
In the capsule cinema, the scene of the famous American TV series Friends is rest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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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从访问港到国际母港

青岛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优势，

向海而生、因海而兴，以“港”闻名。

1892 年开埠的青岛港航，是西太平洋

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世界第七大货物

港口，常年不冻不淤，四季通。早在改

革开放初期，青岛港就开始接待来自美

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国际邮轮，成

为 受国外邮轮游客欢迎的访问港目的

地之一。上世纪 70 至 80 年代，瑞典的

“北欧明珠号”、英国的“奥利安娜号”

和德国的“海之傲号”纷纷到访青岛，

开展游学和文化交流活动。

到 21 世纪，来青岛访问的邮轮数

量逐年增加，青岛成为 受国外邮轮游

客欢迎的中国访问港目的地之一。美国

“钻石公主号”邮轮就先后5次停靠青岛，

接待海外邮轮游客上万人次。2011年起，

青岛始发港航次不断增加，歌诗达邮轮

开辟 13 个航班，共接待游客 3000 余人

次。

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

家战略，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青岛市

委市政府把发展邮轮经济作为转方式、

调结构，实现蓝色跨越的重大战略部署。

2012 年 5 月，投资 8 亿的青岛邮轮母

港码头主体工程开工建设，同年 12 月

建设完工；2013年3月，正式通过验收；

2015 年 5 月，青岛邮轮母港客运中心

正式投入使用。青岛邮轮母港的开港标

志着青岛港老港区转型升级取得了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同时也为青岛

乃至山东半岛拓展邮轮经济产业链，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

青岛邮轮母港位于青岛港老港区 6

号码头，由青岛港集团投资建设，总投

资约 10 亿元，共建有 3 个邮轮泊位，

岸线总长度 966 米。其中，新建超大

型邮轮泊位长 490 米，纵深 95 米，吃

水 -13.5 米，可全天候停靠目前世界

大的 22.7 万吨级邮轮；2个原有泊位长

度约 476 米，吃水 -8 米，可同时停靠 2

艘中小型邮轮。

E
njoy a cruise from Qingdao

文/王欣邮轮旅游，从青岛启航

邮轮，是慢生活与慢旅行的最妙结合。

一场邮轮旅行，至少能拥有 3 个目的地：始发港、访问港（至少 1 个），还有邮轮本身这座移

动的海上城堡。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有品质的出游， 邮轮旅行不再像电影《海上钢琴师》

那样遥远触不可及，渐渐成为人们理想选择之一。

在中国知名邮轮母港——青岛，有一场精彩的邮轮旅行，正在等你启程。

俯瞰青岛邮轮母港 图 / 王勇
A bird's eye view of Qingdao cruise ship 
home port

青岛邮轮母港配套建设国际标准的邮轮母港客运中心 图 / 庄泽
Qingdao International Cruise Port is equipped with a passenger transport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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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码头，前沿配套建设国际标准

的邮轮母港客运中心，总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 高通关能力可达每小时

3000 至 4000 人次，年接待能力达 150

万人次。青岛邮轮母港出入境联检大

厅配备了先进的检测设备，可同时满

足两船同进同出。截至目前，青岛邮轮

母港累计接待包括歌诗达邮轮、地中

海邮轮、丽星邮轮、皇家加勒比邮轮、

嘉年华邮轮等在内共 290 个航次，出

入境邮轮游客 34 万人次。2018 年，青

岛还接待了星之传奇、维京邮轮、荷

美邮轮等多个访问港航次，为邮轮游

客提供了便捷的靠泊、通关和岸上观

光服务，并在靠泊期间组织丰富多彩

的活动。

青岛邮轮旅游的
优势、机遇与挑战

青岛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地处山东

半岛东南部沿海，胶东半岛东部，中日

韩自贸区的前沿地带；濒临黄海，隔海

与朝鲜半岛相望，同时处于京津冀经济

圈、长三角经济圈的中间地带。随着青

盐铁路和济青高铁的开通，将使高铁沿

线城市的游客来青岛乘坐邮轮更加便

利；而胶东国际机场的建成启用，将使

海内外的游客来往青岛更加方便。从青

岛邮轮母港出发的航线覆盖东北亚、东

南亚以及远东地区，1个小时即可航行

到公海，这为短途出境游线路和无目的

地公海游等邮轮产品提供更多选择。值

得一提的是，1月 1日起，青岛面向 53

个国家入境人员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

签，将吸引更多外国游客畅游青岛。

青岛还拥有雄厚的产业发展基础，

不仅拥有装箱吞吐量排名世界前十的青

岛港集团，还拥有具备先进的船舶修造

技术的北船重工、武船重工等造船企业，

此外，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青岛海

事职业学院等专业院校也能为邮轮旅游

服务提供充足的专业人才。

消费潜力巨大，也是青岛发展邮轮

旅游产业的优势之一。作为山东省经济

发展“龙头”城市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领军城市，青岛经济基础雄厚、市场

消费潜力巨大，跻身“万亿俱乐部”更

能说明青岛的经济实力不容小觑。

客源腹地广阔，也为青岛发展邮轮

旅游产业带来了先决优势。青岛可以轻

松辐射山东省内以及河南、河北、山西、

江苏、安徽等周边省份，庞大的人口基

数为发展邮轮旅游产业提供很好的客源

基础。

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也为青岛邮

轮旅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

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青岛城市基础

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海、陆、

空等交通体系发达。目前，青岛机场通

航城市 113个，国内 90个，国际 20个，

地区3个，开通航线199条，国际26条，

年吞吐量突破 2400 万人次；铁路年吞

吐量 1500 万人次；高速公路通达 818

公里。此外，青岛有旅游咨询中心39处；

住宿酒店 6000 家、床位数 25 万张，国

际知名品牌 50多个；123 家 A级景区；

旅行社514家，其中出境旅行社50家。 

青岛是众所周知的知名海滨旅游度

假胜地，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城市发展

而不断提升。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给

青岛带来的国际影响力以及“留下”的

灯光秀、国际会议中心等新的城市标志，

也为这座时尚美丽的海滨城市赢得了世

界的广泛赞叹。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青

岛，当身份在邮轮到访港和邮轮母港间

转换时具有同样的魅力和优势——独具

特色的山、海、城等旅游资源以及高尔

夫、海上观光、温泉度假等高端旅游项

目对邮轮观光客人具有较大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良好政策环境为青

岛邮轮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丰沃

的土壤。2016 年 5月，国家旅游局同意

在青岛设立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

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邮轮产

业发展，将其视为一大课题。从成立青

岛国际邮轮港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到组

建青岛国际邮轮港区服务管理局，再到

出台了一系列加快邮轮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和针对邮轮经济发展的优惠支持政

策，为青岛发展邮轮经济提供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同时，青岛将依托青岛港老

港区转型改造，在其周边 4.1 平方公里

开发建设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实现老港

区由传统货物港向邮轮旅游港、人文港、

现代化国际商务港蝶变。

政策方面，青岛给予邮轮旅游产业

发展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2018 年 11

月 6日，青岛出台《青岛市扶持邮轮旅

游发展政策实施细则》。对以青岛作为

邮轮母港基地，常年定期发送以青岛为

始发港的邮轮航次，并在青岛建设办公、

物流配送、物资仓储、人才培训等配套

设施的邮轮公司，采取“一事一议”的

方式，在办公场地、航次补贴等方面给

予优惠和奖励政策；对以青岛为访问港

并组织游客上岸观光的邮轮航次，按照

以下标准对邮轮公司和旅行社给予奖

励（奖励资金由邮轮公司和组织上岸观

光的旅行社按 7:3 比例分享）；对以青

岛为始发港的邮轮航次，按照此标准给

予邮轮公司或包船旅行社给予奖励。同

时，鼓励邮轮公司在青岛常态化运营 ,

每年自青岛始发邮轮以 10 个航次为奖

励起点，在单航次奖励的基础上，每

满 10 个航次，给予 50 万元补助，运营

50 个航次及以上的，给予补助 300 万

元。2018 年 12 月 4 日，青岛出台《关

于鼓励组织邮轮客源的办法》。为促进

青岛邮轮旅游业务发展，对租赁或包租

邮轮来青岛运营的出境旅行社或旅客票

务代理商，年度累计组织登船出境人数 

5000 人以上（含 5000 人）的，按招徕

邮轮旅客出境人数每人 200 元 的标准

给予补贴。 

2 月 6日，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

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调研邮轮母港时强

调，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

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总书记对山

东提出的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要求，

主动服务国家开放大局，充分发挥港口

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加强青

岛港与周边港口的协同合作，优化资源

整合，发展临港经济，提高通关效率，

做足海的文章，把青岛打造成为山东面

向世界开放发展的桥头堡。要把邮轮母

港建设放在城市整体建设的大坐标中来

审视，坚持规划引领，正确处理好港口

与城市、与产业的关系，整合全球优质

要素资源，推动产城港融合发展。

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对于发挥青岛

邮轮是座移动的海上城堡 图 / 郦新军
Cruise is a moving castle on the sea.

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有品质的出游  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身的邮轮旅行渐渐成为人们理想选择之一 图 / 杜永健
More and more people prefer “high-quality travel”, and cruise trip that integrates catering, 
accommodation, travel,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services gradually becomes one of the ideal 
choices for people.

青岛邮轮母港客运中心总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 最高通关能力可达每小时 3000 至 4000 人次 图 / 庄泽
The Passenger Transport Center of Qingdao cruise ship homeport covers an area of 0.06 million 
square meters. Its customs clearance capability reaches 3000–4000 person-times per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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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S 悠游 

海洋特色优势的重视，让邮轮旅游产业

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机遇与挑战，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干劲十足。

青岛文旅总动员，
发起“海洋攻势”

2 月 17日，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牵头，青岛邮轮港管理局、市北区、青

岛港和青岛重点旅行社参与的青岛邮轮

旅游推介团踏上了全国推介的征程。此

次推介活动兵分 3路，跨越山东、河北、

山西、内蒙古自治区和江苏、河南、甘肃、

陕西等 12 个城市。一路向大漠，去往

济南、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一路

下江南，日照、连云港、盐城和南京；

一路沿着“一带一路”，去往德州、洛阳、

兰州和西安。 3条线路既有青岛邮轮影

响辐射范围内、动车来往非常便利的河

北、山西、河南，也有较远的内陆省份、

可以飞机往来的甘肃和陕西，充分体现

了青岛邮轮旅游推介的得力和雄心。

2月 28日，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再

次面向市内四区旅行社召开邮轮旅游工

作会议。据介绍，组织客源的青岛旅行

社、外地旅行社都可获得奖励；对以青

岛为访问港并组织游客上岸观光的邮轮

航次，组织 800 人以上上岸观光，可给

予 50 万元 / 航次的奖励；对以青岛为

始发港、在青岛常态化运营的邮轮公司，

可以“一事一议”，在单航次 10 万至

40 万奖励的基础上，每满 10 航次，给

予 50 万元补助，运营 50 个航次及以上

的，给予 300 万元补助；对租赁和包租

邮轮来青岛运营的出境旅行社和旅客票

务代理商，年度累计组织登船出境人数

5000 人以上（含 5000 人）的，按招徕

邮轮旅客出境人数每人 200 元标准给予

补贴。同时，邮轮岸上游景区优惠也十

分到位：崂山风景区（太清风景区和巨

峰游览区）今年 1 月 1日至 4 月 30 日

免费，今年 5 月 1日至 12 月 31日门票

半价（五一、十一假期除外，观光车、

索道、游船等服务另外收费）；青岛国

际会议中心门票半价；青岛海底世界（通

票）针对 55 岁以上游客票价 40 元；青

岛啤酒博物馆门票在 1 月 1 日至 3 月

31日和 11 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 25

元；青岛葡萄酒博物馆门票 15 元。邮

轮包船社代表现场表示，将与青岛同行

建立合作平台，与青岛众多旅行社一起

合作共赢，做好3月25日“赛琳娜号”、

3月至 5月 12 班次“中华泰山号”的收

客工作。同时，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定期、不定期暗访，

并充分发挥旅游投诉平台和政务热线的

作用，严厉打击扰乱市场行为，引导业

内合理有序竞争。

In the early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Qingdao Port took 
the initiative to admit cruise ships 

from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Japan, and 
was rated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tops among cruise passengers in the 
world.  

As the building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grew into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Shan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made cruise economy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achieve leapfrog 
d e v e l o p m e n t .  I n  M a y  2 0 1 2 ,  t h e 
construction of the wharf main project 

of Qingdao cruise ship homeport was 
started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800 
billion RMB; in May 2015, the Passenger 
Transport Center of Qingdao cruise 
ship homeport came into service. Up to 
now, Qingdao cruise ship homeport has 
handled a total of 290 voyages and 0.34 
million passengers. This past February, 
the three marketing teams of Qingdao 
cru i se  sh ips  launched promot ion 
campaigns in 12 cities in 8 provinces, 
and gained instant popularity across 
the country. The time for Qingdao's 
cruise industry and marine culture 
has come. A prosperous future can be 
expected.           

此外，为让更多市民了解邮轮经济，

拉动邮轮的实际销售，青岛市文化和旅

游局又兵分多路赴西海岸新区、即墨、

胶州、平度、莱西进行，推介、实施全

市旅行社全履盖。同时，还将组织邮轮

宣传进郊区、进社区、进学校活动，让

更多人享受青岛邮轮产业的福利。

文旅融合打造“网红”线路
通过文化和旅游的融合，让文化更

有活力，让旅游更有魅力，彼此成就，

是青岛文化旅游业做好“工作落实年”

的着力点和目的之一。为此，青岛市文

化和旅游局将陆续推出个性化、品质化

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开发 20 条特色

旅游线路。一方面营造整体海洋文化，

吸引游客深度游，拉动青岛淡季游和夜

间游；一方面作为邮轮游配套服务，通

过岸上游加邮轮游的形式，吸引更多游

客体验滨海文化风情。在此背景下，首

先推出了“亲亲上合”和“电影之都”

特色主题线路。

“亲亲上合”特色主题线路颇具新

意，涵盖了奥帆中心、青岛国际会议中

心、奥帆博物馆、浮山湾灯光秀等地标

以及乘坐“蓝海珍珠号”游船夜游三湾。

2018 年，青岛奥帆中心作为上海合作组

织青岛峰会主会场的所在地惊艳世界，

全新起航；青岛国际会议中心是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的主会场；奥帆博物馆

在保留奥帆赛珍贵记忆的基础上，融入

全新元素和咖啡、文创、书吧的休闲体

验区；情人坝演绎着一场场浪漫，灯塔

旁边观赏夜景、国宴厅上演着《有朋自

远方来》大型灯光秀……在奥帆祥云火

炬码头乘坐“蓝海珍珠”号游轮观看晚

间灯光秀，游览青岛浮山湾、太平湾、

汇泉湾观赏五四广场、电视塔、小青岛、

栈桥。

活力、时尚的青岛是中国首个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电影之

都”，也被誉为“天然摄影棚”，是许

多热门影视剧的取景地，“电影之都”

特色主题线路展现的正式文化青岛的

独特魅力。东方影都游主要沿着《流

浪地球》《疯狂外星人》的脚印游走

青岛电影博物馆、融创茂、融创乐园、

珊瑚贝桥、星光岛、银贝大剧院、游艇

会、金螺秀场；热门取景地则将圣弥

爱尔大教堂、1907 光影俱乐部、胶澳

总督府、栈桥王子饭店、德国总督府

旧址博物馆、八大关风景区、五四广场、

奥帆中心、极地海洋世界等青岛的百

年故事串联。

2019 青岛早春邮轮航线一览

【歌诗达邮轮赛琳娜号】

3月 25日青岛－福冈－青岛 5晚 6日

【中华泰山号】

3月 14日青岛－福冈－青岛 5天 4晚

3月 18日青岛－福冈－长崎－青岛 6天 5晚

3月 23日青岛－福冈－青岛 5天 4晚

3月 27日青岛－福冈－青岛 5天 4晚

3月 31日青岛－福冈－青岛 5天 4晚

5月 1日青岛－鹿儿岛－佐世保－青岛 6天 5晚

5月 6日青岛－福冈－佐世保－青岛 6天 5晚

5月 11日青岛－佐世保－青岛 5天 4晩

5月 15日青岛－佐世保－青岛 5天 4晚

5月 19日青岛－福冈－青岛 5天 4晚

5月 23日青岛－福冈－青岛 5天 4晚

5月 27日青岛－福冈－青岛 5天 4晚

咨询电话：青岛邮轮旅游发展联盟秘书处，0532-68860768。

一次邮轮旅行 拥有始发港 访问港和邮轮本身至少 3 个“目的地” 图 / 郦新军
There are at least 3 "destinations" during one cruise travel, including the departure port, the stopover port and the cruise ship it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