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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Fashion

动感青岛 Dynamic Qingdao

论道时尚产业，推进体育强市

上山下海 2020 第四届汉酱 · 中国（青岛）企业帆船联赛鸣金收官

“帆船之都”青岛品牌赛事入选山东省品牌体育赛事

创新工作方式，实施精准突破

食尚青岛 Fashion Food in Qingdao

人生百味  一锅足以

没讲完的故事，不打烊的酒馆

相遇博物馆  Meet Me At The Museum

博融万家 感受“联合之美” 

悦读 Reading

青岛，现代作家们的福地

没讲完的故事，不打烊的酒馆

 “Bo Rong Wan Jia” Museum 
Group Exhibition
-To Feel the Beauty of  Union

70 博融万家 感受“联合之美” 

 博物馆里的精彩多种多样，

或是历史的精华、或是艺术的璀

璨、或是行业的解密与普及……任

何形式的博物馆，都有它独特的

魅力，而今，青岛市崂山区将这一

切融合起来，为人们献上一场精

神文化大餐。

66 Unfinished stories, never-closed pubs

村上春树曾说：如果一座城市没有愿

意开小酒馆的人，那这个城市无论多有钱，

都只是一座内心空虚的城市。酒馆，看似

繁华都市中不起眼的存在，但它的包容、

轻松和随意，都足以让你在此找到内心深

处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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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游青岛 悦享冬日

冬日之海 恰巧重逢

一城花香醉，不负好时光

不必远行，却能体验异国风情

水阁冬温客更多，石池春暖人宜浴

老朋友，欢迎你

瞰山看海暂别城市喧嚣 自在畅游不负冬日时光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艺术“赋能”城市，青岛再掀时尚浪潮

行业大咖齐聚青岛“论艺”

创新招商新模式  凝聚发展新动能 

为创业城市赋能，为创新城市助力

幸福城市的温度

打造独角兽企业的“热带雨林”

学少年榜样 做时代新人

普法教育我先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再添新阵地

 

中国崂山 Laoshan China

以“莱西经验”为基础，打造乡村振兴“崂山样板”

海湾风采 Elegant Appearance Of The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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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in Qingdao: Joy for All16

幸福城市的温度

看过青岛春日的碧海蓝天，夏日里的花团锦簇，秋

日里的韵味绵长，走进冬天，青岛仍有美景让你不寂

寞，四季更迭，美丽怡人的城市环境，总能激发起人

们对青岛的热爱。

 The Temperature of  Happy City46

嗨游青岛 悦享冬日

五彩斑斓的八大关、层林尽染的崂山、复古精致

的老街、人潮熙攘的码头，不知不觉间，青岛的冬天就

来了。

目录 Contents



006
SAILING CITY

007
SAILING CITY

006
SAILING CITY

007
SAILING CITY

关注 /特别报道 Highlight/Special Report

文 /魏浩浩  图 /王勇森

艺术“赋能”城市，青岛再掀时尚浪潮
2020 中国（青岛）艺术博览会圆满落幕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它真正的价值是让人快乐，成为获取幸福的动力和

源泉。近日，以“艺术让城市更时尚”为主题的 2020 中国（青岛）艺术博览会在青岛国

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艺博会由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主办，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青岛市文联、青岛市教育局、青岛市人社局、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等共同承办，旨在通过搭建优质文化艺术资源的展示平台，以及艺术院校、院团、行业企

业的交流互动平台，促进各类艺术成果交流互鉴，紧密对接艺术和产业资源，推动青岛文

化、旅游、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

With art “empowering” city, Qingdao sets off a fashion tide once again

势”，以时尚城建设攻势引领文化高质

量发展，城市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

著增强。当前，青岛市上下正在深入学

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全会精

神为指导谋划青岛未来发展。定位于“南

有深圳文博会，北有青岛艺博会”的目

标，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艺博会，今年

又以“艺术让城市更时尚”为主题举办

第二届艺博会，必将为青岛艺术创新创

造，推动艺术与产业融合，推动全市文

化繁荣发展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力。

六大精品展位扮靓艺博会
此次艺博会除了在云平台呈现了一

场可看展、可直播、可咨询、可招聘的

线上缤纷艺术大餐，在线下活动现场也

此次艺博会线下活动现场也精心布置了一台惊艳十足的“科技 + 艺术”精品展。

An amazing “Technology + Art” exhibition has been elaborately arranged at the offline activity site of the art 

exposition.

很多观众在青岛综合展区进行参观和互动体验。

Many people visited and enjoye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n Qingdao Comprehensive Exhibition Area.

艺术赋能，为“时尚青岛”加持
艺博会开幕式当天，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

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

长、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主任董伟，中国文联副主席、山

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潘鲁生，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会长李

力，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

会主席范迪安，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

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巴图，中国戏曲

学院院长尹晓东，中共山东省委常委、

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中共青岛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孙立杰共同出席开幕式。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青岛国际时尚城

建设特聘专家聘任仪式，王清宪为鲁昕、

范迪安、巴图、尹晓东 4 人颁发“青岛

国际时尚城建设特聘专家”证书。这是

艺博会平台引进智力资源的有益尝试，

加上首届艺博会聘请的第一批 11 位专

家，目前共有 15 位特聘专家，他们将

成为青岛文化建设的智库专家，为青岛

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会长李力在

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新时代的中国城市

更需要艺术，“用文艺的眼光发现青岛、

传播青岛，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诠释青岛、

鼓舞人民”。青岛人对艺术的推崇热爱

与不懈追求，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赞叹。在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国际化大都市的实践中，艺术将发

挥强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通过艺术博

览会必将汇聚越来越多的智慧资源和优

质项目，也必将让全体市民在艺术熏陶

中提升城市文化认同，让城市成为文化

艺术的神圣家园。

孙立杰在开幕式上致辞中表示，

青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特

别是 2019 年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赋予青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打造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等国之重

任，“学深圳赶深圳”，发起“15 个攻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右二）到以“时尚青岛·青春之岛”为主题的青岛综合展区进行参观，并对展览给予肯定。

Wang Qingxia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visited Qingdao 

Comprehensive Exhibition Area with the theme of “Fashion Qingdao · Island of Youth” and gave his af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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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comes from life yet 
above life. Its real value 
is to make people happy 

and become the power and source 
of happiness. Recently, the 2020 
China (Qingdao) Art Exposition 
t h e m e d  “ A r t  f o r  a  F a s h i o n 
Ci ty”  was  opene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It 
is reported that this art exposition 
is  hosted by China Educat ion 
Federation of the Arts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Qingdao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 i r c l e s ,  Q i n g d a o  M u n i c i p a l 
E d u c a t i o n  B u r e a u ,  Q i n g d a o 
M u n i c i p a l  B u r e a u  o f  H u m a n 
Resource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Qingdao Broadcast ing and TV 
Station, etc. It aims to facilitat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 f  var ious  ar t  ach ievements , 
closely connect art and industrial 
r e s o u r c e s ,  a n d  p r o m o t e  t h e 
i n t e g r a t e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culture, tourism, sports and other 
industries by building a platform 
for high quality cultural and art 
resources display, as well as for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rt colleges, academies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精心布置了一台惊艳十足的“科技 + 艺

术”精品展，精选参与本次艺博会的艺

术院校、乐器厂商、艺术类高新科技企

业，以 AI 互动、数字展示、人工智能

表演等新颖时尚的方式，为观众奉献了

一场应接不暇的线下大展。

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 106 展厅，位

于 C 位的青岛综合展区以“时尚青岛·青

春之岛”为主题，以“山、海、炫彩”

为主要设计元素，在有限的展示空间内，

打造了一个演绎青岛时尚魅力的舞台。

展区整体色调以深灰色为主，与流光溢

彩的灯光秀、丰富绚丽的文旅展品呼应

衬托，极具现代时尚风格。展区分为“青

春集结”“岛城风光”“最享海洋”“时

尚之旅”“尚美青岛”5 个部分，这 5

部分内容的首字汇聚成“青岛最时尚”，

全方位展示了青岛开放、创新、融合的

城市魅力和风采。

除了东道主青岛的综合展位，本次

艺博会还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星海集

团、新华当代、银河水滴、青岛艺校进

驻线下会场，带来各自最前沿的艺术科

研、教学产品。

中央音乐学院 2000 年被列入国家

“211 工程”建设院校，2017 年入选

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全

国艺术院校中惟一一所国家重点大学。

此次来青参展的该校音乐人工智能与

音乐信息科技系创建于 2019 年，带来

了人工智能作曲、人工智能音乐表演、

智能音乐教育、音乐与脑科学等“科

技 + 音乐”的全新尝试，其中 AI 自动

作曲系统只要用户动动手指输入歌词，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自动生成一首完整

的歌曲，观众还可以走上舞台感受奇

妙的交互音乐设计。

“文物大观数字展示系统”也是本

次精品展的一大亮点。该系统由中国文

物交流中心与新华当代国际文化产业发

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联合设计研发，将文

化遗产精品与现代高科技手段相结合，

让观众有机会与文化瑰宝面对面交流。

走进展区就像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国宝大

门，“多媒体五连屏”收录《文物带你

看中国》3D 数字展示项目中多个精品文

物 , 通过人机互动，让观众在屏幕上自

由地对文物进行翻转、移动、拼连，全

方位查看文物的各个角度，亲身感受到

数字文物三维还原展示的精彩；“数字

文物展示墙”收录《大美亚细亚》亚洲

文明展中百余件来自亚洲 11 国上百件

3D 精品文物，以时光隧道的方式排列组

合突出视觉冲击力，通过自主选择，参

与者可控制文物的旋转、放大或缩小整

体与局部；“多媒体互动、展示、学习

拼图”收录 30 余件来自 1 至 12 年级学

生课本的精品文物，作为一款既能欣赏

又能玩的文物互动游戏，用寓教于乐的

方式增加参与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对传统

文化的学习兴趣：“互动翻书”集中展

示全国文物进出境展览集粹，可以让更

多观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青岛艺校作为青岛本土艺术院校的

代表，在本次精品展中集中展示自己办

学亮点和优势专业。有着 71 年发展历

史的北京星海钢琴集团作为中国乐器工

业的代表，带来了旗下的各类经典好乐

器。银河水滴作为中国领先的专注于计

算机视觉与视频大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

企业，展示出全球领先的步态识别技术，

该技术可对艺术学习动作进行捕捉，比

如在舞蹈教学中采集学员舞蹈动作，快

速反馈舞蹈精准度和差异点，提高舞蹈

陪练效果。

“双招双引”剧透大片 
助力艺术发展

自 2019 年首次在青岛举办以来，

中国（青岛）艺术博览会一直都是艺术

赋能时尚城市的大胆探索和精彩亮相。

国际时尚城建设，招商是第一要务。本

届艺博会不但注重线上线下展览展示的

时尚与“颜值”，也同样着力推进各方

青岛综合展区的原创音乐表演也吸引众多人的目光。

The original music performance in Qingdao Comprehensive Exhibition Area has also attracted many people’s attention.

洽谈合作，关注项目与“产值”。一批

业界关注的 2021 年影视剧大片也作为

重点引进项目落地青岛，在本次艺博会

上被提前“剧透”。

在艺博会期间举行的“双招双引”

专场活动，共举行了两轮 10 个项目的

签约仪式。首轮签约项目包括院线电影

《卡尔·马克思》《中国缉毒秘密战》、

国家广电总局百部重点电视剧《空中突

击》、中宣部“建党一百周年献礼”重

点电视剧《永恒的使命》共 4 部影视剧，

均为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或摄

制，总投资额超过 5 亿元。其中，影片《卡

尔·马克思》以史实为基础，艺术再现

马克思感人至深的友情、亲情和爱情故

事，影片目前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置景

筹拍，计划 2021 年 7 月上映。影片《中

国缉毒秘密战》主要展现中国缉毒民警

为打击世界毒枭所做的杰出贡献，是一

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主旋律商业影片，

目前正处于筹拍阶段，计划 2021 年 4

月开机。30 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永

恒的使命》和 40 集当代军旅题材电视

剧《空中突击》也将陆续在青开机。

原创音乐厂牌“赢风音乐”项目由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即墨区招引落地

即墨乐都音乐谷。该公司由青岛藉中国

内地流行音乐男歌手、音乐制作人苟瀚

中携手哈魔音乐文化传媒（北京）有限

公司 CEO 丁培峰等北京一线音视频团队

创建，已与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咪

咕音乐等音乐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将以

“音乐 + 短视频”的形式，搭建集音乐

制作、音乐发行、音乐推广、粉丝运营

和音乐销售于一体的完整营销体系，打

造“赢风音乐”青岛本土原创音乐品牌。

当天的第二轮签约项目包括中国

（青岛）艺术产业实验室项目、人工智

能艺术应用创新实验室项目、青岛美丽

健康产业育城中心项目、铯镨建筑设计

工业互联网总部基地项目和青岛交响乐

团“一带一路”国家巡演暨青岛对外文

化交流项目。其中，中国（青岛）艺术

产业实验室项目由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室与

艺博会（青岛）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联合打造，三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起

成立“中国（青岛）艺术产业实验室”，

旨在打造青岛城市新形象，以专家智库、

产业大数据与城市营销传播等组合模

式，为青岛城市的提升和发展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助推青岛文化发展、人民满

意度、幸福感提升。

从影视剧落地拍摄到原创音乐品牌

培育扶持，再到艺术研究机构的合作引

进，青岛正在放大电影、音乐、服装、

电竞、帆船等现有时尚产业资源禀赋，

强化产业链招商，艺博会的平台属性凸

显，并将助力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时尚、

活力的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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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童

行业大咖齐聚青岛“论艺”

2020 中国（青岛）艺博会期间，多项高峰论坛的进行，将此次艺博会推向一个又一

个的高潮，艺术让生活更美好，在美好事物的面前，行业大咖们探讨着艺术的价值，以及

如何让生活更加美好的话题。

Industry leaders gather in Qingdao to “discuss art”

非常多的小提琴家，曾经举办过多届小

提琴比赛，小提琴博物馆将建成以小提

琴制作产业为特征的小提琴制作中心，

未来还将发展人工智能，包括影视音乐

等板块。”

城市影响力论坛“百家争鸣”，
行业大 V 青岛“论剑”
11 月 28 日，2020 年度中国艺术城

市影响力论坛暨 2020 年度艺术城市国

际传播力榜单发布同期举行。中国艺术

职业教育学会会长李力，中共青岛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刘青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中国

艺术报社总编辑康伟，中国社会科学院

舆情实验室首席专家刘志明，泛华集团

董事长、中国市长协会小城市（镇）发

展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杨天举，青岛市

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毛元辉，创意中国产

业联盟发起人苏彤，中国艺术职业教育

学会副会长、深圳艺术学校校长黄启成

等领导和嘉宾出席论坛。

艺术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

求，紧扣城市的文化特点、地域特点、

文化定位，与会领导、专家、企业家、

文旅行业代表相聚青岛，以“艺术城市”

为主题，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高峰论

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

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艺术产业实

验室主任刘彦平带来主题题演讲《2020 

中国城市品牌指数报告》；泛华集团董

事长杨天举带来主题演讲《美丽产业育

城中心创新发展模式》；创意中国产业

联盟发起人苏彤带来主题演讲《艺创港 

2049 计划——青岛“一带一路”艺术

教育未来之城》；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

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洪忠带来主题演讲

《城市文化形象国际传播的新媒体技术

应用策略》；华夏风物研究院执行院长

赵学强带来主题演讲《华夏风物与城市

文创》；源创汇国际文旅机构合伙人、

城市公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王威带

来主题演讲《艺术 IP 再造 激活城市文

旅产业发展》。

刘彦平在主题演讲《2020 中国城

市品牌指数报告》提出针对性建议：每

个城市都应进一步推进创新驱动产业转

型，夯实经济发展韧性；加强城市品牌

战略规划，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从市

民、投资者、游客需求出发，统筹规划

城市文化品牌、旅游品牌；优化城市治

理格局，提升基层治理韧性，特别是疫

情以来，基层治理作为一道防火墙、作

为一个应急链的建设非常重要；加强城

仅在于提升城市的形象，更在于可以促

进城市发展。“提到巴黎，人们会马上

联想到卢浮宫，它是一座艺术之都，在

艺术之都我们不仅能体会到过去的历史

文明，传统的展示，更能体会到当下的

时尚气息。青岛要建设我们国家最美的

时尚之城，就要用艺术装点城市，用艺

术铸魂城市。”青岛艺博会正在通过文

化铸魂，用文化打基础，让文化覆盖城

市，覆盖每一个人的生活。艺术与教育

的对话，即是美育，美育是教育方针中

的重中之重。“五育”缺少了美，剩下

的“四育”恐怕就是空中楼阁。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

会主席范迪安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上

海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深圳湾公共

艺术季等大型艺术展示活动吸引了世界

目光，在范迪安看来，今天在青岛，艺

博会的举办和高端艺术对话的举行，为

整个中国艺术与城市的关联和艺术创新

这个世界性话题搭建了更大的平台。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从美育教

育入题，分享了对艺术的感悟。在他看

来，艺术无时无刻不融入在我们的生活

中，“其实人人都是艺术家，哪怕你家

里的装修，衣着打扮都是一个审美过程，

创造美的过程，只不过大家对此在意识

上还有待于深化。”

“其实艺术已融入在我们的生活

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且层出

不穷。”俞峰认为，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特别适合于青

岛这座城市，“青岛的美丽、青春、活

力，植根于齐鲁大地的传统文化，但是

它又是面向海洋的文化，青岛的方方面

面体现出一种时代精神，时尚的气息。”

目前，中央音乐学院在青岛建立了

国际音乐中心。俞峰透露，项目正在建

设，不久的将来，中央音乐学院将在青

岛打造青岛小提琴博物馆。“青岛是中

国第一把小提琴诞生地，青岛也走出了

2020 中国（青岛）艺术博览会期间，多项高峰论坛的进行，将此次艺博会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During the 2020 China (Qingdao) Art Exposition, a number of high-level forums pushed this art exposition to one climax after another.

11 月 28 日，2020 年度中国艺术城市影响力论坛暨 2020 年度艺术城市国际传播力榜单发布同期举行。

The 2020 China Art City Influence Forum and the 2020 Art Ci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List was 

held on November 28.

论“艺”青岛：
艺术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作为本届艺博会的重头戏，“艺术

让生活更美好”高峰论坛在青岛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国内外文化、艺术、教育、

经济等领域的学者、专家汇聚一堂，共

同探讨艺术与城市的关系，带来一场艺

术和心灵的碰撞。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

部原副部长鲁昕的演讲充满激情，她说，

“只有用文化滋润、孕育，并且指导、

覆盖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今天我

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推动艺术与城市、

与生活、与产业、与民生、与教育的对话。”

在鲁昕看来，艺术与城市对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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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建设，构建城市软实力，城市的

文化是城市品牌的灵魂、城市特色的来

源，也是城市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之源。

杨天举在《美丽产业育成中心创新

发展模式》认为，研究美丽健康产业育

成的中心思路，就是怎样通过城市的影

响力，创新设计文化、数字化、产业化、

智能化、生态化；怎样通过新理念，新

领域，新空间，新使命创造新场景。构

建新城市，以城市为载体，核心是 4 个

要素，即文化、产业化、数字化、城镇

化“四化”如何高度融合。

苏彤的主题演讲《艺创港 2049 计

划——青岛“一带一路”艺术教育未来

之城》设定了一个时间脉络，从极具象

征意义的 2021 到 2049 年，两个百年奋

斗目标一个特定符号，以此为象征。在

全球艺术和创意产业人才发展，以及职

业教育领域，形成一系列的创新作为着

力。把青岛这一座有着特色文艺气质的

城市，把它的特点彰显出来作为一个依

托。包括以西海岸时尚经济带为中心，

整个全域青岛，乃至胶州湾多点布局，

艺创港基地，形成分布式产业集合。 

张洪忠在主题演讲《城市文化形象

国际传播的新媒体技术应用策略》中提

到，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有 3 个特点，即

看到很多简单背后；平常的背后，需要

高水平策划；高流量的背后，要掌握传

播的技巧。很多短视频只有七八秒时间，

却一下成为网红产品，“简单”背后，

一定有高水平策划在支撑，而用年轻人

的思维生产和制作短视频，对于传播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赵学强在主题演讲《华夏风物与

城市文创》指出，未来的文创，已不

仅仅是简单的设计和制造，它一定是

集合多产业、多行业、多个专家集群

在一起共同做的事情。关乎科学、技术、

美学、符号学、谱系学、跨文化的研究，

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胸怀、更多人聚

集在一起，来为这个时代做出创造未

来的引领之物。

王威在主题演讲《艺术 IP 再造激

活城市文旅产业发展》提出，一座城是

一个文化 IP，我们要创造城市独有的

记忆符号，经营城市也应像做企业和品

牌一样。什么是城市文化 IP ？是以文

化为引擎、以产业为支撑，形成的共生

合力。文化没有支柱型产业发展不起

来，城市不挖掘文化也是没有持久生命

力的。城市文化 IP 一定是文化和产业

紧密结合才能形成合力。

城市记录着人们的生活、承载着人

们的感情、传承着中华的文明。艺博会

既是艺术载体，更是城市的专属温度。

艺博会高峰论坛“百家争鸣”，行业大

V 青岛“论剑”，为艺术赋能城市发展，

贡献了真知灼见。

活动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

查实验室首席专家刘志明发布了 《2020 

中国艺术城市影响力指数报告》。艺术

城市影响力指标体系，分为 5 个部分，

包括城市艺术资源指数、城市公共空间

艺术指数、城市艺术产业指数、城市艺

术活力指数、城市艺术传播指数。基于

这 5 个方面的指数，以及大数据的分析，

评选出 2020 年 30 个艺术城市。TOP10

分别是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广州、

成都、南京、西安、深圳、重庆，这些

城市基本是一线城市或者是国家中心城

市。从第 11 位到 20 位分别为苏州、天津、

武汉、哈尔滨、大连、厦门、沈阳、宁波、

长春、长沙，这些城市都是重要的省会

城市或者地方的中心城市。21 至 30 位

分别为：济南、洛阳、桂林、丽江、绍

兴、大同、黄山、敦煌、延安、合肥。

这些城市多数是重要旅游城市或者是历

史文化名城。

刘志明认为，除了北京和上海，中

国艺术城市评价得分都还比较低，这表

明中国艺术城市的发展之路还很长，未

来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杭州、青岛、

成都 3 个城市是最具成长性城市，如何

打造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对这 3 个城

市来说是重要课题。

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综

合实力的核心体现，城市影响力已成

为全球性国家与区域间竞争格局的重

要表征。中国艺术城市影响力研究是

国家传播影响力指数体系的组成部分，

以地级市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中

选出每年艺术影响力在全国居于前 30

位的城市进行系统研究，通过构建艺

术影响力评价指数，为各地城市制定

战略规划、开展传播提供综合解决方

案。艺术与文明社会共生，高雅的艺

术既可以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又能带

来希望和鼓舞，越在特殊时期，我们

越要重视精神的力量。艺博会再次在

青岛举办，可谓恰如其时，对促进艺

术创新创造、推动艺术与产业融合，

助力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

尚的国际大都市，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提供）

As the highlight of the 
2020 China (Qingdao) 
Art Exposition, the “Art 

for a Better Life” Summit Forum 
was hel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the fields of culture, 

a r t ,  educa t i on  and  e conomy 
at home and abroad gathered 
together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the city, bringing 
about a collision between arts and 
souls.

At the same t ime,  the 2020 

C h i n a  A r t  C i t y  I n f l u e n c e 
Forum and the 2020 Art  Ci ty 
Internat ional  Communicat ion 
Capability List was held with the 
2020 China Art City Influence 
Index Report , in which Qingdao 
was ranked fourth!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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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诚挚推荐青岛文旅

十大时尚场景网红打卡地，聚焦青岛山、

海、湾、城、文各种新玩法、新体验。

所谓的“十大时尚主题场景”，

即十大系列主题产品——“时尚青岛”

主题产品，打造全面分析旅游的新市

场、新模式、新需求、新业态，形成了

包括“山海深呼吸、岛城光影录、浪

漫小世界、童心观天下、山乡共诗话、

都市美学家、摩登夜行客、老城时光机、

研学博物馆、滨海微度假”的“时尚青

岛”十大系列主题产品，延展覆盖吃、

住、行、游、娱等各项体验要素。

“时尚青岛”十大系列主题产品共

囊括近 100 项潮流打卡地，105+ 时尚体

验项目，25 条精品线路。串联辐射近

150+ 景区景点、100+ 餐饮、40+ 精品酒

店住宿、20+ 博物馆及研学场所、50+ 商

业综合体和特色街区以及文创小店等文

旅业态，结合当下“自然生态、健康户外、

休闲娱乐、相聚陪伴”等主流出行意愿，

以“时尚青岛”为主题，重点面向本地

游客和周边客群，提供了一套充满时尚、

新鲜、活力感的漫游青岛产品方案，助

力文旅深度融合和市场全面复苏。

题演讲。3 位业内大咖的分享赢得了现

场热烈的掌声，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打开

了新的思路。

“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打造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是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赋予青岛的重要责任和历史

使命。当前，青岛市正以“一个创业城市”

的姿态，全面发起“15 个攻势”，通过

优化营商环境，出台具有竞争力的招商

引资政策等向头部企业抛出橄榄枝，成

为一片投资热土，在文旅产业方面，众

多时尚项目也频频落户青岛，涵盖文创

产业、度假小镇、网红产业、旅游演艺、

时尚马术、主题乐园等诸多新产业。

时尚主题场景
展现青岛文旅魅力

2020 青岛文旅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暨路演峰会现场，还推荐了青岛文旅十

大时尚主题场景，展现了青岛文旅产业

的魅力。

据了解，在大循环为主题，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青岛文旅萌

生出众多新颖时尚的网红场景。综合美

团网、携程网和青岛本土媒体搜索数据，

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林腾蛟的共同见证

下，会议共促成 26 个重点文旅项目签

约，总投资额达到 700 亿元。现场还与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康辉旅游集团、中

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程集团、景

域驴妈妈集团、携程集团、途牛旅游网、

美团、凯撒同盛旅行社、上海春秋旅行

社 10 家公司达成合作共识，联合发布

了“城市文旅营销推广合作青岛共识”。

据悉，今年以来，青岛市文化和

旅游局力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最适宜资本生长

和资源汇聚的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技术链加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的“4+1”

发展生态，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城市

合伙人；坚持用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

量搭建文旅招商平台，通过平台集聚资

源要素，推动资源要素互动耦合，实

现价值倍增。全市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的重点文旅项目达到 128 个，总投资额

达 4000 亿元。得益于一批批大项目的

落地，今年前三季度，全市 557 家规模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841.6 亿元，总量占全省 26.1%；同

比增长 15.4%，比全国高 16 个百分点，

比全省高 15.3 个百分点。

业内大咖分享文旅发展新思路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

集聚多方资源，汇聚各方智慧，碰撞思

想火花。在峰会主题演讲环节，融创会

展文旅集团董事长邓鸿作了《内循环下

的文旅会展和融创中国的发展布局》演

讲，深圳文创协会会长陈鹤平结合深圳

文创产业的发展做了题为《如何构建青

岛与深圳文创产业发展生态圈》演讲。

当下，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飞

速建设，推动数字化时代加快到来，文

旅产业如何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成为

一个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对此春光

里产业资本创始人杨守彬围绕这个主

题，作了《智慧文旅时代扑面而来》专

文 /石薇娅

创新招商新模式  凝聚发展新动能 

为全面贯彻落实青岛对标上海现代服务业系列指示精神，推动青岛文旅现代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加快国际时尚城建设步伐，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全面升级，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指导，青

岛市委宣传部支持，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2020 青岛文旅重点项目签约暨路演峰会于 12

月 3 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青岛市政协

主席杨军，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立杰，青岛市政府副市长朱培吉，以及融创中国

集团董事局主席孙宏斌，阳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腾蛟等商界领袖及众多文旅行业头部企业负责

人出席峰会，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赵豪志会见与会嘉宾。

26 key culture and tourism projects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70 billion yuan signed in Qingdao

2020 青岛文旅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暨路演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图 / 张保栋）

The 2020 Qingdao Culture and Tourism Project Signing & Roadshow was hel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2020 青岛文旅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暨路演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In  a  b i d  t o  t h o r o u g h l y 
implement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Shanghai’s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Qingdao’s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Qingdao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and 
Tourism held the 2020 Qingdao 
Culture and Tourism Project Signing 
& Roadshow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on December 3.

Adhering to the aim of “a feas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a stage 
for win-win cooperation”, and taking 
“building a new height of Qingdao’s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by 
new upgrading, diversified thinking 
and forward-looking concepts” as 

its mission, the meeting consisted 
of theme speech, project signing, 
business negotiation, promotion 
roadshow, culture and tourism 
scenario recommendation, and other 
sections.

As the first high-profile, high-
level and high-quality meeting held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Qingdao, the 26 
key culture and tourism projects 
signed at the meeting garner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participants.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batches of major culture 
and tourism projects will undoubtedly 
present unprecedente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thus contribute to a 
brighter future for Qingdao’s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此次峰会秉持“文旅产业盛会，合

作共赢舞台”的宗旨，以“新升级 多思

维 创未来 打造青岛文旅新高度”为使命，

共设置了主题演讲、项目签约、招商洽谈、

推介路演、文旅场景推荐等版块。

“地处黄海之滨的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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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有‘帆船之都’‘音乐之岛’‘电影

之都’等美誉，宜居、宜游、宜业。诚

挚邀请各位业界大咖积极为青岛赋能献

策和来青投资兴业，助力青岛文旅高质

量发展”。孙立杰在致辞中向与会企业

家发出诚挚邀请。

峰会现场，王清宪和春光里产业资

本集团创始人杨守彬共同为“青岛文旅

会客厅”揭牌。杨军为“青岛文旅全球

招商推广大使”现场授牌，韩国前总理

韩升洙、香港东庆集团董事局主席赵东

平、美国三五集团副总裁潘丽君、深圳

文创协会秘书长陈鹤平、西班牙福赛酒

店集团董事局胡安·加斯帕特·索尔维

斯、阳光控股总裁吕建波、香港鹏贺国

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溶、德国新天鹅堡

世界创始人克里斯蒂安·赛茨、春光里

产业资本集团创始人杨守彬、青岛籍著

名演员黄晓明 10 位政、商、娱界代表

获此殊荣。

26 个重点文旅项目
凝聚发展新动能

作为青岛市文旅融合后首次举办

的高规格、高层次、高质量的会议，此

次峰会上集中签约的 26 个重点文旅项

目受到与会嘉宾的重点关注。

在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

书记王清宪，青岛市政协主席杨军，中

共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立杰，

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阳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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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colorful Badaguan, the splendid Mt. Laoshan, the 
exquisite street and the bustling wharf, Qingdao’s winter 
is coming unconsciously. It doesn’t have the blooms in 

spring, the favor in summer or the romance in autumn. However, it has 
a unique lingering charm. The sunlight penetrates the sparse branches, 
scattered on the lawn. Light matches with shadow, presenting a picture 
of impeccable harmony. People can appreciate Qingdao’s winter by 
loitering on the wharves, strolling around the old streets and enjoying 
the fallen leaves, but its beauty is more than that. Go with your nature to 
find the most beautiful Qingdao in winter.

五彩斑斓的八大关、层林尽染的崂山、复古精致的老街、人潮熙攘的

码头，不知不觉间，青岛的冬天就来了。她不似春日的缤纷妖娆，没有夏

日的激情火辣，也缺少了秋日的温情浪漫，却别有一番韵味，阳光穿透疏

疏朗朗的枝杈，洒落在草坪上，光与影的搭配，和谐得无可挑剔。赶一赶

码头、逛一逛老街、赏一赏落叶，冬日的美不只这些，随性而行吧，去找

寻冬日最美的青岛……

Winter in Qingdao: Joy for All

嗨游青岛  悦享冬日 
文 /韩海燕

初冬的青岛，别有一番韵味。（图 / 王映霞）

Qingdao in early winter has a special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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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觉得她那么神圣，恨不得膜拜在

地大礼参见；海水又像老人，显得平

静安详，就像历经沧桑后荣辱不惊镇

定自若的神态，用慈爱的眼神看着走

近它身边的人，用博大的胸怀迎接着

四面八方的朋友。无论何时站在海

边，你都能体会到大海能容纳整个世

界的宽阔“心胸”，以及治愈人们的

无限力量。

退潮后的海依旧有趣，裸露在

沙滩上的小贝壳，有的整个露在沙滩

上，放在手里看到的是贝壳背上清晰

的纹路，干净的像被海水刚刚洗刷

过，迎接着游人；还有的半遮掩半露

出的藏在沙滩的泥沙中，仿佛羞答答

地扬着“小脸”，也许是期盼着人们

把它拾拣起来。只要放开思维，海边

的一切皆成为一个个“有趣的灵魂”，

让人忘却了冬日的严寒。至此才知

道，在青岛的每一天都没有忘记海的

存在。即使是冬日冷意难耐、海风吹

拂，在人们的心中总有大海的影子。

日出壮阔，日落暖绒，
都是冬日之海的模样

“你若伴我日出日落，我便与

你生死不离。”一句承诺道出了心中

对于日出、日落的浪漫定义。

朝阳初升时，并未卷起一片火

云，它的四周是一片浅玫瑰色的晨

曦。太阳，并不厉害，不像在干燥的

日子里那么炽热，也不是在暴风雨之

前的那种暗紫色，却带着一种明亮而

柔和的先芒，从一片狭长的云层后

面隐隐地浮起来，露了露面，然后

就又躲进它周围淡淡的紫雾里去了。

在舒展着云层的最高处的两边闪烁

得有如一条条发亮的小蛇：亮得像擦

得耀眼的银器。可是，那跳跃的先柱

四季轮回，
不变的是一颗“爱海”的心

很多人喜欢海。喜欢站在海边

看细浪绰约，那欢快地交替，是来

自海的柔情细语，也或是倾情呢喃，

像是诉不尽的心事、聊不完的梦境；

喜欢迎着扑面而来的风，与海来个最

亲密地拥抱，那是心无旁骛地接触，

恬淡的、忘情的，丝丝缕缕；喜欢

踩着柔细的沙滩。回首身后清浅的

脚印，别样的情怀会油然而生，那

是回味的欣喜，更是悠长的遐思……

四季轮回，人们爱春天海的浪漫、夏

天海的热情、秋天海的恬淡，而现在，

正是海的冬天。风，失去了那轻柔；

水，忘却了那活泼；就连更远处的蔚

蓝，也似乎正在凝固成一种忧心忡忡

的灰白，更多的惆怅与无奈，已经揉

进了模糊不清的天宇。海滩上，静

得连一个调皮的脚印都似乎很遥远、

很陌生。

大海，有某种治愈的力量，人

们总会在面对它时开始整理自己的

嘈杂思绪。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和

这冬季的海水一样，少了风浪和波

澜。看着这冬季海水的宁静，悄悄地

问一声，大海，你的深处是否还有涌

动的暗波？

实际上，青岛的海在冬日里并

没有想象中那么苍凉，人们依旧热衷

于海边散步，欣赏冬日大海的特殊

景致，走走停停，吹着冬季的海风，

净化自己的心灵……

海水像个淘气的孩子，会悄悄

地打量着我们，又有些羞涩地掩藏

在浪花后面，戴上了晨雾的花环；

海水又像一位雍容的女人，那么美，

美得含蓄沉稳，自然大方，静静地显

示出无以伦比的魅力和典雅的神态。

Meet with the sea in winter

冬日之海，恰巧重逢
文 /妙洋

有人说 , 冬日里看海，总有种寂寞聊赖，一声声海浪，更显孤单。也有人说，冬日里的海，

青春可爱，如“素颜”的少女，没有一丝多余的描绘，更显纯真。无论怎样的海，都会在特定的

时间里让你有着特殊的体会。那么，青岛的冬日之海，在寒风中有着怎样魅力？在冬日暖阳下，

我们与它恰巧重逢。

青岛的冬日之海，总有各种色彩，让人回味。
（图 / 周济）

The winter sea in Qingdao is always full 
of colors and unforge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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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具活力。特别是在大浪澎湃的清

晨时分，伴随着“哗哗哗”的海水声，

期待日出的心情会更加急切。伫立于

海中央的“老人”一手托腮，每日准

时守候太阳的到来，伴着潮起潮落，

不知度过多少岁月。随着太阳不断攀

升，“老人”的身影更加清晰，无论

何时，总会陪伴我们等待岁月的流

逝，仿佛能够寄托无限的情怀。今年，

崂山巨峰初雪时，石老人风景区便上

演了一场日出日落的大戏。东方阴云

密布，日出时分，天边却裂开一道口

子，阳光透过云层，瀑布般倾泻下来，

传说中的“耶稣光”便在石老人出现。

整个石老人风景区沐浴在金色阳光

里，美不胜收。傍晚时分，正值落潮，

石老人又现完美落日。天边彩云飘

过，夕阳穿过石老人心形石孔，光芒

四射。

你可曾想过，走在金沙滩细软

的沙滩上，望着海上飘摇的小船迎接

新日，或许这是海边才有的浪漫，只

有欣赏过这番美景的人，才能体会等

待的那种幸福感，惟有日出东方才没

有遗憾。如果有幸去灵山岛，如果你

又很勤快地早起，想遇见日出，只要

天空作美，你一定是幸运的。要知道，

“灵山岛上背来石，背来石上看日出”

可是人尽皆知的美景。想感受青岛的

最强日出，感受中国第 3 高岛的魅力，

来灵山岛就对了。除此之外，灵山岛

试刀石上的日出也毫不逊色，它是

人与自然共同刻在这里的一道深痕，

历经千年，试刀石依旧像刚豁开口的

“刀削新茬儿”。石上日出，海上渔船，

人文自然和谐共处。

可能你曾无数次看过小青岛的

模样，甚至闭上眼睛就能想象，但你

未必了解晨辉下小青岛的美丽。远远

的望去，小青岛在日出的映衬下显得

更加美丽动人，只要不是阴雨天跑来

捣乱，那么浪漫、深情、灵动而活力，

就是属于晨曦里的小青岛。

与海相望，总能感受到人的渺

小，仿佛你心中的烦恼都在一声声的

波涛汹涌中被冲刷、被治愈；与海遥

望，仿佛人们的心境更渗透着向往，

大海正像是内心“自由”的代表。总

之，海的存在始终时美好的，走过四

季，也忘不了你，即使寒风已起，带

来肆意的寒冷，终究让人难以忘怀，

那遥远的、美好的“大海情意”。

Some people  say that 
it always gives you a 
feel ing of  lonel iness 

to see the sea in winter, and 
t h e  s o u n d  o f  w a v e s  m a k e 
you  fee l  even  more  lone ly . 
H o w e v e r ,  s o m e  p e o p l e  s a y 
that the sea looks young and 
love ly  in  winter  as  pure  as 
a  g i r l  w i t h o u t  m a k e u p  o r 
unnece s s a ry  o rnament .  No 
matter what kind of look the 

s e a  p r e s e n t s ,  i t  w i l l  b r i n g 
y o u  a  s p e c i a l  f e e l i n g  a t  a 
s p e c i f i c  t i m e .  W h a t  k i n d 
o f  c h a r m  d o e s  t h e  w i n t e r 
sea  in  Qingdao show in the 
c o l d  w i n d ?  I s  i t  p e o p l e ’ s 
b o u n d l e s s  l o v e ,  o r  t h e 
magnificent sunrise and the 
warm sunset? No matter how 
it looks like, we all meet with 
it under the warm winter sun 
in Qingdao.

又向前移动了，带着一种肃穆的欢

悦，向上飞似地拥出了一轮朝日……

伴着日出东方的恢弘，人们感慨着生

机勃勃的一天开始了；伴着夕阳余晖

肆意挥洒，人们感伤冬日这抹最后的

温存也即将消失。无论是日出还是日

落，青岛的海边都不会叫人失望。

有人说，青岛的清晨总是雾蒙

蒙的，领略不到壮丽的日出。实际不

然，哪怕只有一次悄然相遇，那不凡

的美景定会让你印象深刻。

冬日里，来青岛观赏日出，崂

山一定是个不能错过的地方。要知

道，“巨峰旭照”可是崂山十二景之

首，在山峰与海洋的映衬下，日出别

有一番感觉。最为惊艳的是，崂山不

止有海，还有云海，在茫茫白云的“翻

腾”下，旭日初露光芒，云里雾里，

被惊艳到的不止于眼界，更在于心

灵。崂山脚下的渔村，日出的景色更

是各有特点。最为独特的要数返岭

村，因为这里的日出正对着狮子岛，

只要找准位置，日出、海、茶田、

村庄即可浑然天成，连成一线，“美

不胜收”一词，或许可以用在这里。

与崂山的日出景色不同，石老人的日

冬天石老人的日落，总是不能错过的风景。（图 / 刘明元）

The sunset beside Shilaoren in winter is always a scene that should not be missed. 

冬日里看海，总有种寂寞聊赖，一声声海浪，更显孤单。（图 / 刘明元）

It always gives you a feeling of loneliness to see the sea in winter, and the sound of waves make you feel 

even more lonely.

夕阳下的胶州湾跨海大桥别有一番韵味。（图 / 杨雪梅）

The Jiaozhou Bay Bridge in the sunset has a special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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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更提高了菊花的观赏价值。

部分省市相继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

讨论会，或成立菊花协会，或出版菊

花书刊，或举办菊花展览会，大大

普及了菊花知识和交流了艺菊经验， 

为中国的菊花栽培、应用，开拓了广

阔前景。 

在崂山北宅，既能观赏，又能

食用的崂山“仙菊”进入了盛花期。

一朵朵黄色、紫色的菊花在阳光下竞

曲折的历程，却日益发展壮大。不得

不说菊花的栽培历史，是中国花卉园

艺发展的一部分。 

近年来，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

础上，有识之士们采用杂交育种、辐

射诱变、组织培养等新技术，不仅提

高了菊花的生产质量，并使品种数量

剧增。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菊花种类

已经达上千个品种。大立菊一株可

开花 5000 朵以上，案头菊、盆景菊

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

秋来谁为韶华主，总领群芳是

菊花，也因此，有人说，菊是秋的魂；

秋有菊的韵。

据记载，中国栽培菊花历史已

有 3000 多年。最早见之于《周官》《埠

雅》。《礼记·月令篇》中也有记载：

“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说明菊花

是秋月开花，彼时以黄花为主。而在

周朝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诗经》和屈

原的《离骚》中也都有对菊花的记载。

其中，《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堕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说明菊花与

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结下不解之

缘。在秦朝的首都咸阳，还曾出现过

菊花展销的市场，可见当时栽培菊

花之盛。汉朝《神农本草经》记载：

“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西京杂

记》中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

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

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这种习俗

一直流行到三国时代。从这些记载

看来，中国栽培菊花最初是以食用和

药用为目的。到宋朝栽培菊花更盛，

随着栽培技术的提高，菊花品种也

大量增加，这也是从药用转为园林

观赏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的菊谱，

对所栽培的品种即以花色归类，并对

花形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刘蒙的《菊

谱》（1104 年）是最早记载观赏菊

花的一本专著，记有菊花品种 26 个。

范成大菊谱（1018）记载有 35 个品种，

其中的“合蝉”“红二色”是管瓣出

现的最早记载。其后，花色又出现了

绿色的“绿芙蓉”和黑色的“墨菊”。

此时，在栽培上对菊花的品种、养护、

管理等都有了进一步的经验。此后，

随着园艺事业的发展，菊花也经历了

Pleasant Times: Lost in Balmy Breath of Blooms

一城花香醉，不负好时光
文 /杨瑞

初冬的青岛，颇具韵味，让人回味悠长；初冬的青岛，分外妖娆，带你阅遍美好；初冬的青

岛，淡雅芬芳，闻后神清气爽……

位于崂山区北宅街道周哥庄社区的藏红花种植基地迎来了收获期。（图 / 董志刚）

The saffron planting base in Zhougezhuang Community, Beizhai Sub-district, Laoshan District ushered in the harvest period.

初冬的青岛也依然花香满城。（图 / 杜永健）

Qingdao is still permeated with scent of flowers in early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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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绽放，一丛丛、一簇簇漫山遍野的

盛开着，在层林初染的山水间宣释着

初冬独有的韵味。 

时间回到 2018 年，崂山区北宅

街道当地居民从国外引进了这一“特

殊”品种，从开始的十几颗苗到如

今的百余亩地，经过不断选种培育，

更得益于崂山优美独特的自然环境

和优良的水质，使其兼具观赏、食

用、养生的价值，又因产于“东海仙

山——崂山”得名“仙菊”。 

崂山仙菊是一种食药同源的花

卉，菊花宴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

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健康饮食。据

了解，崂山仙菊的吃法很多，可鲜

食、凉拌、热炒、油炸、做汤、制

饼，甚至涮火锅。而将其制做成菊

花茶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菊花经特

殊工艺加工制成干花做法，既保留

了鲜花的营养成分，又可长期保存，

经理化分析干花中含有香味挥发油、

菊甙、菊色素等物质，尤其是黄酮

类化合物、氨基酸等对人体有益的

成分是很多蔬果所无法比拟的。崂

山仙菊茶在沸水的冲泡下又会重新

舒展花叶，一朵朵栩栩如生的菊花

便在茶杯中盛放，是集养生与观赏

性于一体的新式花茶。 

与此同时，由崂山仙居应运而

生的崂山仙菊采摘节作为“爱上北宅

慢悠游全年系列节庆活动”的重要板

块之一，全面展现了近年来崂山区北

宅街道“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果及改

革开放 40 年来居民丰收成果，充分

表达广大居民对丰收的喜悦、对祖国

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看过了“崂山仙菊”，位于中

山公园的青岛市第 36 届菊花展也不

能错过，本届展会以“菊舞金秋·悦

岛城”为主题，分别在中山公园设置

主会场，文化公园设置分会场，为秋

末初冬的青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本次菊展总占地面积 2300 平方

米，布展菊花约 6.7 万盆。主要展示

了独头品种菊、多头大花菊、国庆

小菊、悬崖菊、塔菊、盆景菊等 170

多个品种的造型菊，创历届新高。并

沿中山公园南门、樱花路、银杏路、

梅花路至西门设置参观路线，沿途设

7 个展区（主入口主题绿雕形象展区、

喷泉周边花海展区、樱花大道精品菊

展区、银杏路与樱花路造型菊节点、

银杏路与梅花路节点、孙文莲展区、

西门雕塑及小西湖展区），形成“两

门、一路、四节点”的布局形式。最

具看点的是中山公园南门的主题绿

雕，运用山、海、帆板、圆月、祥云

等元素，在体现青岛“山海城市”“帆

船之都”的同时，描绘出一幅“海上

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画卷，展现

出“举国同心、众志成城”的精神面

貌。初冬的中山公园，除了菊花展，

当然还有唯美的红叶可供观赏，银

杏、枫叶……色彩斑斓中，描绘出冬

日最美的颜色。

文化公园作为分会场，以“菊

韵文化，盛世中华”为主题，主要在

南宁路门、体育广场圆形花坛、叠

水广场、快速路桥下、下沉广场五

大区域进行展出。“紫珠盘龙”“碧

海英风”“赤金火龙”等新品种菊及

主题造型，为市民和游客奉献了一场

精美的菊花文化视觉盛宴，也体现出

中国繁荣美好的盛世景象。

翠隐红藏秋日来  
满园尽是软黄金 

紫色的花瓣、金黄的花蕊，伴

着悠悠的清香，沁人心脾。位于崂山

区北宅街道周哥庄社区的藏红花种

植基地迎来了收获期，这种被称为

“软黄金”的名贵中药材，如同一片

片紫色的花海让人心旷神怡。 

藏红花又称番红花、西红花，

是一种鸢尾科番红花属的多年生花

Ch r y s a n t h e m u m s  i n 
Beizhai Street, Laoshan 
D i s t r i c t  a r e  i n  f u l l 

blossom, which are not only 
ornamental but edible. Blooms 
in yellow or purple blossom in 
the sun as if in competition, and 
clusters of flowers spread all over 
the mountainside, rendering 
the unique charm of natural 
landscape in late autumn and 
early winter.

Meanwhile, the saffron crocus 
planting base in Zhou Gezhuang 
Community, Beizhai Street, Laoshan 
District enters into its harvest time. 
Known as ‘soft gold’, saffron crocus 
is a kind of preciou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ascinating visitors 
with a purple sea of flowers in the 
planting base.

卉，也是一种常见的香料。原是亚

洲西南部原生种，最早由希腊人人

工栽培。主要分布在欧洲、地中海

及中亚等地，明朝时传入中国，《本

草纲目》将它列入药物之类，是一

种名贵的中药材，具有活血化瘀、

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美容养颜等

功效，在中国的使用十分广范，需

求量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目

前大量的藏红花主要是从伊朗进口，

国内虽然有少量种植，但是一直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时间回到上世

纪 80 年代，青岛药材站曾参与国家

科研项目，试种藏红花成功并获“星

火计划奖”，但遗憾的是，未能坚

持种植使之产业化。 

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藏红花昂贵

呢？理由很简单，首先，它出产量低，

因为药用部位在其花柱及柱头，而每

一朵藏红花上面仅有 3 根深红色的柱

头，又因藏红花花叶纤细，花朵娇柔，

既轻盈又非常的湿滑，所以在收取藏

红花的药用部位时，需要非常小心才

行，要避免折断影响后面的包装和应

用；其次，物以稀为贵，藏红花具

有非常独特的香气，可以用作香料，

经过蒸馏提取的金色柱头还可以用

作染料。 

此外，藏红花的药用价值也是

一般红花所无可替代的，并不仅仅是

因为出产量低的缘故。藏红花药性

较平，味甘，归于心肝两经。它具

有活血化瘀、凉血解毒、安神定志、

消肿止痛等作用。其实藏红花药用

价值高就高在它对血的作用上面。

它的活血化瘀功效可以用于治疗跌

打损伤，但又因它具有凉血的功效，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活血的作用又

被克制了一下，以至于发挥效力变得

“缓而稳健”，所以很少有听说因为

使用藏红花而导致破血的情况存在；

它几乎集齐了对血的全部作用，它

可以凉血，也能活血，能补血养血，

还能行血理血等，所以对于身体素

来虚弱之人，每次可以选择用 3 至 8

根藏红花泡茶喝，反复冲泡 4 至 5 次

之后，可以连带花蕊一同喝下。 

另外，对于失眠多梦、神经衰弱、

精神恍惚等症状，也有一定的的功

效。古籍《品汇精要》记载，藏红花

还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2018 年，崂山区北宅街道邀请

青岛农科院、青岛同仁堂药业有限公

司详细调查水土、自然环境，结果显

示崂山区的气候、土壤非常适合藏

红花生长，尤其是北宅街道一直对

崂山的水质、土地和环境严格保护，

出产的藏红花品质上会更有优势。 

2019 年 10 月，经过 5 个月的实

验，青岛市同仁堂药店有限公司在

崂山区北宅试种的 0.3 公顷名贵中药

材藏红花获得成功。技术人员现场

检查发现，在北宅试种的藏红花种

球成活率高、开花标准、花丝粗长，

并烘出了高品质的花丝。藏红花从每

年 10 月中旬陆续开放，到 12 月上旬

花期结束。如今，崂山区北宅试种的

0.3 公顷名贵中药材藏红花试验田已

变为 7.3 公顷基地。每公顷地能产出

1 斤 8 两花丝，一克花丝的市场价在

400 元左右。藏红花的销售方式多样，

除花丝入药，花朵可作烹饪之用。1

个埋在地下的藏红花种球能长出 5 至

8 个植株，簇状如葱。 

值得一提的是，基地早在埋下

种球时，就保留了每个 15 公分的间

距，以便将来花朵的生长空间更为充

足。种球也售卖给花市、园艺基地等，

产生多种效益。与此同时，“套种”

农业也在这里发挥出特有的优势。藏

红花一年一季，花期短暂，却在冬日

里不萎枝叶，一派绿地景象。等到来

年 5 月，种球进入休眠期，花农将清

理枯枝，套种上生长周期较短的芝

麻。芝麻丰收后，藏红花则会再次盛

开，周而复始。 

目前，藏红花基地 1 期的 7.3 公

顷田地已全部完成土地流转，2 期 6.6

公顷的田地也将尽快完成流转。因今

年多雨，1 期只种植 2.3 公顷藏红花，

但从 2021 年 5 月开始，藏红花将陆

续布满 14 公顷土地。 

藏红花种植基地地处崂山区“文

旅观光示范带”上，接下来，北宅街

道还将指导基地强化文旅融合模式，

根据北宅特有的山林台地特点，合理

规划设计，按植物品种、季节形成从

春天到初冬的花海效应，供市民观

赏游玩、采摘，为周边村民的民宿、

农家乐带来可观的人流，实现春天赏

樱花，夏天吃樱桃，秋冬赏红花的北

宅旅游新格局，带动乡村产业振兴迈

上新台阶。

在崂山北宅，既能观赏，又能食用的崂山“仙菊”进入了盛花期。（图 / 董志刚）

In Beizhai Sub-district, Laoshan District, the ornamental and edible “fairy chrysanthemums” are in 

full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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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这些美丽地方的背后，还有着

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传说。而只需

穿过文化长廊越过山头，就可以看到

充满着神秘色彩的试金湾，据说滩上

的石头出水后，在太阳的照射下，金

光闪烁，光亮耀眼，湾上的石头或重

达千斤或轻至几两，但即使再小的石

头也是硬比黄金，因此又称试金湾。

另一处景观“晒钱石”的历史故事就

更有意思了，根据青山村志的记载，

位于崂山头北靠近山根，在山头后

共同形成了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

致的优美渔村风景。“不减山阴道，

迂回一径通。”这是明朝即墨道家学

者江如瑛对青山村的评价。

400 年历史的青山村有着独特的

文化气质，漫步在村中很容易被这种

气质所感染。沿着村里的码头漫步，

会看到一处 200 多米长的文化长廊，

一幅幅生动的图画都是青山村的真

实写照。说起青山村，不得不说的就

是试金湾和晒钱石等地标性符号。因

浪漫的婚礼地标之一。

曾几何时，人工敲响的报时钟

声是中国城市独特而优美的听觉印

记。同样的，钟声也曾是青岛的城市

特色，如果说青岛的欧陆风格建筑群

是凝固的音乐，那么青岛的钟声就是

流动的艺术。林立的尖顶钟楼组成了

城市的风景线，每到正点，都有人工

钟声回荡在我们的心里。清晨与黄

昏时分，全城更是沉浸在美妙动听

的音符之中。与地标性的建筑一样，

青岛的钟声也成为牵系人们集体情

感与历史回忆的象征，形成了这座城

市庄严又优美的声音记忆。

碧海蓝天、精美如画，
宛如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人眼中，五渔村就是

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它曾被美国

《国家地理》杂志盛誉为“世外桃

源”。五渔村太远，它更像是一个

五彩斑斓的梦，让很多人心生向往，

却难以到达。其实无需远渡重洋，在

青岛就有一个中国版的“五渔村”，

如童话般存在。

龙王晒钱搬上岸，八仙墩涛拍

断崖，左邻太清宫右靠明霞洞……这

样一番景象已经让人无法拒绝这个

位于崂山的小渔村——青山村。其

实，在崂山深处散落着许多古老而又

神秘的美丽渔村，而青山村又是这其

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刚过太清宫，

“青山渔村”的牌坊便映入眼帘，紧

接着环山路上青山处隐秘着一片红

瓦绿树的村落，与远处的碧海蓝天

交相辉映，仿佛置身画中一样。海

风徐徐吹来，让人忍不住驻足观看。

渔人乡村风情尽收眼底，青山、梯田、

茶园、村落、渔港、海岛相互映衬，

The Exotic on Your Side

不必远行，却能体验异国风情

文 /韩海燕

水始冰，地渐冻；日照短，寒风劲。

冬，已翩翩而至。

在这北纬 35 度，不必远行，却可以“走遍全世界”。

位于崂山仰口的会场村幽静恬淡，风景独美。（图 / 王云胜）

Located by the Yangkou Bay in Laoshan District, Huichang Village is peaceful and tranquil with unique scenery.

青岛红树林度假世界内的德国风情小镇。（图 / 王勇森）

A German-style town in Mangrove Tree Resort World Qingdao.

欧式风情，尽享浪漫，
如同在德国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青岛红

树林度假世界，是红树林品牌在中国

北方旅游度假城市的开山之作，也是

集时尚艺术、休闲度假、文化创意、

会议会展、影视外景、购物娱乐为一

体的中国北方最大的海滨度假目的

地综合体。

这里有一座德国风情小镇，整

体参照德国北部的策勒小镇设计，漫

步在德国小镇的街头，异域风情的

特色建筑、原汁原味的餐点美食……

尽显欧式风情的唯美和浪漫。

广场上那一栋白色教堂糅合了

哥特式艺术的华丽剔透与现代设计

的精致优雅，本身就是绝美艺术和建

筑的融合体，更是红树林度假世界，

乃至整个新区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建

筑之一。如今，这里荟萃婚纱影楼、

婚礼策划机构，将被打造成为中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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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长睫毛大眼睛的羊驼、短腿可

爱的小矮马、乖巧活泼的小鹿……

庄园里小动物会让你瞬间爱心爆棚。

总而言之，会场村是多彩的，村民

们修建的一栋栋色彩斑斓的民居成

为当地一景，为这里添加了几分文

艺小清新范儿。

漫步在这里，你会发现，会场

村是洋气的又是传统的，村落散布在

湾畔山间，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这

里的村庄生活，幽静恬淡而又美好。

村中的房屋就地取材，大多由石头、

红砖、水泥盖成，穿梭于房屋间的羊

肠小道，好似走出去就会面朝大海。

这里既有异国风情的建筑文化，也有

无与伦比的海岛风光，还有齐鲁大地

深厚的文化积淀，却也可以感受到独

属于青岛的韵味。

曲折蜿蜒，凭栏听海，
好似在韩国

被称为“大自然的礼物”的济

州岛，是韩国最南端的岛屿，位于韩

半岛的西南海域，是韩国的第一大

岛，因地理位置优越，天气温和舒适，

成为韩国人心目中理想的蜜月之地，

堪称为“东方的夏威夷”。

比起人山人海的景点，藏在青

岛市区海岸线旁的燕儿岛公园，有着

一种无与伦比的静谧，如同身处韩国

济州岛。踩在蜿蜒的木栈道上，听海

风阵阵，观赏山海相接的极致美景。

云岫成诗，晕染故事，避开喧嚣的

人潮，好似一处城市里的人间仙境，

余下的时光仿佛都变得熠熠生辉。

夜幕降临，长长的木栈道上已

经聚满了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

人的身影，大家早早就来到这里等

待欣赏海景夜色。随着景观灯的亮

起，这条曲折蜿蜒并不算长的木栈

道上到处可以看到人们拍照的身影，

想站在最佳拍摄点拍照甚至要“抢”

位置。迷人的海角风光以及木栈道、

夜景灯光等元素融合在一起，让身处

其间的我们感觉很是温馨浪漫。

来到燕儿岛山公园，不能只在

海边欣赏美景，一定要到公园“深处”

看一看。和普通的公园一样，映入眼

帘的是“树木丛生，百草丰茂”之景。

绿色总能使人心情开朗，阳光透过

树叶间的缝隙洒落下来，一切生命

都沐浴在阳光下，显示出勃勃生机。

这里还有一条与众不同的小路，远远

望去好像满满地镶嵌着铜钱，但走

近一看就会发现这些“铜钱”都是

一个个的木桩。让人不禁相视一笑，

惊讶于设计师的智慧。

除了这些，青岛燕儿岛山公园

的日出和日落也是超美的。日出时

刻，太阳缓缓升起，整个城市从睡梦

中苏醒过来，海面上升起一层薄薄的

雾气，给这里的景色披上一层轻纱；

日落时刻，尤其是太阳将落未落时，

粉色的晚霞和辽阔的大海相互映衬，

使整个海面都变得温柔了。

悠闲随性，神秘个性，
好像在美国

辽阔的国土面积，多样的气候

环境与丰富的人文风情让美国拥有

崂山深处的青山渔村精美如画。（图 / 孟宪朋）

Qingshan fishing village deep in Laoshan Mountain has a picturesque scenery.

With the frozen water 
a n d  g r o u n d ,  t h e 
shorter days and the 

colder wind, winter has already 
arrived.

On the land of  35°N,  you 
do not need to travel far to 
experience exotic scenery and 
culture all over the world. 

Staying in Mangrove Tree 
Resort World in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of Qingdao seems like 
living in Germany, and in The 
Qingshan Fishing Village deep in 
Mt. Laoshan like in Italy, in the 
European town of St. Ronnie's 
Manor in Yangkou Village like 
in Greece, and in the Yan'er 

Island Park hidden along the 
urban coastline like in Korea. 
Qingdao owns not only exotic 
architectural culture, but also 
unparalleled island scenery, as 
well as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f Qilu. Here you can 
feel its unique charm, enjoy the 
exotic without traveling far.

了各式各样的景点。阿拉斯加的神

秘、西海岸的悠闲与随性、南部热情

似火的人文风情、东部繁华喧闹的摩

天都市。每个地区都有其独一无二的

特征让你欲罢不能。

位于青岛四流南路 80 号的“纺

织谷”，绚烂的色彩、新潮的元素，

如同在美国的街头。

但这里却是一处有着厚重历史

的青岛纺织工业遗存，现在，正成为

以“纺织产业”为支撑的文化、科技

和时尚交融的综合体。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在此聚集，这里浓厚的文化创

意和艺术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

注意，很多人把这里称作青岛版的

“798”。置身“纺织谷”，可以近

距离触摸青岛百年历史，追寻城市记

忆，还能看到青岛城市改革创新和工

业转型升级的美好未来。

进入园区，可以看到，依托园

区内的百年老厂房，纺织谷对其进行

了翻新改建，在保留传统历史沧桑感

的基础上，构建起一批独具特色的文

化艺术空间。新老建筑通过错落有致

的布局，彰显出浓郁的历史底蕴和传

承脉络，是目前青岛市区内为数不多

的具有历史时代感的园区。

目前，纺织谷已经举办了多次

“全球吉尼斯旗袍盛典”“亚洲色

彩论坛”“第八届色彩中国颁奖典

礼”“青岛首届城市创艺生活节”“第

二届谷里时尚买手节”等高端主题

活动，年吸引人流量百万以上。并

通过定期举办“谷里时尚买手节”

等主题活动，建立起了设计师与时

尚买手的交流、交易平台，以此带

动着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蓬勃发展，

助力打造北方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买

手市场和品牌时尚中心。

下 一 步， 纺 织 谷 将 围 绕 建 设

“国家级纺织服装创意设计示范园

区”“ 现 代 时 尚 生 活 体 验 推 广 中

心”“行业标志性的工业旅游目的地”

三大目标，继续汇聚跨界高端优质资

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文化、

时尚、商贸等新业态，培育行业发展

新动能。并以“互联网 +”和流量介

质的创新运营模式，赋能时尚产业链

生态建设，努力构建主题 IP 化、数

字化、功能化、互动化、体验化五位

一体的地标性时尚文化旅游生态圈，

传承百年历史积淀，将“时尚”二字

落到实处。

所以，纺织谷不是简单的纺织

主题园区，也不仅仅是青岛纺织业的

传承，而是跨越各领域、融合多方资

源的全新价值平台，是迎合社会和企

业发展的时代产物，虽以纺织为主

题，但又并不局限于纺织，而是超越

纺织，实现跨界结合，全力打造青岛

老城区全新核心地带，向世人诠释青

岛纺织的新理念、新形象。

顺山根伸展出一石碴，碴上石矶有

一平处，历代相传名曰“晒钱石”。

相传每隔几年东海龙王在农历六月

初六这天会把龙宫的金银钱财拿到

石矶上来晾晒，晾晒完后把完整无损

的钱收回去，剩下那些损坏、缺边的

全都丢在石矶上，让赶海的人拾捡。

但实际是早年前，南来北往的商船

经过崂山头时，不管船上运送什么货

物，经过此地都要往海里抛扔钱财及

物品，敬奉龙王，保佑行船一路顺风，

平安无事。但是由于此处水深流急，

特别是遇上有风浪的天气，巨浪盖

天，会把海底的沉物抛到海岸，铜钱

也就这样“上岸”了。不管怎样，青

山村的美需要仔细品味、慢慢感受。

幽静恬淡，风景独美，
仿佛在希腊

蓝天碧海，海涛拍岸，绝美的

海景视角，一栋栋色彩斑斓的小洋房

屹立海边，又不乏传统的村落建筑，

当古老与现代碰撞，更为超凡脱俗，

而这里就是——会场村。

会场村呈半岛形状，仰口湾的

无敌海景在这里展露无遗，延伸至

海面深处的断桥造就画龙点睛之笔。

断桥是摄影爱好者最钟爱的地方，落

日余晖，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地中海蓝白风情，文艺的小店，

圣罗尼克庄园则是藏在会场村里的

一个欧洲风情小镇。

整个庄园占地 6 万平方米，南

依崂山，北靠小蓬莱，东临大海，

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距仰口风

景区仅 5 公里。优美的自然景观和

淳朴的民风民情，会让你深深爱上

这里。随意找一家临近海边的咖啡

馆，看潮起潮落，树影婆娑，门前

的摇铃随着风声“叮叮”作响，咸

咸的海风扑面而来，是一种无尽的

享受。除里美景，庄园里随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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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地、健康养生基地、旅游会展目的

地和科普旅游基地。

据了解，即墨温泉主要分布于

温泉街道，面积约 0.9 平方公里，出

水温度可达 93℃，含有锶、锂、镁、

锰等 30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对皮肤病、风湿病、关节

炎等均有显著疗效，东汉科学家张

衡、明代名医李时珍均有著述记载，

被誉为“医疗圣泉”。近年来，温泉

街道涌现出一大批旅游产业领军企

业，以“健康 + 养生 + 旅游”的发

展战略，推动产业升级转换，打造康

养休闲旅游目的地。

位于即墨温泉街道的港中旅青

岛海泉湾·海洋温泉是青岛海泉湾度

假区的核心特色产品，也是目前国

内最大，惟一兼具娱乐与养生功能、

海洋文化为主题打造的主题公园式

的海洋温泉。

海洋温泉由室内、室外两部分

组成，拥有海洋地理景观泉区、海洋

娱乐主题泉区、海洋生态养生泉区、

达到汤泉标准。力求营造一个安全、

舒 适、 养 生、 轻 松 的 环 境， 让 更

多 的 宾 客 朋 友 体 验 正 宗 的 日 式 泡

“汤”文化。

独属于青岛海洋温泉
这里山海风光旖旎，与意大利

西西里岛夏卡城、日本九州鹿儿岛、

中国台湾绿岛并称于世的海水溴盐

温泉，堪称世界罕见，每日迎接来自

五湖四海的宾朋，让青岛的冬天不再

“寂寞”——即墨，一座历史悠久的

沿海开放城市，秦代置县、隋朝建城，

至今已有 2300 多年建置史、1400 多

年建城史。

在这座千年商都的鳌山湾畔，

有一座宜业宜居的小镇，冬暖夏凉，

气候宜人，犹如人间仙境。她，地处

青岛蓝谷核心区综合服务区，自然与

繁华相依，开放与内敛共生，海泉一

脉的千古迤逦，在古韵风物的滋养

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正在加快

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滨海旅游度假

独属于青岛的日式风情
作为青岛第一家日式汤泉，青

岛红树林汤泉营业面积达 9600 平方

米，面朝大海 , 坐拥灵山湾一线海

景， 集 汤 泉、SPA、 日 料 美 食、 儿

童乐园、KTV、麻将房等休闲娱乐

于一体，力求让宾客真正地无差别

地感受到原汁原味、纯日式高端汤

泉 SPA 的魅力。

馆内装修风格以简约的原木风

为主，柔和的灯光、原木的家具、日

式榻榻米，让人立刻感受到独具魅力

的日本风情。

拥有多种不同功效的风吕供宾

客选择，如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碳

酸风吕、有效去除毛孔污垢的美肌

风吕、带有按摩功能的电气风吕等。

除此之外，青岛红树林汤泉还提供

了 6 大功能房，含 3 个岩盘浴、2 个

汗蒸幕以及 1 个降雪房。传统的岩

盘浴和汗蒸幕能帮助人体排出体内

毒素和老化物质，提高人体的自然

治愈力。而降雪房则可以温和地冷

却体内的热气，给身体带来适当地

刺激，通过反复进行血管的收缩和

扩张，促进人体新陈代谢。与上海、

武汉的汤泉不同，青岛红树林汤泉

拥有北方第一个全海景户外汤池，

是青岛红树林独有的“特产”，别

的地方很难一见。全海景户外汤池

作为男女混泡的区域，需穿着泳衣

体验。不仅可供一家三口共同享受

泡汤的乐趣，更能欣赏到灵山湾一

线海景风光。此外与天然温泉不同，

红树林汤泉内所有的汤泉、浴池及

淋浴都使用通过日本培养的水质管

理技术——循环过滤系统，每小时

都要检查浴池池水，并且进行杀菌

处理。对原水进行严密的过滤处理，

Hot Spring Bathing Embraces More Customers in Chilly 
Winter and Early Spring

水阁冬温客更多，石池春暖人宜浴

文 /杨薇  

随着冬日的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宅”在家里躲避冬天的寒冷。本想出门走走，却因寒风瑟

瑟而放弃，于是退回屋里继续贴完“秋膘”贴“冬膘”。

冬季想养生御寒，不如泡个温泉。冒着泡的热水从地表汩汩涌出，升腾的蒸汽呼吸起来都是

清新与温暖的。而你，只需把身体交给泉水，把眼与心付于美景，然后就静静地体验身体与心灵

的欢愉，让温泉特有的氤氲气息和缱绻美感，带给你一种难得的轻松和惬意。

温泉特有的氤氲气息和缱绻美感，带给你一种难得的轻松和惬意。（图 / 摄图网）

The unique dense mist and romantic beauty of the hot spring bring you a rare relaxing and comfortable feeling.

柔和的灯光、原木的家具，让人立刻感受到独具魅力的温泉风情。（图 / 摄图网）

With soft lighting and log furniture, people immediately feel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hot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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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特色理疗区、圆石海滩风情泉

区、海洋温泉能量馆区 6 大海洋温

泉主题功能区，共有风格迥异的特

色泡池 65 座，以不同海洋文化为主

题打造，或呈现出复杂的海底地形，

或表现丰富多变的海洋气候，或营造

出海盗沉船、深海古堡等神秘场景，

同时搭配以场景式的节目表演，宾客

在身临其境、直观又富有娱乐性的

互动体验中，亲近大海，接受海洋

文化的熏陶，丰富身心。室外温泉养

生泡池为露天形式，紧邻碧海金沙，

令人心旷神怡。

此外，海洋温泉还配套有意趣

盎然的海洋文化主题快餐厅——海

乐园，娱乐项目丰富多样的大型电玩

室和儿童游乐温泉池等休闲娱乐设

施。不论成人儿童，都能在此找到属

于自己的乐趣。

与此同时，海洋温泉在产品设

计开发上，进行了周密的细分和个性

化设计，在注重美体养生功能的同

时，也突出了产品的个性化和差异

化，更兼顾了宾客的特色体验消费心

理。推出了如青岛啤酒浴、纤纤臀腿

花草茶浴、柠檬马鞭草浴、暖身生姜

浴、水上瑜伽等多种对人体有益又

独具特色的时尚理疗产品，不仅面

面俱到、充分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

又别具一格、独树一帜。

同时，海洋温泉还聘请经验丰

富的技师和养生专家团队，融合东西

方水疗养生文化，首次将养生餐和温

泉养生的概念紧密结合，打造了私人

定制养生餐等特色产品，与温泉养生

相辅相成，力求使理疗达到最佳效

果，全方位呵护宾客的身心健康。

位于温泉小镇的青岛香根温泉

度假酒店，走进这里感受到的是浓浓

的异域风情。穿过酒店大厅，22 个

各具特色的温泉泡池隐匿于丛林间，

红酒泡池、中药泡池等一系列养生

泡池，被茂盛的草木分隔开来，“隔

断式”的温泉泡池，吸引了大批市民、

游客前来打卡。

依托海水溴盐温泉的优势，香

根温泉度假酒店的客房也是颇具特

色，墙面的粉刷全部采用无公害化的

硅藻泥，不仅保证了墙面的实用性和

美观性，而且安全性也大大增加。七

大温泉度假别墅，日式风格、新古典

风格、意大利乡村风格、原生态风格，

每种风格的别墅内都是两室一厅的

布局和一个室外独立温泉泡池。泡完

温泉漫步在林间鹅卵石铺成的小路，

感受美式建筑的古典优雅。

而距离香根温泉度假酒店不远

的城投温泉度假酒店，是由青岛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投资，委托新加坡

艾丽华服务式公寓及酒店管理公司

进行管理的青岛地区首家具备五星

级设备设施的温泉度假酒店，是世

界上稀有的海水溴温泉之一。酒店

以“世界沐浴文化”为核心主题，

融入青岛当地的海洋文化，是一个

汇集世界多种经典温泉养生文化精

粹，集温泉洗浴、休闲度假、养生

保健、康体娱乐、商务洽谈、文化

体验为一体的新型综合性的温泉度

假型酒店。 这里还拥有世界经典温

泉区、热带雨林温泉区、生态养生

温泉区、康体疗养温泉区四大温泉

疗养区域近 108 种风格各异、大小

不一功能的温泉水疗泡池和热蒸房。

整个温泉区融汇了各国温泉沐浴风

情并倾注了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

酒店还配备了宽敞大气的中餐厅、

典雅精致的西餐厅和大小包房共 10

余间，可同时供 400 人用餐，6 间不

同功能的会议室、接待室和多功能

厅，满足你不同的会议需求。 除了

温泉和餐饮。酒店内建有 160 余间

( 套 ) 各类客房，可同时容纳 300 多

人住宿，其中主楼客房 111 间 ( 套 )，

还有洋溢着欧陆风情独立的温泉别

墅公寓式客房及 SPA，形成温泉养

生沐浴休闲境界融合自然山水和温

泉养生文化与一体，让游客感受即

墨温泉的文化魅力，形成独具特色

的全新温泉度假景区。

此外，位于即墨温泉的小镇天

泰峪尚汤泉度假酒店，是惟一一座建

在山上的酒店，视野开阔，环境优雅。

更富特色的就是天泰峪尚汤泉打造

多形式的旅游模式，将“单一”形式

的酒店旅游模式转变为“多形式”。

天泰峪尚汤泉酒店以酒店为中心点，

以山为范围，都有不同的旅游设施，

以满足游客的需要。提到天泰，最负

盛名的就是高尔夫训练场地和冬季

的滑雪体验。除这两处特色外，还设

有青少年拓展训练场地和鸡妈妈农

场、室外野炊等多形式的旅游体验。

走进酒店大堂内，穿过更衣室

就到了室内温泉部分，不仅有满足儿

童玩耍的泡池，还有满足游客所需要

的鱼疗池、红酒池等养生泡池。而

室外温泉部分则有一个可以远观山

下景色的泡池，也是酒店特色之一。

酒店二楼的休息区内，半圆石状的汗

蒸室、SPA 区和观影去都可以满足游

客的需求。而日式风格和韩式风格的

休息区内则可满足韩国客人和日本

客人的需求。

目前，由天泰建造的峪尚汤泉

23 间渌澜汤屋，位于山上的一片松

林中。汤屋内简约风格和 100 平方米

空间，可以满足一家人的休闲体验。

白色墙面的汤屋入口有一个封闭式

的庭院，由全石材建造的泡汤池在庭

院中心，在这里边享受海水温泉边欣

赏附近的淙淙溪流和别处少有的松

林景致。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亲

切宜人、小巧精致、别具匠心的卧室，

身处其中能瞬间体会到强烈的自然

归属感。高耸的屋顶和贴木墙面令人

眼前一亮。

多形式的旅游体验，吸引了世

界各地客人远道而来。天泰峪尚汤

泉酒店也从开始的酒店式经营理念，

转变为现在“多样化”的旅游模式，

让酒店在一年四季都能宾客如云。

当前，温泉街道凭借百余家不

同等级的温泉企业，展现出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和温泉资源。更将依托蓝

谷核心区和会展中心，完善配套设

施，打造独具鲜明特色的康养休闲旅

游目的地。

独属于青岛的深海温泉
青岛涵碧楼是台湾乡林集团布

局大陆的第一个文化创意度假酒店，

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超五星级酒店，另

一家在中国台北。位于青岛西海岸新

区，背依凤凰山，三面环海。酒店由

国际首屈一指的建筑大师 Kerry Hill

担纲设计，以大开大阖的现代极简风

格，将繁复炫目的装潢一一摒弃，让

住客充分感受与碧海蓝天融为一体

的悠闲与放松。酒店还设有婚礼专用

教堂，国际会议中心及顶级宴会厅、

精品店、户外汤泉、SPA、法日意多

国美食餐厅等高端度假配套，为青岛

打造一座顶级的旅游度假酒店。

青岛涵碧楼内有一眼 1500 米深

海温泉，根据山东地质局水质检测报

告，该地热温泉水富涵钠、钙、镁、

盐离子及对人体有益的微量镭元素，

具有镇痛和加快新陈代谢、促进血液

循环、通经活络等多重作用，含矿质

比例与日本热海温泉，台湾绿岛朝日

温泉相近，PH 值为 8.11，水质半透明，

属弱碱性硫酸盐泉。

除了医疗养生作用外，青岛涵

碧楼温泉汤池紧邻大海，可同时享受

温泉滋养，观赏大海浩瀚。男、女池

均是由巨石堆砌而成的屏障，汤泉

从巨石上方的水瀑滔滔流下，裸身

在泉水冲激下，深深感受着身体解

放的舒畅，泡完温泉后不擦干身体，

轻躺在岩盘上，露天享受着日月星辰

的洗礼，把温泉矿质与少量的镭成

分等天然成份完全吸收到皮肤体内，

透过经常性的温泉洗涤，可让人全身

充满元气。

室外汤泉区就在靠海的潮间带，

温泉池就在自然岩盘地形中生成，海

水涨潮时，温泉池偶而会被潮水淹

没，可以依海戏水，而退潮时就恢复，

所以在不同的时间里，可以选择不同

的池子泡汤，在这里绝对可以享受到

最地道、最天然的舒适。

As the winter approaches, 
many choose to “stay 
at home” to avert the 

coldness in this season. You may 
want to take a walk, but soon 
quit the idea upon the chilly 
winds. Then you retreat home, 
and continue to “put on winter 
weight” on top of the “autumn 
weight” gained not long before.

To keep fit and warm in winter, 
you can go for a hot spring bath. 
The bubbling warm water springs 
out from the ground, delivering 
a refreshing and mild steam, 
massaging your breath. Your job 
is just to give up your body to the 
spring and your eyes and heart 
to the beautiful scenery. You can 
experience both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joy. The unique gentleness 
and mellow charms in hot spring 
can provide a  rare re laxing 
pleasure.

冒着泡的热水从地表汩汩涌出，升腾的蒸汽呼吸起来都是清新与温暖。（图 / 摄图网）

Bubbling hot water gurgles from the earth, with rising steam making every breath fresh and 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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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滩上。不仅让海鸥们不饿肚子，

还避免了人员聚集，对疫情防控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海鸥还在哪？
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栈桥，在

青岛，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观赏到海

鸥低呤浅唱，翩翩起舞，悠然自得

的身影。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唐岛湾南

岸，距离安澜书院不远处的地方，

有一个依山傍海，风光秀丽的小渔

村——顾家岛村。据《顾氏家谱》

记载，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战事频发，顾姓先人为逃避战乱，

携子由原胶南市灵山卫北门外村来

到这里居住，逐渐繁衍成村，因地处

半岛，故名为顾家岛村。

全村人主要从事渔业捕捞、养

殖数百年。几年前，他们就接到了整

村搬迁的通知，这里将作为旅游度假

区进行整体规划开发。为他们和其他

几个渔村搬迁的新渔村南岛小镇已

经建设完毕，如今，顾家岛村的村民

大多数已经搬迁到新居。但是在顾

数量从稀少到庞大，种类从少到多，

从原来的只是迁徙路过，到如今“定

居”青岛。据介绍，1994 年前后，

青岛的海鸥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很

少，到如今海鸥的种群已经达到 20

余种，这其中还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遗鸥以及世界级濒危鸟类中华

凤头——燕鸥，而每年在青过冬的海

鸥超过了 10 万只。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自疫情发生后，青岛海滨风

景区暂时关闭，没有了每天众多游

客的喂食，在此越冬、栖息的海鸥

如何“用餐”便成为许多青岛人担

心、牵挂的问题。“现在游客少了，

给海鸥喂食的就少了，会不会饿着它

们？”“没有了食物，它们明年是不

是就不再来青岛过冬了？”

为了应对疫情，青岛海滨风景

区栈桥景区管理处把喂食海鸥的工

作承担了下来，兼职成为了这些美丽

精灵的贴心“保姆”。每天两次，对

海鸥进行集中喂食，准时把爱心市民

和企业捐助的馒头、面包、蛋糕等食

物掰碎分装，装满 3 个大大的盘子送

立冬过后的青岛，阳光依旧和

煦耀眼，映在蔚蓝的海面上如金子

般灿烂夺目，伴随着候鸟迁徙季的

到来，越来越多的海鸥飞抵这片美

丽的海域越冬，这群海洋精灵的如

约而至又为青岛的冬天增添了一抹

灵动的色彩。

冬日里的栈桥，没有夏季拥挤

的人群，显得安静许多。依旧与海

浪为伴，映着蓝天白云，阳光暖暖

的照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空，成

群的海鸥排列成队形盘旋，怎么看

都是一幅画卷。

“到栈桥喂海鸥”被媒体誉为

“青岛人跨年的特殊方式”。每到冬

季，青岛栈桥附近海域便吸引着成千

上万只海鸥休憩欢聚。

所以，如果有时间，到青岛栈

桥附近海域转转，你会看到数千只海

鸥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擦着海面飞

翔，时而落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旁边

挤满了前来欣赏海鸥的市民和游客，

有的给海鸥喂食，有的则拿起手机或

相机不停地拍照。

栈桥两侧海域历来是海鸥来青

岛最喜欢聚集的地方，搭配着老青岛

地标性的景观，人们用小鱼、面包投

喂大群的海鸥形成了一道和谐壮观

的风景线，还吸引了许多可爱的鸽子

前来抢食。

随着寒潮不断侵袭，飞临青岛

越冬的海鸥也已达到顶峰，其中上万

只红嘴鸥将栈桥当成安乐窝，天天在

此栖息觅食，与游人和赶海市民为

伴。退潮后的滩涂上密密麻麻遍布着

这些可爱的“小精灵”，时而结伴飞

舞成鸟浪蔚为壮观，吸引许多人前来

喂食观赏，红嘴鸥也使出浑身解数卖

萌乞食，萌萌的可爱至极。

20 余年来，在青岛越冬的海鸥

Welcome, old friends

老朋友，欢迎你

文 /韩海燕

1994 年的冬天，为唤醒市民的爱鸟、护鸟意识，青岛率先在全国沿海城市开展了“挽留海

鸥行动”。冬日里，零星的海鸥小心翼翼地啄食着人们撒下的食物，给寂静的青岛海滨风景区增

添了无限生机。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20 余年来，市民和游客踊跃参与“挽留海鸥行动”，人

数达上百万人次，并有众多青岛市民为此项活动捐款。如今，“挽留海鸥行动”变成了“亲近海

鸥周末行动”。每到冬季，青岛前海海鸥蹁跹之际，驻足前海，人鸥欢悦，海鸥似乎成为了青岛

的“城市鸟”，成为青岛冬春赏海一景，人鸥共处海天一色的场景，不时地被定格在镜头里，也

为文明建设打造了一张靓丽品牌。

每到冬季，青岛前海人鸥欢悦。（图 / 李梅）

Every winter, people and seagulls enjoy happy time at the front sea in Qingdao.

海鸥似乎成为了青岛的“城市鸟”，成为青岛冬春赏海一景。（图 / 毛晓飞）

It seems that seagull has become Qingdao’s “city bird” as well as a sea view in winter and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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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鱼群较多，可以让这些小精灵们

在此一饱口福。

积米崖港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

唐岛湾内，是国家一级群众性渔港、

国家二类开放口岸。近年来，随着

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渔民弃

船上岸寻找新的发展方式。积米崖

港却保持了它原始古朴的风貌，这

里的渔民一如既往随着日出日落出

海打鱼。从黎明到日出，在夹杂着

浓郁腥咸味儿的气息里，开启了渔

民新的一天。无论是整装待发，还

是满载而归，沸腾的渔港秩序井然；

海鸥曼舞，渔船进出，一派繁忙的

景象里透着出航的豪气和收获的喜

悦。正是出海捕鱼的好时节，这一

幅幅面面，一个个场景，让人仿佛

听到了渔歌唱响……

初冬的积米崖渔港，空气中便

氤氲着一层淡淡的暖意。渔港的晨

昏依旧忙碌，渔船进出频繁。渔民

们卸载捕获的鱼虾蟹等海鲜带来的

浓烈腥咸味儿吸引了众多由北方迁

徙而来的海鸥，渔港也就成了海鸥

觅食的丰饶之地。这里的初冬别样

美，无论忙碌的渔民还是欢快的海

鸥，观赏与聆听都不会失望，有古

朴的渔光曲，有灵动的风景线，动

人心弦。

在青岛午山脚下临海断崖的南

侧，距岸百米处有一座 17 米高的石

柱，形如老人坐在碧波之中，人称

“石老人”。

石老人是全国基岩海岸典型的

海蚀柱景观。千百万年的风浪侵蚀和

冲击，使午山脚下的基岩海岸不断崩

塌后退，并研磨成细沙沉积在平缓的

大江口海湾，惟独石老人这块坚固

的石柱残留下来，乃成今日之形状。

从西北方向望去，这块海中奇石极像

一位老人，以手托腮，注目凝神，每

天晨迎旭日，暮送晚霞，伴着潮起潮

落，历尽沧桑，不知度过了多少岁月。

这个由大自然鬼斧神工雕凿的艺术

杰作，已成为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

人鸥共处海天一色的场景，不时地被定格在镜头里，也为文明建设打造了一张靓丽品牌。（图 / 李梅）

The scene of people staying in harmony with seagulls beside the sea which melts into the sky is recorded by camera from time to time, creating a beautiful br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In the  w in te r  o f  1994 , 
Qingdao took  the  lead 
in  “ the  act ion to  keep 

s e a g u l l s ”  i n  c o a s t a l  c i t i e s 
across the country to arouse 
citizens’ awareness of loving 
and protecting birds. In winter, 
scattered seagulls cautiously 
pecked at the food dropped 
by  peop l e ,  add ing  in f in i t e 
vitality to the silent Zhanqiao 
seashore scenic spot. The story 
begins he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millions of citizens and 
touris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action to keep seagulls. In 
addition, many Qingdao citizens 
donate money for the activity. 
At present, “the action to keep 
seagulls” transforms to “get close 
to seagulls”.  

Every winter, when the seagulls 
in Qingdao seashore are dancing, 
people stop at the seashore, 
playing happily with seagulls. The 
seagulls seem to be the “city bird” 
of Qingdao and a famous scene 
of enjoying the sea in winter and 
spring. The scenario that people 
and gulls coexist and the sea and 

sky are the same is fixed in the 
camera from time to time. This 
also creates a beautiful brand for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sun is  st i l l  warm and 
dazz l ing ,  r e f l ec t ing  on  the 
blue sea, glorious just like gold 
after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in Qingdao. With the coming 
migratory season, more and 
more seagulls fly to this beautiful 
sea to live through the winter. 
The group of sea fairies come to 
Qingdao as promised, adding a 
touch of lively color.

的重要标志，也是青岛著名的观光景

点，有关这块奇石的一个个美丽动人

的传说也吸引了许多游人来此观赏。

随着冬季的到来，在石老人海

水浴场附近，你会看到数万只海鸥

落在海面之上，或是在沙滩上起舞，

日出之时景色最佳，形成了一幅绝美

的画面。

除此之外，在青岛的五四广场、

八大关等地方都可以看到海鸥飘逸

的身姿。阳光在蔚蓝色的海面粼粼

闪烁，白云在蔚蓝的天空悠悠飘荡，

灰白色的、银色的海鸥正自由的戏

水、翱翔。

关于海鸥，你还知道哪些？作

为最常见的海鸟，在海边、海港，

在盛产鱼虾的渔场上，成群的海鸥

漂浮在水面上，游泳、觅食、飞翔。

海鸥除以鱼虾、蟹、贝为食外，还爱

拣食船上人们抛弃的残羹剩饭，故海

鸥又有“海港清洁工”的绰号。港口、

码头、海湾、轮船周围它们几乎是常

客。在航船的航线上，也会有海鸥尾

随跟踪，就是在落潮的海滩上漫步，

也会惊起一群海鸥。

海鸥还是海上航行安全的“预

报员”。乘舰船在海上航行，常因不

熟悉水域环境而触礁、搁浅，或因天

气突然变化而发生海难事故。富有

经验的海员都知道：海鸥常着落在

浅滩、岩石或暗礁周围，群飞鸣噪，

这对航海者无疑是发出提防撞礁的

信号；同时它还有沿港口出入飞行的

习性，每当航行迷途或大雾弥漫时，

观察海鸥飞行方向，亦可作为寻找港

口的依据。

此外，如果海鸥贴近海面飞行，

那么未来的天气将是晴好的；如果它

们沿着海边徘徊，那么天气将会逐渐

变化。如果海鸥离开水面，高高飞翔，

成群结队地从大海远处飞向海边，

或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沙滩上或岩

石缝里，则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海鸥之所以能预见暴风雨，是因为海

鸥的骨骼是空心管状的，没有骨髓而

充满空气。这不仅便于飞行，又很像

气压表，能及时地预知天气变化。此

外，海鸥翅膀上的一根根空心羽管，

也像一个个小型气压表，能灵敏地感

觉气压的变化。

海鸥飞，情悠扬。一座有海鸥的

城市，怎能不说是一座有活力的城市。

家岛村的渔港，渔船归航海鸥翔集，

觅食嬉戏，场面欢实热闹。傍晚时

分，顾家岛渔港外出捕捞作业的渔

船陆续返航归来，码头上人来熙往，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腥咸味儿，吸引

了数千只红嘴鸥集结而来，或觅食或

嬉戏，场面欢实热烈，成为深秋初冬

渔港的一道灵动风景线。

位于崂山区的小麦岛面积只有

15.71 公顷，距离岸边 150 米，是人

工陆连的距离青岛城区最近的一座

离岛。改造后的小麦岛景色可谓美

不胜收，在原有地形地貌的基础上，

以海洋为背景、以植被群落为基底，

打造成了一处原生态的海岛自然公

园，焕发出青春活力。如今的小麦岛

蓝天白云、海岬嶙峋，环岛 360 度可

看海，处处是美景，成为市民休闲健

身游玩的好去处。

岸边林立的礁石也给这一个个

海上小精灵提供了栖息、歇脚的地

方，坐在岸边，海面上时不时会传来

成群海鸥欢快地叫声，距离岸边几百

米远的礁石周围，有数万只海鸥在嬉

戏，每当成群海鸥飞起，天空中全是

海鸥的影子，场面震撼。成群的海鸥

飞来飞去，但一直没有离开麦岛东侧

这片海域，不时有海鸥冲入水中觅

食，更多的海鸥落在礁石上休息。

为何会有这么多的海鸥出现在

小麦岛附近呢？作为一种候鸟，每

年 4 月中下旬，海鸥就要向北迁移，

它们即将飞往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沼

泽地和海岛，开始繁殖下一代。在离

开之前，海鸥们要为长途跋涉积攒体

力，海鸥在这个时间会成群追逐食

物，最近之所以在小麦岛和极地海洋

世界西侧成群出现，是因为小麦岛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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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韩海燕

Farewell to the Hustle and Bustle: Indulge in the beauty in winter

瞰山看海暂别城市喧嚣  自在畅游不负冬日时光

温暖和煦的阳光、层林尽染的山峦、一望无垠的大海、灯火璀璨的夜晚……初冬的青岛，万般柔情，落叶风气，

一步一景间，都会让你怦然心动，恍若童话世界，胜似人间仙境。

In late autumn and early winter, Qingdao embraces the warm and genial sunshine, colorful 
mountains, boundless sea and nights with bright lights, with all kinds of tenderness. This city is 
like the world in fairy tales, the heaven on earth, everything here tugging at your heartstrings.

（图 / 陈喆）

（图 / 王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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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邴起新） （图 / 庄学明）

（图 / 高瑞征） （图 / 郝孝舜）

（图 /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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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瑞

为创业城市赋能，为创新城市助力

11 月 9 日，以“聚才聚力、创赢未来”为主题的第 20 届“蓝洽会”暨青岛国际人才创

新创业高峰论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拉开帷幕。

蓝洽会作为青岛推动国际高层次人才交流和产学研合作的“金字招牌”，不仅成为青岛

集聚海内外人才智力和技术交流合作的重要资源平台，更成为海内外人才透视青岛经济社会

发展、了解青岛人才项目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

Empower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of the city 

业城市，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下加快推动人才集聚，青岛市充分发挥

平台思维做乘法，整合重点招才引智活

动资源，于 11 月初推出“2020 青岛国

际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通过打造更

高规格、更广视野的聚才融智平台，凸

显引才品牌效应，更好集聚各类信息、

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实现资源耦

合价值倍增。

精心考量，汇聚人才
作为有特色、高层次、国际化、影

响大的集聚海外高端人才的活动品牌，

中国青岛“蓝洽会”生于青岛，成长于

青岛，经过 20 年的精心培育、摸索实践，

已经成为了中国北方地区国际人才和技

术交流合作的重要活动品牌。

经多轮筛选，本届“蓝洽会”人

才项目洽谈会共邀请来自美国、德国、

据 统 计 数 字 显 示， 截 至 2020 年

10 月底，青岛市共引进聚集各类人才

21.49 万人。“十三五”期间累计集聚

各类人才 74.47 万人。其中，借助“蓝

洽会”平台，共吸引了 3500 余位海外

留学人才报名参会，直接吸引 1000 多

名高层次人才“留青”创新创业，创办

高科技企业 500 余家，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创业者。除直接引才之外，“蓝洽会”

也积极发挥平台链接作用，其中以团队

带入、直接合作、推荐来青等多种形式，

间接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1000 余名，

并助推一大批处于国内乃至国际领先地

位的先进技术、高端项目落户青岛，不

断充实着青岛高端创新人才供给，成为

助力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

的国际大都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人才平台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人才支撑更

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创

法国等 20 余个国家 150 余名海外人才

携项目来青对接洽谈，其中博士学历

及以上的人才占比超过 85%，涉及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10 余个高

精尖缺专业领域，活动点击量累计突

破 700 万人次。

通过“蓝洽会”引进的海外人才，

又以团队带入、直接合作、推荐来青等

多种形式，间接引进上千名海外高层次

人才，并助推一大批处于国内乃至国际

领先地位的先进技术、高端项目落户青

岛，有效丰富了青岛的创新人才供给。

与此同时，本届“蓝洽会”，青

岛充分发挥市场化思维，借助信息化

手段，搭建面向全球的产才对接“云

平台”，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发展需求，

达成对接意向 86 个，其中合作类 49 个、

人才引进类 12 个、投资类 25 个。并

通过线上即时对接、长时跟踪问效的

模式，助力青岛各企业与海外项目团

作为有特色、高层次、国际化、影响大的集聚海外高端人才的活动品牌，中国青岛“蓝洽会”生于青岛，成长于青岛。（图 / 王振宇）

As a distinctive,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and influential event brand that gathers high-end overseas talents, “Blue Fair”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Qingdao.

第 20 届“蓝洽会”暨青岛国际人才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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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开展“云对接”。

英国剑桥大学刘文博士的“面向精

密铸造工业级超高精度 3D 打印机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

曹小宝博士的“高通量单细胞成像仪产

业化”项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林志伟博士的“新型磁性材料三维测量

及器件设计”项目、日本广岛大学骆洪

亮博士的“超高速 LAS 激光诊断技术

在航空发动机超高压湍流喷雾燃烧中的

开发与应用”项目……一批涉及人工智

能、高端装备、现代海洋、健康防疫、

工业互联网等产业领域的“高精尖”重

点项目签约落户青岛。

同时，在开幕式举办的“蓝创微云”

生态圈启动仪式也受到了众多参会人才

的关注。通过集成包括法务咨询、投融

资、人力资源服务在内的 20 余家“圈

成员”单位的“蓝创微云”将为蓝洽会、

留创大赛等拟落地青岛的人才项目提供

落地创业、技术合作、风投融资等多维

度、全链条的“一站式”服务。

所谓“一站式”服务，即通过搭

建“云平台”，延长“服务链”，构建

“生态圈”的方式，突出重点抓对接，

促进项目早落地，围绕海外人才报名的

重点优质项目，加大线上对接力度，可

以及时协调全市有关部门和各行业优质

资源，及时解决项目对接中遇到的各类

难题，加快项目落地的速度，确保引进

来的项目能够签得了约、落得了地。

据了解，近年来青岛不断创新“蓝

洽会”项目——人才对接模式，不断丰

富“蓝洽会”平台的服务内涵，借助“蓝

创微云”等服务载体，通过引入项目、

人才精准洽谈、产业资本论坛等方式，

构建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

“四链合一”的线上线下服务同心圆，

使人才、科技项目供需双方实现线上即

时对接，线下顺畅落地，实现服务的全

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打造永不落幕

的“中国·青岛蓝洽会”服务品牌。

实施国际化战略
离不开人才支撑

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人才资源

如何助力城市更好地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和高质量发展？对青岛这座有着开放气质

和基因的创业之城又意味着什么？

11 月 9 日上午，在“蓝洽会”的

青岛国际人才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上，40

余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高层次人才

代表、招才引智机构负责人与中共青岛

市委组织部、青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青岛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就上述问

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山东省海联会副会长、山东省侨

商会副会长、美国山东商会会长、美国

南加州（洛杉矶）山东同乡会会长张凌

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期打好

侨牌，要调动广大华侨的积极性。国家

对外开放和发展建设与广大心系祖国和

桑梓的华侨息息相关，青岛作为一座拥

有开放气质的城市，可以充分凝聚海外

侨胞的经济、人脉、智力要素，引进先

进技术和高水平产业，扬长避短，久久

为功，团结广大海外华侨共同实现中国

梦”。日本京都大学地球环境和人间环

境研究科教授、日本工程院院士梶井克

纯则期待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与青岛

优秀的年轻人们一起进行开发研究，希

望与青岛的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

在科研、成果转化、人才交流等方面开

展更具深度的合作，共同促进青岛的高

质量发展……

邀请参会的高层次人才、引才机构

负责人参加的专家建言会，是每年“蓝

洽会”的保留项目。“今年我们在专家

建言会的基础上，创新举办青岛国际人

才创新创业高峰论坛，通过‘云会议’

手段，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势，进一

步扩大了活动规模。”青岛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海外

高层次人才拥有宽阔的国际视野、丰富

的国际经验和广泛的海外人际关系，是

沟通国内企业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

是推动青岛走向国际化的宝贵财富”。

实施国际化战略，离不开海外人

才、智力要素的支撑；新技术、新经

济和新活力的引入，离不开众多招才

引智机构的积极作为和广泛参与。青

岛市始终鼓励支持中介机构和个人以

各种方式开展引才融智工作，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8 年又大幅提高了引才奖

励的力度。充分发挥引才机构与海外

人才的海外人脉资源优势，向海外人

才广泛宣传青岛市的创新创业环境、

人才发展环境和海外人才政策措施，

发出青岛市引才“好声音”。

今年，青岛第 9 次入选“魅力中

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

城市”。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

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

集聚各方优秀人才，未来，青岛国际化

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值得期待。要立体、

综合、全方位“搞活”青岛这座城，离

不开大量高端人才智力的聚集。在“蓝

洽会”开幕式上，青岛市启动了“万名

海归精英聚青行动”，面向全球发布了

来自青岛市新一代信息技术、医养健康

等 13 个产业和国际客厅的 3651 个急需

紧缺人才需求，邀请广大优秀海归人才

来青创新创业。

欲登高而远眺，人才举足轻重。然

而，以人才为城市发展赋能助力，不但

要引得进人才，更要让人才留得下，要

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10 月 24 日，青岛市出台《关于加

快建设创业城市的十条意见》中，提出

打通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

打造“四链合一”加优质高效政务服务

环境的“4+1”发展生态。《意见》指出，

将推动人员往来更加自由便利，集聚国

内国际人才资源，增强开放创新策源能

力。对引进的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

才团队项目分类奖补，最高给予 1 亿元

综合资助；对战略性、引领性、稀缺性

高端人才，实行“一人一策”定制化引

进；按照企业需求制定人才政策，提高

人才与产业发展匹配度。同时，从人才

需求角度制定人才服务政策，集成全市

人才政策、服务资源，打造便捷、高效

的“一站式”人才服务体系。据悉，今

年青岛连续第九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

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1 月至 10 月集

聚各类人才 21.49 万人，人才磁场据势

而强，人才成长和发展生态不断提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深入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行高水平对

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在上合

组织地方经贸示范区和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青岛片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期，站在

时代发展新风口的青岛，真诚欢迎海内

外人才共享蓝色经济发展机遇，共同携

手为这座青春之岛谱写共享、共创、共

赢的华章。

On  N o v e m b e r  9 t h,  t h e 
2 0 t h “ B l u e  F a i r ”  a n d 
Q i n g d a o  F o r u m  o n 

International Tal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ith the theme 
of “gathering talents and strength, 
creating and winning the future” 
was hel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A s  a  “ g o l d e n  b r a n d ”  f o r 
Qingdao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high-level talents communication 
and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opera t ion ,  the  “B lue  Fa i r ” 
h a s  g o n e  t h r o u g h  2 0  y e a r s .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t  has 
not only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platform for talents at 
home and abroad to exchange 
i d e a s  a n d  i n f o r m a t i o n ,  b u t 
also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m to se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Qingdao, 
understand its talents project 
need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蓝洽会”成为助力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平台力量。（图 / 王映霞）

“Blue Fai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lent platform to help Qingdao develop into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stylish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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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童

幸福城市的温度

看过春日青岛的碧海蓝天，夏日里的花团锦簇，秋日里的韵味绵长，走进冬天，青

岛仍有美景让你不寂寞，四季更迭，美丽怡人的城市环境，总能激发起人们对青岛的热爱。

近日，一个好消息让整座城振奋。在杭州举行的 2020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上发布了

“2020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青岛成为 10 座入选城市之一。这是继前不久荣膺“外

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十强榜、经中央文明办复查确认保留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并被通报表扬之后，青岛获得的又一殊荣。在整座城市氛围中，青岛始终萦绕着幸福的

因子，而今，又有了全新的意义。

 The Temperature of Happy City

推选活动中的优势。在生活品质方面，

青岛历史悠久、四季气候宜人，在文化

休闲水平、智能化生活等方面表现突出。

此外，青岛在网络空间中一直是热门搜

索城市之一，这也展现了青岛极高的就

业和旅游吸引力。从长期来看，青岛作

为国际海洋科研教育中心，驻有山东大

学青岛校区、中国海洋大学等 26 所顶

尖高等院校。丰富的中等和高等教育资

源也是青岛长期保持幸福感和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基础。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

是否宜居，事关民生，事关大事，事关

未来。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效运行，

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

现代化城市，才能让人民生活更幸福。

助力幸福，
以开放创新做好“六稳”“六保”

今年 9 月，央视《新闻联播》《人

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4 家

主要中央媒体密集关注青岛，围绕着“六

稳”工作、“六保”任务，集中报道青

岛经济发展成就。

今年以来，青岛市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青岛重要指

示要求，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围绕全面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

青岛一手抓疫情防控毫不松懈，一

手抓生产发展坚定不移，拿出一系列超

常规、大力度、突破性的改革创新举措，

做到“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举、非常之策、

非常之人”，努力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

家座谈会上指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

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

青岛市透彻领悟这一重要指示要

求，把保市场主体作为“六稳”“六保”

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 2 月，制定实施

促进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意见，相

继出台“减免缓”税费等政策，上半年

新增减税降费 159.07 亿元，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梳理稳岗就业、财税扶持、

房租减免等惠民惠企政策，制作成“青

岛政策通”二维码海报，广泛张贴于市

场、车站、商超、社区等公共场所，让

老百姓知晓政策像买菜一样方便，倒逼

政策兑现落实。

青岛市开展“千名干部联系服务

万户企业”“千名金融服务专员联系万

人工智能垃圾分类机亮相青岛。（图 / 王海滨）

Artificial intelligent garbage sorting machine made a debut in Qingdao. 

青岛的上榜，不负众望
据了解，“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

查推选活动”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 14

年。活动以“人民城市，幸福小康”为

主题，由瞭望东方周刊牵头成立中国幸

福城市实验室，推出《基于大数据的城

市幸福感指标体系》，包括就业指数、

居民收入指数、生活品质指数、生态环

境指数、城市吸引力指数、公共安全指

数、教育指数、交通指数、医疗健康

指数 9 个一级指标及上百个二级细分指

标，已成为中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城市

调查推选活动。其他同青岛一起入选的

省会及计划单列市还有成都、杭州、宁

波、广州、长沙、南京、郑州、西宁、

西安 9 个城市。

“青岛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前沿阵

地，近年来开放的青岛正不断张开臂膀，

广邀全球合伙人，而这也吸引了全球人

才的加入。此次，青岛在整个综合评选

当中，教育和医疗等民生方面指标都比

较突出，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

同时，在疫情大考中，青岛帮助企业迅

速复工复产，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瞭望东方周刊编委、2020 中国幸福城

市论坛新闻发言人顾佳赟说。

2020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

选活动历时 3 个月，仅大数据采集环节，

就进行了 10 万亿次的大数据抓取。因

此，青岛此次城市荣誉的取得，来之不

易。“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近年来，青

岛在鼓励市民建言献策方面做法极为亮

眼，通过开展‘我爱青岛·我有不满·我

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活动，市民可以

表达对某一机关、单位的具体意见，而

这一意见又会迅速形成正向反馈，督促

问题解决。”“青岛作为中国沿海重要

中心城市和国际性港口城市，在生活品

质、城市吸引力和教育资源等多方面名

列前茅。”百度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和

商业智能实验室主任窦德景，从大数据

视角分析了青岛在此次幸福感城市调查

近日，青岛成功入选“2020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图 / 王华）

Recently, Qingdao has been selected into the list of “China's Happiest Cities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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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a piece of good 
news cheered the whole 
city. Qingdao made it into 

the list of 2020 Happiest Cities in 
China, which was released at the 
Happy Cities of China Forum 2020 
in Hangzhou.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Survey and Selection 
of the Happiest Cities of China”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14 consecutive years. With the 
theme of “Happy and Moderately 
Prosperous Cities for the People”, 
it has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city survey and selection activity 
in China. This is another special 
honor  tha t  Q ingdao  has  won 
recent ly  a f ter  be ing awarded 
among the top ten “Most Attractive 
Chinese  C i t ies  in  the  Eyes  o f 

Foreign Talents”, and retain the 
title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fter 
being review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Guiding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and being circulated a 
notice of commendation. Qingdao 
has always been surrounded by the 
atmosphere of happiness, and now 
it has a new meaning.

户企业”活动，助推企业复工复产、达

产达效。据第三方智库研究，在人口过

千万或 GDP 过万亿的 22 座城市中，青

岛的经济复苏指数位列全国第二位。稳

住了市场主体，也就保住了就业这个最

大的民生。得益于全市复工复产的稳步

有序推进，1 月到 7 月，青岛城镇新增

就业 47.39 万人，增长 3.89%，期末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

疫情大考中，青岛统筹规划、建设、

管理和生产、生活、生态等各方面，发

挥好政府、社会、市民等各方力量，不

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广

泛凝聚起“爱青岛，让青岛更美好”的

社会共识。

创造性开展“我爱青岛·我有不

满·我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活动，大

力化解民生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在今年

的特殊形势下，腾出 26 亿元用于疫情

防控等新增重点支出，上半年完成民生

支出 520.7 亿元。青岛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计划今年全市普通高中录取

率提升到 68%。针对疫情暴露的医疗

短板，加快建设高水平医院，全市卫生

重点项目达到 20 个，总投资约 259 亿元，

是近 10 年投入最大、项目最集中的时

期。青岛坚持用新产业激活老城区，推

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80 个、棚户区改

造 1.85 万套，全年计划建设和筹集人

才住房 10 万套。确保粮食能源安全。

将粮食安全作为乡村振兴攻势首要任务

抓紧抓实，在全国率先提出粮食储备、

质量安全监管、应急供应“三大体系”

建设。加快海洋牧场建设，13 处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占全国总量的 1/9，

“海上粮仓”不断充实。

智慧青岛，内外兼修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人们深爱着青岛的同时，这座城市

同样在深爱着这里的人们。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浙江

考察时，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

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城

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

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

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城市“全周期管理”是一种智慧化

的管理模式。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

慧一些，更有温度，是青岛市多年来城

市治理的核心诉求。

青岛市作为住建部确定的第三批

城市管理数字化试点城市，2009 年建

成全市统一的数字城管系统，2015 年

实现数字城管系统与 12319 热线系统一

体化运行，构建了集行业管理、便民服

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城市管理综合信息平

台。2019 年，青岛市作为全国首批六

个试点城市之一，实现了数字城管系统

与国家住建部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

互联互通。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全面加速推动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新

技术与城市管理深度融合和广泛应用，

不断拓展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功能，加

快数字化城市管理向智慧化升级。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充分运用“云、

网、数、端”技术架构优势，依托资源

整合、数据共享和信息手段，将全市

160 余万城市管理部件标识惟一编码；

共享青岛市应急指挥平台和相关区 ( 市 )

近 1 万条路的有效视频资源，构建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数据体系；在平度市投放

青岛始终将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图 / 董天顺）

People’s livelihood is always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ultimate objective of all work in Qingdao.

“视频采集车”，往返于各个乡镇驻地

及村庄，识别精度可达 0.04 平方米，

可精准识别包括占路经营、乱挂乱晒、

店外摆放、乱停乱放等 12 类城市管理

问题；在即墨区利用大型无人机智能巡

检，打造“六个自动”智能闭环工作体

系，创新“非接触”式执法。

依托青岛数字城管系统，工作人员

每天对受理的 12 大类 183 小类的城市

管理部件、事件问题，进行立案、审核，

并快速派遣至处置部门，处置部门第一

时间对问题进行处置，并及时反馈处置

结果，一般事件类问题的处置，最短用

时不到 4 小时，处置问题的时限大幅缩

短，城市管理效率大幅提高。

近年来，青岛市数字城管系统年均

流转处置城市管理类问题 130 余万件，

处置率均保持在 97% 以上，真正破除

了“行业壁垒”“数据孤岛”，实现了

城市管理问题“一网推送”、高效办理，

为城市管理业务高效开展和城市综合管

理工作“一体化”“协同性”提供了强

有力的大数据支撑。

2018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圆满落幕，

青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不

变的永远是共享与民生绘就的温暖底

色。将筹办峰会释放的民生红利常态化

落实，持续增进人民福祉，是青岛“办

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的重要方面。

青岛始终将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保障水平得到新

提升。2019 年，全市财政用于民生方

面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达 71%。10 件 27

项市办实事全部完成。新增城镇就业

75.1 万人，政策性扶持创业 4.1 万人。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到年人均 666 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月人均增长 5%。个人所得税改革减税

47.2 亿元，288 万人享受到优惠。

新建改建幼儿园 60 所，完成 146

所幼儿园专项整治，新增学位 1.2 万

个。课后免费托管惠及 23.47 万名小学

生。新建改建中小学 46 所，新增学位

4.8 万个。全市普通高中计划录取率由

52% 提高到 64%，高中段办学结构更

加合理。康复大学获批筹建并快速推进。

一点一滴，皆是民生。群众关心什

么，就着力解决什么。在青岛市“三民”

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对 10000 名市民代

表对各领域满意度进行的问卷调查中，

社会治安满意度以 98.56%、98.60% 连

续两年居所有领域首位。更重要的是，

青岛率先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壁垒，各

项政策均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同城同待

遇，外来人员可与本市市民同等享受政

策，“来了就是青岛人”真正成了现实。

青岛，是山青海碧的黄海明珠，是

和谐友善的文明港湾，是改革开放的前

沿热土，是幸福美好的青春之岛。城市

因人而生动，人民因城而幸福。城市的

每一处，都有可以描绘的色彩，每一刻，

都有可以抒写的美景，生态好、环境好、

城市管理得好，让人印象深刻，也让这

份幸福有了更深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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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韩海燕

打造独角兽企业的“热带雨林”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大会永久落户青岛

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青岛市民营经

济发展局、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北京隐形独角兽信息科技院联合承办的 2020 全球独

角兽企业 500 强大会以“创新的价值、逻辑与生态”为主题，于 12 月 1 日至 2 日在青

岛市即墨区海景花苑大酒店举行。国家部委相关领导、山东省相关领导、青岛市相关领导、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代表、隐形独角兽企业代表、全球及国内知名金融投资机构代表

和著名专家学者等 300 名嘉宾与会。

Fostering A“Rain Forest”of Unicorn Enterprises

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是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的坚实力量。即墨历史文化悠久，

区位交通优越，产业基础雄厚，发展空

间广阔，希望能将大会打造成为独角兽

企业与投资机构、地方政府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为科技创新和产业进步贡献

更多力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星光中国芯工

程”总指挥、中星微集团创建人兼首席

科学家邓中翰向与会嘉宾分享了独角兽

企业从原始创新到通过国家和行业的标

准体系建设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进入新

的赛道，进而换道超车实现领跑的案例，

并指出，独角兽企业不仅能够实现商业

上的成功，也能够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

市场的重大责任，承担产业革命和社会

进步的历史使命。

资本的支持是科技创新企业，从初

创公司跨越成为隐形独角兽，成为独角

兽，进而登陆资本市场的关键要素。对

此，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服务中心

市场区域主任裴奇就“独角兽企业如何

登陆科创板”做了全面解读，国开科技

创业投资公司总裁于江及北京基金业协

会执行副会长、云月产融创新董事长宋

斌则从资本助力独角兽企业快速发展的

角度做了深度分析。

随后，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代

表——安谋科技 ( 中国 ) 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长兼 CEO 吴雄昂，比亚迪半导体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刚，奇安信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合伙人吴

俣，青岛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德翔，松鼠 Ai1 对 1 合伙人 &

首席科学家崔炜等向与会嘉宾分享了企

业的发展历程。

会上，大会组委会及领导嘉宾对

全球独角兽 500 强企业代表——苏宁金

融、地平线、便利蜂、伟东云教育、海

尔卡奥斯、青岛云路、汇通达、寒武纪、

酒仙网、BOSS 直聘、界面、闪送、货

拉拉、爱驰汽车、比亚迪半导体等部分

企业颁发了证书。

据 悉，《 数 字 经 济 先 锋： 全 球

独 角 兽 企 业 500 强 报 告（2020）》 是

继 2019 年 之 后 发 布 的 第 二 个 关 于 全

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的报告，报告基

于 2020 年全球独角兽企业数据库，按

照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评估标准采

用人机共融智能技术（Human Machine 

Intelligence），遴选出全球前 500 家独

角兽企业。该报告全面阐述了全球独角

兽企业 500 强的最新发展，提出了科技

创新企业成长模型，分析了全球独角兽

企业 500 强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并对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的未来发展进行

了展望。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评价标准

是：一是公司估值在 70 亿元人民币（10

亿美元）以上；二是拥有独创性或颠

覆性技术；三是拥有难以复制的商业

模式；四是成立时间 10 年左右；五是

符合现行政策导向，不存在重大负面

舆情。本报告评估基准日截至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
引领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

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概括地说，数字

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

化。在技术层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 通信

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

制造等都是其应用场景。

数 据 显 示，2019 年 全 球 数 字 经

济规模达到 31.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4%，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增大

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逆势上扬”，成

为各国稳定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的

关键抓手。预计到 2025 年，全球经济

总值将有一半来自于数字经济。

而独角兽企业是数字经济先锋，是

科技创新企业的典型代表，也是衡量一

本届会议特别设置了“双招双引

项目对接洽谈会”及“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 CEO 恳谈会”等环节，以促进

独角兽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与青岛产业发

展布局相契合，推动新基建科技创新项

目的产业化落地。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领导张登

方在致辞中表示，中小企业的做强做

优做精是培育独角兽企业必须倚重的

内生动力。山东省制定实施瞪羚企业

培育和奖励三年行动计划，3 年培育瞪

羚企业 337 家，独角兽企业 8 家，树

立了全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示范标

杆。对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起

到了很好的引领带动作用。他指出，

青岛是山东省最适宜独角兽生育成长

的生态城市，也是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大会的永久会址地，希望以此次全

球独角兽 500 强大会为契机，积极推

动青岛市、山东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加强合作，

共同成长，助力山东省更多的中小企

业加入全球独角兽企业行列。

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耿涛在致

辞时也提到了近年来青岛为营造良好的

创新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努力。他表示，

青岛具有浓厚的独角兽基因，拥有分层

孵化体系的优势高成长企业培育库，构

建了企业从专精特新到细分市场隐形冠

军，从隐形冠军到小巨人，从瞪羚到独

角兽的成长培育机制。这里有着独角兽

企业最急需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出

台了独角兽企业培育和奖励政策，构建

企业培育库，为企业提供辅导培训、技

术对接、管理咨询等全方位的线上线下

服务，并着力打造独角兽全生态加速示

范基地，以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

推进机制推动。

即墨是青岛的现代活力新区，也是

本届大会的举办地，中共青岛市即墨区

委副书记、区长张元升表示，独角兽企

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与创

青岛具有浓厚的独角兽基因。（图 / 高瑞杰）

Qingdao boasts rich genes for creating unico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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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创新活力和创

新生态的重要标志。作为科技创新企业

的典型代表，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走

在了数字经济的最前沿，它们都属于数

字经济的范畴，或是产业数字化，或是

数字产业化，如京东数科、今日头条、

贝壳找房等头部企业。

目前一些国家和城市已经认识到

数字经济的价值和意义，纷纷推出一系

列措施以抓住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

如中国先后发布了《“十二五”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智能制造

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智能制造

“十三五”发展规划》等一系列鼓励

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先后 3 次将

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推进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此外，2020 年的报告还有一个重

要看点，即通过对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

（特别是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成长

轨迹与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归纳和

提炼出了“科技创新企业成长模型”及

成长的六大关键要素，深度揭秘了全球

独角兽企业 500 强的成长密码，将为科

技创新型企业及初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快速成长和占领高地带来启示。

中国连续两年雄踞全球独角兽
企业 500 强榜首

据《数字经济先锋：全球独角兽

企业 500 强报告（2020）》显示，2020

年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区域分布极化

严重，中国和美国占比达 81.8%。中国

企业数量和估值仍居世界第一，分别为

217 家和 9376.90 亿美元，荣获两连冠。

美国今年表现欠佳，共有 192 家独角兽

企业上榜，总估值为 8050.7 亿美元，

数量上同比减少 1 家。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与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密不

可分的。

具体来看，首先归功于中国巨大的

消费市场，即便是中国经济周期性下行

也未能改变中国消费升级和消费转型的

大趋势。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已

经连续 10 年保持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影

响的 2020 年，中国的进口额也在逐月增

长。9 月总进口额达到 10.4 亿元，较 8 月

增长 15.6%。一些国际机构预测，在全球

大变局之下，中国提出了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发展思路，可以预见，未来内需，

尤其是服务性消费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

平稳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激发源

源不断的市场潜能，今年中国有望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其次，不断优化的创新生态环境

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正式建立战略

新兴产业，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

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2035 年中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政策的支撑以及持续性的人才、技术投

入使得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增长。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 全球创

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已连续两年位

居世界前 15 行列。此外，中国国际专

利数量申请位居全球首位，2019 年中

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为 58990 件，超过

美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

条约》（PCT）框架下国际专利申请量

最多的国家，20 年间增长了 200 倍。

青岛成为全国独角兽企业成长
的战略要地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总估值为 2.01

万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同期 1.93 万亿

美元，增长 8%，该估值超过 2019 年

全球 GDP 排名第 8 位的意大利。预计

5 年内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总估值有

望超过英法 GDP。

与 此 同 时， 从 报 告 中 也 可 以 看

出，2020 年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区

域分布极化严重，中国和美国占比达

81.8%。中国企业数量和估值仍居世界

第一，分别为 217 家和 9376.90 亿美元，

荣获两连冠。其中北京有 76 家企业入

围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榜单，总估值

高达 4216.24 亿美元，约占 2020 全球

独角兽企业 500 强总估值的 1/5，连续

两年位居世界之首。

北京之所以成为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冠军城市，主要得益于当地科技

创新政策的支持和良好创新生态的营

造。此外，近年来北京市产业结构的不

断转型升级，致力于构建高精尖经济结

构，深入抓好“10+3”高精尖产业政策

落实，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

高精尖产业，由“北京制造”迈向“北

京创造”，也为独角兽企业的孕育与成

长提供了沃土。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全球独角

兽企业 500 强榜单”显示，2020 年青

岛共有 10 家企业进入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榜单，同比增加 4 家，新上榜的

4 家企业分别为卡奥斯、青岛云路、特

来电和能链集团。至此，目前青岛全球

独角兽企业 500 强数量位列中国北方城

市第二位，在全国城市的排名由去年的

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总估值为 197.87

亿美元。

为何青岛可以名列前茅，答案不

言而喻，青岛作为全国沿海重要中心城

市，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独角兽企业

营造活力迸发的创业创新环境。截至

2019 年，青岛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3829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497 家、隐

形冠军企业 79 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增长 21.6%。为推进青岛成为风投聚

集地，青岛出台《打造创业投资风险投

资中心若干政策措施》，并设立了科创

母基金。青岛在中基协登记的私募基金

管理人 271 家、产品 553 只、管理规模

821.2 亿元，分别增长 14.8%、33.6%、

28.3%。2019 年，新引进人才 25 万人，

人才总量达 208 万人。获评 2019 年度

全国最佳引才城市奖，第八次入选魅力

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城市。

青岛是全国惟一以财富管理为主

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19 年第

26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青岛

排 名 第 33 名， 连 续 7 次 跻 身 全 球 前

五十名；在单项“有望进一步提升影响

力的 15 个金融中心”排行中，青岛位

居第一。今年 8 月，青岛成为全国数字

人民币试点地区。青岛还设立了“青岛

独角兽热带雨林工程”，以打造一批千

亿级产业集群，并为独角兽企业在青岛

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0 年 3 月 12 日，《青岛市培育

瞪羚独角兽企业行动计划》（2020 至

2024 年）正式发布，青岛市首家瞪羚

独角兽企业加速器在海尔揭牌成立，

这也是山东省第一家瞪羚独角兽企业

加速器。5 月 22 日，首个为青岛独角

兽企业发展量身定制的“青岛独角兽

热带雨林工程”正式启动，打造一批

千亿级产业集群，为独角兽企业在青

岛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

青岛已逐渐发展为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的新兴成长基地，成为全国独角兽

企业成长的战略要地。

2020 独角兽企业 500 强大会的成

功举办不仅深入探讨了全球独角兽企业

的发展现状，更揭示了独角兽企业产生

规律，研判独角兽企业的发展趋势，将

进一步促进独角兽企业之间、独角兽企

业与投资机构之间、独角兽企业与地方

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为科技创

新和产业进步而努力。

2020 Global Top 500 Unicorn 
Enterprises Forum under 
the theme of “Innovative 

Values, Logic and Ecology” has 
been held on Dec. 1-2,2020 at 
the Seaview Garden Hotel, Jimo 
District, Qingdao. It’s co-organized 
by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of Renmin University, 
with joint support from Qingdao 
Municipal Bureau for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mo District and Beijing Institute 
of Hidden Unicorn. The forum had 
the attendance of 30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relevant leaders from 
ministeri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evels, delegates of the global top 
500 unicorn enterprises, delegates 
from hidden unicorn enterprises, 
delegates from prestigious financial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renowned scholars. 

This year, the forum has specially 
set “Panel Discussion to Foster Projects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 Introducing Foreign 
Talents and Knowledge ” and “CEO 
Panel Discussion for Global Top 500 
Unicorn Enterprises”, with the aim to 
aligning the individual demands of 
unicorn enterprises with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yout in Qingdao and 
to facilita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ly forged basic construction and 
sci-tech innovation projects.

青岛作为全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独角兽企业营造活力迸发的创业创新环境。（图 / 王振宇）

Qingdao, as an important coastal center in China, has been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vibr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for unicorn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054
SAILING CITY

055
SAILING CITY

时尚·动感青岛 ashion 
Dynamic QingdaoF

品牌体育赛事名单；青岛市体育局与

20 家体育组织、企业、金融机构签署

了 15 项体育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同时

聘请 10 位专家学者、体育界人士为青

岛体育产业发展智库专家。同时受邀

嘉宾就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和发展方向、

体育和时尚融合路径、体育赋能国际时

尚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和交

流发言。

青岛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体育总工会主席车景华在主旨演讲时

表示，青岛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树立

产业思维，培育产业眼光，致力构建

“1581”体育产业发展体系，即一个目

标、五个关键、八个支撑、一个保障，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体育事业、体育产业

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车景华介绍，咬定一个目标就是

积极融入国家和省、市重大战略，对标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加快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全力打造全球知名体育城市和全国

体育中心城市，助力青岛开放、现代、

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建设，发挥辐

射带动和引领示范作用，在服务全省、

全国构建体育新发展格局中展现出青

岛应有价值。抓住五个关键包括做好顶

层设计规划，做好《“十四五”体育产

“十四五”时期的历史重任。希望青岛

以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为契

机，积极树立产业思维，培育产业眼光，

深入探索时尚与产业融合的路径，着力

推动体育消费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

式创新和产品创新，形成若干可复制推

广的典型经验，为促进体育消费规模增

长、消费结构升级做出积极贡献。

李政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岛

在建设高质量体育场馆、举办高水平体

育赛事、做大做强体育产业基地、推

动职业体育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全面协

调发展，持续保持全省乃至全国先进行

列，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大体育”格局初步形成。本届

中国青岛时尚体育产业大会既是一场

理论的盛宴、思想的盛宴，也是各省市

携手做大做强体育产业的一次盛会。相

信，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时尚体育产

业发展的道路将越走越宽，青岛时尚体

育产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体育和时尚融合发展 助推青岛
国际时尚城建设

开幕式上，国家体育总局对青岛

2 家体育产业项目和单位进行了授牌；

山东省体育局对外发布了山东省首届

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赵

豪志代表青岛市委、市政府致欢迎词。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

任王平、山东省体育局局长李政分别

致辞。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孙立杰，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圣

珍，青岛市副市长栾新，青岛市政协副

主席李众民以及青岛市各区市、市直有

关部门、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开幕式。

本次大会旨在汇聚专家学者和企

业家对青岛体育产业未来发展的真知

灼见，推介一批优质体育产业资源，促

成体育产业项目合作或达成合作意向。

同时，通过大会传递青岛体育产业开发

和投资信息，让社会各界更加深入地了

解青岛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引导

更多经济实体投资青岛体育产业，壮大

青岛体育消费市场，为畅通国内体育经

济大循环、助力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作

出体育贡献。

赵豪志在致辞中向出席本次大会

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

青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

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并讲道，青岛

是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一

座充满活力的体育之城，有着“帆船之

都”“足球之城”的美誉。近年来，青

岛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突出山海特色，

在帆船、水上摩托、台球、网球、足球、

马拉松等领域举办了一系列重大赛事

活动，以此带动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实

现长足发展 , 展现了活力之城、青春之

岛的特有魅力。面向“十四五”，青岛

将深刻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

变化、新需求，进一步回应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全面发起国际时尚城建设

攻势，大力发展时尚体育产业，推动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全球知名

体育城市和国家体育中心城市。

王平在致辞中表示，体育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是国家赋予

青岛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在帆船、水上摩托等领域举办了一系列重大赛事。（图 / 刘同福）

By leveraging its resource endowment, Qingdao has held a series of major events in sailing, aquabike, etc.

顶尖中学生群体参与，填补了青岛帆船赛事空白。（图 / 刘同福）

Top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and filled in the gap of sailing events in Qingdao.

文 /韩海燕 

论道时尚产业，推进体育强市

日前，以“体育融合时尚、产业转型升级”为主题的 2020 中国·青岛时尚体育产

业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有关部委、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和兄弟

省市体育部门负责人相聚一堂，共同分享体育产业发展机遇，探索时尚和产业融合路径，

共同谱写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changing ideas on the fashion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city’s sports development

2020 中国 • 青岛时尚体育产业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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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规划》和《时尚体育城市发展规

划》，将体育产业发展纳入体育事业发

展整体规划，发挥引领先导作用，积极

探索时尚和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

引进体育总部机构，加强政策引导和扶

持，吸引国内外知名体育组织和企业在

青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拉长和完善人

才链、产业链、服务链、价值链，带动

体育产业集群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培

育一批品牌赛事，以筹办 2023 年亚足

联中国亚洲杯为契机，申办适合城市气

质特点、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国际赛事，

加大对社会资本举办高端体育赛事的扶

持力度，培育创办自主品牌高端赛事；

打造一批领军企业，以足球、篮球、羽

毛球、乒乓球、帆船、电竞、马术等为

突破，支持企业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

打造青岛特色的职业体育精品俱乐部，

培育一批实力强、信誉好、技术新、潜

力大的优质体育企业；建设一批体育平

台。坚持用平台思维做乘法，做大做强

青岛体育资源及 IP 交易平台，拓展青

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体育

产业大会等交流平台，用好时尚体育城

市联盟、胶东经济圈体育协同发展联盟

等合作平台，通过平台整合资源，实现

价值倍增。突出 8 个支撑则包括：一是

发展时尚体育。借助青岛国际时尚城建

设，普及运动健康、科学健身理念，加

强健身指导，完善时尚体育场地设施，

广泛开展时尚体育活动，努力让运动健

身成为社会时尚；二是拓展智能体育。

借助青岛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契

机，推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支持企业加快

智能运动装备、智能场馆、可穿戴设备

等运动装备的研发与制造；三是打造新

型业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

需，引领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体育培训、

策划、咨询、经纪、营销、会展等产业，

推动体育与健康、教育、旅游等业态深

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四是拉

动体育消费。紧盯体育领域定制、体验、

智能、时尚和场景等消费新热点，提升

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增加公共消

费，发展服务消费，促进线上线下消费，

全力推动体育消费机制、政策、模式和

产品创新；五是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

策研究和制度创新，完善公共财政体育

投入机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

力度，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

展更多差异化探索、首创性改革，争取

在全国率先推出一批创新政策和实践样

板；六是建立产业基金。发挥财政资金

和国有资本的杠杆作用和示范效应，吸

引社会投资，设立体育产业发展基金，

加大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的体育产

业项目的扶持，鼓励体育企业在国内主

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逐步做

大做强；七是办好产业协会。切实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引导体育产业联合会提

升参政辅政能力、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

提升“双招双引”支撑能力，发挥好桥

梁纽带和参谋帮手作用，做好企业利益

维护、行业自律、环境优化和产业服务

等工作；八是建强人才队伍。顺应青岛

建设创业城市大势，紧抓人才培养、引

进、使用 3 个环节，有计划、有重点地

引进培育各类体育产业领域人才，培养

造就一支懂体育、观念新、善经营、有

闯劲的高素质复合型体育产业人才队

伍。夯实一个目标，则是以自身建设为

根本，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全局意识，强

化党建引领；坚持“开放办体育”，强

化市场化、平台化、生态化思维，不断

解放思想，推动观念创新；坚持“开门

办体育”，强化作风建设，为产业发展

提供坚强组织、思想、作风保证。

青岛，一座青春之岛、创业之城，

是城市中的独角兽。同时也是著名的帆

船之都、足球之城、田径之乡，是国家

体育总局批准的首批 40 个全国体育消

费试点城市之一，体育产业发展在青岛

有着坚实的基础，也必定拥有广阔的空

间和光明的未来。

2019 年起，青岛发起“15 个攻势”，

体育部门参与多个攻势，并成为国际时

尚城建设攻势主攻手，极大地激发了时

尚体育产业发展新活力。2019 年底，

全市体育产业总产出 628.9 亿元，产

业增加值 249.5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2.10%，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车景华表示，当前，青岛体育正乘

着“搞活一座城”的政策春风，站在新

发展阶段的历史起点，将以此次会议为

契机，继续加压奋进，努力打造体育产

业振兴的青岛样板，开创体育强市建设

的崭新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山东省体

育局对外发布了山东省首届品牌体育赛

事名单。“山东省首届品牌体育赛事评

选”旨在为全省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树标

塑形，促进优质赛事供给，从而整体带

动我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选活动

自 2020 年 6 月中旬正式启动，共有 49

个国际级赛事、42 个国家级赛事等，

共 1140 余个赛事项目参与评选。经过

组委会初选、网络投票、各市体育局投

票、组委会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环节，

于 10 月中旬结束全部评选工作。

“十大精品体育赛事”包括：第

三十三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2019 年

威海铁人三项世界杯赛、2019“哥德杯

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青岛）、

2019 第十一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

国际海洋节、2019 中国围棋大会（日

照）、2019 年 国 际 泳 联 游 泳 世 界 杯

（济南站）、2019 年济南网球公开赛、

2019 国际划联皮划艇静水世界冠军挑

战 赛（ 临 沂）、2019 青 岛· 崂 山 100

公里国际山地越野挑战赛、2019“愉悦

杯”环滨州黄河风情带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十大自主知识产权体育赛事”包

括：2019“起源地杯”国际青年足球锦

标赛（淄博）、2019 泰山国际户外挑

战赛、SCBA 全国体育院校篮球联赛（山

东体院）、2019 年中国大运河（台儿

庄）国际龙舟赛、2019 年中国·济南

第 7 届冬季畅游泉水国际邀请赛、“云

峰对决”环球功夫大师争霸赛（烟台）、

2019 中国体育彩票“英雄会”国际搏

击争霸赛（聊城）、“齐鲁赛车英雄会”

系列赛（省汽摩联）2019 年中国（日

照）国民休闲水上运动会、“孔子文旅”

杯 2019 第二届朝圣之路 210 公里自行

车挑战赛（济宁）；“十大马拉松赛

事”包括 2019 黄河口（东营）国际马

拉松、2019 青岛马拉松赛、2019 临沂

国际马拉松赛、2019 日照国际马拉松、

2019 泉城（济南）马拉松、2019 泰山

国际马拉松赛、2019 龙口国际马拉松、

2019 荣成滨海国际马拉松赛、2019 枣

庄冠世榴园国际马拉松、2019 菏泽（东

明）黄河生态马拉松赛。

除此之外，根据山东省体育竞赛表

演业发展现状和赛事参评情况，组委会

还在 30 项“十大赛事”之外设置了特

别奖和特色体育赛事奖，其中特别奖包

含最佳系列赛事奖 2 项、最佳综合类赛

事奖 2 项、最具发展潜力赛事奖 6 项，

特色体育赛事奖包括精品类 7 项、自主

知识产权类 7 项、马拉松类 10 项。据

介绍，首届精品体育赛事评选活动是山

东省体育服务业品牌建设的重要举措，

将极大的促进优质赛事供给，为全省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今

后还将开展星级体育健身俱乐部、体育

服务综合体、标牌体育赛事活动、全域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体育赛事活动运营

机构等多项体育服务业的品牌培育及创

建工作。

本次大会为期 3 天，设置主题会议、

产业资源推介、体育产业培训三大板块。

10 日召开主题会议后，11 日和 12 日分

别在青岛市城阳区鑫江温德姆酒店举办

山东省体育产业优质资源推介会、山东

省体育产业培训会。

Re c e n t l y ,  t h e  C h i n a 
( Q i n g d a o )  F a s h i o n 
S p o r t s  I n d u s t r y 

C o n f e r e n c e  2 0 2 0  t h e m e d 
“sports and fashion integr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 p g r a d i n g ”  w a s  o p e n e d  i 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 e n t e r .  R e l e v a n t  n a t i o n a l 
m in i s t r i e s  and  commis s ions , 
well-known domestic experts and 

scholars,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and heads of sports departments 
of Qingdao’s br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gathered together to 
share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e x p l o r e  p a t h s  t o  i n t e g r a t e 
fashion and industry, and jointly 
write a new chapter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体育产业的发展促进着城市的发展。（图 / 刘同福）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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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动感青岛 ashion 
Dynamic QingdaoF

安排，保障比赛人员安全，确保比赛万

无一失，活动衔接得当。

值得一提的是，为感谢上山下海

2020 第四届中国（青岛）企业帆船联

赛颁奖典礼总冠名——贵州茅台酱香

酒营销有限公司的突出贡献，赛事组织

方对赞助商进行了现场授牌。

帆船运动代表人类勇于探索、不

断挑战的精神，它也是最具策略性、

最需要团队协作的运动，正如企业经

营管理一样，是最具“企业家精神”

的一项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帆船运动

的发源地之一，青岛的帆船文化经过

了至少三代人的传承，在全国范围内

都独一无二，本次赛事也为“帆船之都”

这个城市品牌的打造和提升贡献一份

力量。企业帆船联赛为青岛的各方宾

客展现了一个开放、现代、活力、时

尚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形象，体现了青

岛企业开拓、进取、创新的航海精神，

促进了帆船运动蓬勃发展，以青岛企

业之力助青岛帆都品牌建设。

院 EBMA（中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 EMBA、山东大学、山东大学管理学

院 EMBA、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南洋理

工大学 EMBA、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文

泰商学院、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 14 家

在山东及青岛的校友组织共同发起商学

院·青岛校际联盟帆船挑战赛，商学院·青

岛校际联盟几乎囊括了半岛地区的优秀

企业家，让广大企业精英有了一个更广

阔的平台，借助此次上山下海帆船联赛

利于推进校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共同发展”的共赢局面。通过赛事也展

示青岛市体育发展新局面，提升并扩大

青岛体育产业品牌价值及影响力。

同舟共济渡时艰 众志成城抗疫情 
为做好本次赛事的筹备工作，各

部门高度重视，全力以赴，积极参与。

赛事组织方高标准、高起点做好筹备工

作，严格按照省市防疫要求做好赛事、

活动人员轨迹追踪、赛事活动卫生消杀

等工作，详细敲定比赛日程及文化活动

学院·青岛校际联盟联合发起人、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青岛校友会会长、青

岛腾远设计董事长赵广俊，长江商学

院青岛校友会秘书长孙化明，中欧校

友会济南分会副会长、山东德诚宝真

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智海，上山下

海赛事组委会执行主席王永华及各赛

队代表 150 余人参加了闭幕仪式。

纪高尚再闭幕式致辞中，介绍了

第四届中国（青岛）企业帆船赛和参赛

企业船队，高度肯定了本届企业帆船

赛的意义和价值，赞扬了本届帆船赛

运动员们发扬的团队航海精神。对“企

业组队 + 帆船竞技”的创新结合模式，

运用在高端帆船赛事里，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并祝愿赛事在未来可以

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扬帆竞技，
团队战斗力的聚变升华

作为上山下海双项赛事的核心子

赛事——上山下海 2020 第四届汉酱·中

国（青岛）企业帆船联赛是青岛本土开

创，全国首创的以“企业”为主题的帆

船赛事，举办至今已是第四届。

而本届企业帆船赛的举办对青岛

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深化

青岛“帆船之都”城市品牌综合优势，

更将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

和文泰商学院等商学院青岛校际联盟

14 家商学院平台覆盖千余家企业资源

为依托，加强与青岛名企的体育产业交

流，为开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尚

体育发展带做出新的突破。并通过开创

和举办特色帆船精品赛事，进一步加快

推进体育产业升级，促进休闲体育与旅

游、商务等业态的深度融合，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颁 奖 现 场， 中 欧 青 岛 校 友 会 与

来自长江商学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EMBA、清华五道口金融 EMBA、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

11 月 15 日，经过长达半年的训练和最后两天的海上角逐，上山下海 2020 第四届汉酱·中国（青岛）企业帆船联赛正式落下帷幕。（图 / 李存义）

On November 15, after half a year’s training and the last two days of competition at sea, “SHANG SHAN XIA HAI” the Fourth Hanjiang · China (Qingdao) 

Enterprise Regatta 2020 officially came to an end.

文 /石薇娅

上山下海 2020 第四届汉酱·中国（青岛）
企业帆船联赛鸣金收官

近日，上山下海 2020 第四届汉酱·中国（青岛）企业帆船联赛正式落下帷幕。本次比

赛共有中欧青岛队、长江商学院队、文泰商学院队、港城大队、深度传播队、汉酱队、浩丰

绿行者队、青岛百草队等 13 支企业队伍报名参赛。

“SHANG SHAN XIA HAI” the Fourth Hanjiang · China (Qingdao) Enterprise Regatta 2020 concluded

On November 15, “SHANG 
S H A N  X I A  H A I ”  t h e 
Fourth Hanjiang · China 

(Qingdao)  Enterpr ise  Regat ta 
2020 concluded after half a year 
of training and two days of final 
races. 13 enterprise teams including 
CEIBS Alumni Qingdao Chapter 
Team, CKGSB Team, Scitae Business 
School Team, Gangcheng Team, 
Depth Communication Group Team, 
Hanjiang Team, Haofeng Greer 
Team, and Qingdao Byherb Team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A l l  d e p a r t m e n t s  a t t a c h e d 
great importance and actively 
contr ibuted  to  prepar ing  for 
this  event ,  to  ensure that  a l l 
p r e p a r a t i o n s  a r e  i n  p l a c e . 
T h e  e v e n t  o r g a n i z e r s  m a d e 
preparations in line with high 
s t a n d a r d s  a n d  f r o m  a  h i g h 
starting point, and did well in 

tracking the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etition and related 
activities, and in the sanitation 
and disinfection work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ncial 
a n d  m u n i c i p a l  e p i d e m i c 
prevention requirements. They 
a lso  dec ided the  compet i t ion 
schedule and cultural activity 
arrangement down to every little 
detail,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all participants, a successful 
competition, and smooth transition 
of activities.

S a i l i n g  s p o r t  e m b o d i e s 
human’ s  sp i r i t  to  be  bo ld  in 
making explorations and never 
stop challenging ourselves. As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eamwork ar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sai l ing as well , 
which makes sailing an epitome of 
entrepreneurship.

经过长半年的海陆训练和两天的

海上角逐，最终，在上山下海 2020 第

四届汉酱·中国（青岛）企业帆船联赛

总成绩赛中，文泰商学院队荣获冠军，

长江商学院队斩获亚军，深度传播二队

获得季军。场地赛中，长江商学院队荣

获冠军，中欧青岛一队荣获亚军，文泰

商学院队获得季军。长航赛中，文泰商

学院队获得此次长航赛冠军，深度传播

一队、长江商学院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青岛名企赛后相聚
共享航海庆祝大典

在当晚的颁奖仪式上，现场大屏

幕播放了记录上山下海 2020 第四届汉

酱·中国（青岛）企业帆船联赛长达

半年精彩瞬间的纪录片，让现场充满

了热烈而欢快的气氛。青岛奥帆城市

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青岛市重大

国际帆船赛事（节庆）活动组委会副

主席臧爱民，青岛市体育局一级巡视

员、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

活动组委会秘书长纪高尚，贵州茅台

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代表张友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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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QingdaoF

近日，山东省体育局发布《关于

公布山东省首届品牌体育赛事名单的通

知》，“帆船之都”青岛两项品牌赛事

上榜。其中：“哥德杯中国”世界青少

年足球赛、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

海洋节、崂山 100 公里国际山地越野挑

战赛入选 2019 山东省十大精品体育赛

事；青岛 ( 莱西 )2019 世界休闲体育大

会入选最佳综合类赛事奖，第四届“远

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入选最具发展潜

力赛事奖。

2019 山东省十大精品体育赛事
“哥德杯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

赛，自 2019 年 8 月 10 日至 16 日，来

自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支参赛队伍、

7000 余名运动员欢聚于青岛，1000 余

场精彩比赛在城阳区上演。“振兴青岛

足球，点放时尚之城”，赛事的圆满举

行，为青岛“足球名城”建设添了精彩

的一笔。

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

节，突出国际性、开放性和参与性，以

帆船航海休闲体育项目为载体，以国际

帆船赛事为核心，以国际帆船交流为主

线，以旅游推介、商务会展、产业展示

为重点，涵盖帆船普及、海洋科技、青

少年帆船交流、旅游商贸休闲等特色内

容，成为融蓝色经济、海上运动、海洋

文化旅游、海洋科技于一体的海洋盛会，

成为青岛打造世界著名“帆船之都”和

建设国际海洋名城的品牌节庆。作为青

文 /杨薇

文 /杨薇

“帆船之都”青岛品牌赛事入选
山东省品牌体育赛事 创新工作方式，实施精准突破

Sailing City Qingdao’s brand events listed in Shandong’s brand sports events

Innovating working methods and seeking targeted breakthroughs

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多举促进帆船航海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

许多船只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梦想。”

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8 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上对青岛的评价，也是对青

岛发展的肯定。2008 年，北京奥运会

的开幕代表着青岛正式进入奥运时代。

2008 奥帆赛的成功举办，使得青岛成

为世界的新焦点，也使得青岛开始在

世界帆船版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借

此契机，青岛相继引进了多项国际高

端赛事，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

世界杯帆船赛青岛站比赛，成为亚洲

引入国际帆船赛事最多的城市。

作为“帆船之都”，青岛格外注

重强化城市帆船人口培育。基于此，

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开展了“欢

迎来航海”全民帆船普及体验和线上

进社区普及帆船航海知识活动——“帆

船知识大考：遨游在风与海之中的你

都会吗”问答，为青岛的帆船事业培

养了一批参与者和爱好者。

“欢迎来航海”和“帆船知识大

考：遨游在风与海之中的你都会吗”

两大普及项目，也给青岛市的帆船运

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截至目前，参与“欢

迎来航海”科普项目的市民已达到 5

万人次，“帆船知识大考：遨游在风

与海之中的你都会吗”答题活动参与

岛市首个国字号体育产业示范项目，被

誉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十大节庆、中

国首批文旅融合十大品牌节庆。

崂山 100 公里国际山地越野挑战

赛，是经国际越野协会认可的积分赛事

之一，素有“神仙风景、魔鬼赛道”的

美誉，赛事难度系数在国内名列前茅。

2019 年度赛事于 10 月 26 日至 27 日展

开极限角逐，赛事共分为“100 公里”“50

公里”“25 公里”3 个组别，参赛总人

数达到 2600 余人。

最佳综合类赛事奖
青岛 ( 莱西 )2019 世界休闲体育大

会，分为休闲体育大会、休闲产品博

览会、休闲高峰论坛和休闲文化艺术

节四大部分。其中，赛事从 5 月 1 日

开始一直持续到 10 月底，陆续举办了

徒步嘉年华、无人机赛、飞盘赛、桨

板赛、皮艇球赛、国际马拉松赛、高

智 尔 球 赛 等 40 多 项、1000 多 个 场 次

精彩纷呈的竞技与休闲赛事。来自世

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

5000 多名运动员和 7 万多名休闲运动

爱好者，张娟娟、毕文静等 20 多名奥

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及众多著名教练员

共同参与，让莱西在世界休闲体育运

动史册上书写下光辉篇章。

最具发展潜力赛事奖
第四届“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

作为青岛自主品牌的世界帆联二级离岸

赛事和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的 20 项重

点活动之一，青岛港 2019 第四届“远

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在青岛奥帆中心开赛。来自中国、

俄罗斯、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

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员分别代表

8 支赛队，历经 2300 多海里，一路劈

风斩浪奋勇争先，先后造访俄罗斯符拉

迪沃斯托克和日本富山，书写了“远东

杯”新的历史。

Recently,  the Shandong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i s s u e d  t h e  N o t i c e  o n 

Releasing the List  of the First 
Brand Sports Events Selec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  which 
included two brand events of 
Qingdao, the Sailing City . The 
Gothia Cup China World Youth 
Football Tournament, Qingdao 
In t e rna t i ona l  S a i l i ng  Week  • 

Qingdao International  Marine 
Festival, and Laoshan 100 Ultra-
Trail Race were among the top ten 
sports events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2019; Qingdao (Laixi) 2019 
World Leisure Games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best comprehensive 
events; the Fourth “Far East Cup” 
International Regatta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events with the most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2008, the opening of the 
B e i j i n g  O l y m p i c  G a m e s 
marked that Qingdao officially 

ushered into the Olympic era. The 
success of the 2008 Olympic Sailing 
Competitions made Qingdao a new 
focus of the world and an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ailing 
c o m m u n i t y  a s  w e l l .  T a k i n g 
that opportunity, Qingdao has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a number of 
high-end international events, such 
as Clipper Round the World Yacht 
Race, Volvo Ocean Race, Extreme 
Sailing Series, and Sailing World 
Cup Qingdao, making Qingdao the 

cit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troduced international sailing 
events in Asia.

Qingdao Administration Center of 
Sailing Sport will seize the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il ing sport,  and innovate 
working methods and seek targeted 
breakthroughs centering around 
the current obstacles, pain points 
and bottlenecks in marine tour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iling sport,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the Sailing 
City brand.

总人数达 3 万余人。此外，“帆船知

识大考：遨游在风与海之中的你都会

吗”答题活动还在青岛智慧同城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智慧区市系统进

行了投放，该智慧区市系统覆盖了市

南、市北、李沧、崂山、城阳、西海

岸新区等青岛 10 个区市，用户在青岛

各区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即

可参与答题，覆盖量达 10 万余人。

青岛帆船运动的群众基础日益雄

厚，帆船运动已经成为青岛城市形象

新的宣传平台。

随着青岛人对帆船运动的认可程

度也越来越高，青岛占据了发展帆船

的天时、地利、人和。青岛借“一带

一路”发展之机，积极打造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时尚体育发展带，开启海

上丝绸之路。而以青岛城市命名的“青

岛号”已创多项世界纪录。时至今日，

“帆船之都”国际知名度显著提升，

帆船也已成为青岛的代名词。

下一步，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

心将抓住帆船航海运动发展的有利机

遇，围绕当前海上旅游的难点、痛点

和堵点，创新工作方式，实施精准突

破，促进帆船航海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为“帆船之都”品牌发展取得更大成

绩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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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食尚青岛 ashion 
Food in QingdaoF

再到心。看似一份普普通通的砂锅，可

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牛肉、牛舌、牛

筋、牛肚、豆腐、白菜、蘑菇、鹌鹑蛋

应有尽有，满满的胶原蛋白，瞬间幸福

感爆棚。

每次去西镇走一走，总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也许之前经常去吃的那家店搬

走了，承包小时候零食的小卖部不见了，

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但是新开

的店面也依然可以笼获众多食客的心，

这里永远有它自己的节奏，也有它自己

的生活方式。

一份排骨砂锅的情怀
你是否经常在吃完一餐之后，会怀

念起以前的味道。怀念以前的老甜沫，

怀念飘着浓浓香气的电烤肉，怀念油渍

渍的锅贴……那些老青岛的味道一去不

复返，因为那是记忆里的味道。但是也

惟有老青岛的味道，才是最幸福的味道。

走过繁华现代，走进熟悉的街道，而在

那些老字号的餐厅里，一定能找寻到老

青岛的味道。

在青岛人的心中，它是家的味道；

一碗牛肉砂锅的回忆
在青岛，有一个地方代表着青岛人

的回忆，它叫西镇。对于老一辈的青岛

人来说，西镇是一生的时光；对于年轻

一代的青岛人来说，西镇是忘不掉的童

年回忆；对于游客而言，西镇是青岛本

土的化身。每一家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店，

背后都有记录和珍藏着无数老青岛的故

事。西镇，总有它独特的魅力，不论相

聚别离，总是忘不掉记忆中的味道。当

你吃吃逛逛西镇时，绝对不要错过老城

区的“网红店”——赵家牛肉砂锅。老

板是个有故事的人，从碧玉年华到知命

之年，他从未涉足过其他行业，在厨房

的方寸间找寻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吃

货们对老板有一个统一地评价，“性格

急、脾气大、记性好”。这家店简直是

食肉狂热者们的福音，沸腾的牛杂砂锅，

“咕嘟咕嘟”带着牛肉的香气，一锅肥

美的牛杂砂锅，必须要用牛杂炖煮入味，

牛舌要够薄、牛筋要有嚼劲儿、牛肚要

细长、牛肉块要带筋。这样的一碗牛杂

汤入口后才过瘾，配上一碗米饭，汤汁

慢慢浸入米粒，温暖的感觉从食道到胃

在游客的眼里，它是青岛的一个地标，

或者说是青岛的一个符号。它是“万和

春”，一家集商贸、餐饮、娱乐、食品

加工、配送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始创于

1985 年，至今已有 30 余年的经营历史，

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万和春人始终奉

行“和、诚、信”的经营哲学，以和为贵、

以诚为先、以信为本， 牢记“克勤克俭、

至善至美”的企业古训，勤俭自持、谨

慎守成。自 1996 年开始，先后获得“青

岛市著名商标”“山东省著名商标”“中

华餐饮名店”“全国绿色餐饮企业”等

荣誉称号，成为山东省第一家获此殊荣

的民营餐饮企业。

而万和春特制的“排骨砂锅米饭”，

是由万和春创始人王世河根据百年祖传

配方，并经过不断摸索研究，反复实践

精心制作而成。1996 年，万和春“排

骨砂锅米饭”被评为“青岛十大地方特

色小吃”；2002 年，获得“青岛特色

小吃排名首位”之荣誉。“吃排骨米饭，

到万和春去。”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万

和春在青岛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万和春“排骨砂锅米饭”的最大特

Tasty Pots, the Various Tastes of Life

文 /石薇娅

人生百味 一锅足以

有人说过，“了解一个城市并不是发现她的眼睛，而是找到她的牙齿，从味觉认识城

市。”青岛是个不缺美食的地方，寒冷的冬日里，除了麻辣鲜香的火锅可以抚慰我们的味蕾，

一碗热气腾腾的砂锅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更是充满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味道。

寒冷的冬日里，除了麻辣鲜香的火锅可以抚慰我们的味蕾，一碗热气腾腾的砂锅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图 / 摄图网）寒冷的冬日里，除了麻辣鲜香的火锅可以抚慰我们的味蕾，一碗热气腾腾的砂锅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图 / 摄图网）

In the cold winter, in addition to a spicy hot pot which can soothe our taste buds, a bowl of steaming casserole can also enrich our spiritual world.In the cold winter, in addition to a spicy hot pot which can soothe our taste buds, a bowl of steaming casserole can also enrich our spiritu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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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食尚青岛 ashion 
Food in QingdaoF

速度，采用单菜单做，砂锅炖制，香而

不腻，不仅速度快，口味也更好。

在这里，首推人气爆棚的鲶鱼砂

锅，鱼肉炖的鲜嫩可口，浓浓的汤汁浇

在香软的米饭上，搭配一份酸甜可口的

小凉菜，十足的享受；牛杂砂锅，配料

充足、量大实惠，牛肚、牛筋、牛肠搭

配着白菜、粉丝，炖的很软烂，入口即化；

麻婆豆腐砂锅，一道地道的川菜却被做

成了砂锅， 麻婆豆腐的特色在于麻、辣、

烫、香、酥、嫩、鲜、活，普通的食材

被赋予了这些元素后，最终焕发出的是

让人欲罢不能的不凡口感。辣中带香，

香中带麻，口味独特，口感顺滑。虏获

了无数食客的胃，成为店里的招牌之一。

他家还有很多菜品可以尝试，例如酸菜

鱼砂锅、栗子鸡砂锅……每一种选择都

衣黄瓜和泡椒笋尖一定要尝试一下，和

馄饨冷热搭配，既酸爽又解腻。烤肉筋、

烤鸡皮、烤鸡心等一众烧烤系列统统可

以安排上，末尾再来一个烤的酥脆的烧

饼，这一餐就完美了。

一碗砂锅里的温州特色
青岛砂锅类排行榜前三甲，隐藏在

居民区里的“宝藏砂锅店”——温州特

色砂锅，店面不大，人气却很旺，各种

砂锅都是浓郁鲜香。例如，必点餐品之

一——牛随便砂锅，牛肉、牛肚、牛蹄

筋，搭配着蘑菇、土豆、白菜、粉丝、

番茄等蔬菜，荤素结合，汤底虽然有一

丝药膳味，但依然鲜咸可口；酸菜排骨

砂锅，酸菜压底，长时间炖煮的脊骨超

级软嫩，酸菜又很好的稀释了排骨的油

腻，开胃又鲜美；牛蹄筋砂锅，蹄筋很

Q 弹，番茄很软烂，土豆和粉条的加入

恰到好处，因为配菜丰富，汤底的味道

更为鲜香浓郁。好像每一家砂锅店都会

搭配上肉烤串，温州特色砂锅家也不例

外，烤肉、烤鸡心、烤大肠……每一种

都可以尝试。

一碗砂锅里的亲情故事
舅姥爷砂锅，单听名字就感觉很亲

切。创始人来自于沂蒙山区，长大后远

离故乡，却一直想念着舅姥爷做的那一

碗砂锅的味道，于是，开始尝试着用记

忆中的感觉来炖制舅姥爷砂锅。锅还是

地道的砂锅，肉还是选用沂蒙山区的黑

猪肉，只不过牌子用上了金锣，确保了

营养和质量，炖的程序还是按照着舅姥

爷砂锅的传统程序，用文火慢炖，时间

长达两个小时以上，做到骨肉自然分离，

让肉的香味充分释放出来，吃起来香而

不腻，滋味更醇厚，再配上豆腐和青菜，

让营养搭配更合理。人们总说快餐店的

饭菜缺少了一丝香浓的口感，舅姥爷砂

锅就打破了这个格局，讲究的是快餐的

点就是肉质酥烂，香而不腻，口味独特。

因为炖煮的时间长，因此排骨汤的口感

很浓郁，搭配上一份可以无限添加的米

饭，再来一份爽口的小菜，普通的一餐

饭就能拥有浓浓的满足感。

一份“排骨砂锅米饭”如果不能丰

富你的味蕾，那点一份海鲜砂锅也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大虾、鱿鱼、蛤蜊一应

俱全，汤底铺满了白菜、豆腐、冬瓜，

满满一锅，海鲜的鲜加上蔬菜的甜，味

美可口。

如今，在青岛，万和春排骨米饭的

连锁店随处都可以找到，而万和春也正

以“树百年品牌，做百年企业”为新的

企业目标，朝着做中国最大、最强中式

特色快餐连锁企业的方向大步迈进。

一碗馄饨砂锅的美味
说起青岛的砂锅馄饨，这家不能说

是家喻户晓，也算是如雷贯耳了。

其实，判断一家店的馄饨是否好

吃，不用去寻店里食材是否独到，也不

用追究是否是几十年的老店，只需要往

店里一张望：一到饭点儿，路人便纷纷

循香而来，穿着时髦的姑娘和披着棉袄

的大爷，挤在同一张桌子上吃得不亦乐

乎，那这家店的馄饨就非吃不可了。

上清路上的好美味馄饨，就是如

此。从 2001 年到 2020 年，四季更替，

时光流转，所有的一切都在悄然地发生

着改变，惟一不变的是店主依然会每天

清晨 5 点去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调

制最鲜美的馅料。

皮薄、馅鲜、味美、汤浓是好美

味馄饨的四大特色。馄饨的种类也很丰

富，一定要尝试一碗蛋黄馄饨，当鲜肉

遇到蛋黄，细腻软嫩的口感不言而喻；

吃惯了虾仁馅儿，不妨再选择虾虎馅儿

试试，只需要通过晶莹剔透的馄饨皮就

能看见满满的虾虎肉，入口后鲜香美味；

素食小伙伴们可以选择素三鲜馄饨，油

菜、木耳、鸡蛋的三重搭配，让你回味

无穷；当你纠结吃什么口味的时候，一

碗全家福馄饨就可以满足你，鲜鱼的、

蟹黄的、鲜肉的、虾仁的、皮蛋的……

多重口味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砂锅里，每

碗馄饨 12 个，每个馄饨都是真材实料，

粒粒饱满。店里自制的爽口小菜——蓑

Someone once sa id ,  “To 
understand a city is not to 
find her eyes, but to find 

her teeth. You know the city from 
the taste.” Qingdao is a city full 
of delicious food, especially those 
hidden, easily neglected corner 

shops are full of the unique flavor 
of the city.

In the cold winter, in addition to 
the spicy and delicious hot pot that 
can soothe our taste buds, a bowl of 
steaming casserole can also enrich 
our spiritual world.

新鲜的食材配以秘制的汤底，鲜味十足。（图 / 摄图网）

Fresh ingredients served with secret soup base are so delicious.

不会让你失望。

一碗砂锅里的一生一世
单听这家店的名字——一生一世

砂锅厨房，就觉得温馨浪漫。对于很多

青岛美食达人而言，一生一世砂锅并不

陌生，特色砂锅鱼是这家店的特色，肥

美的深海鱼肉铺满砂锅，微麻微辣，鱼

肉鲜嫩，入口即化，酸菜和豆芽的点缀

恰到好处；西红柿牛腩砂锅，汤汁浓稠，

牛肉、牛筋和牛肚软烂入味，加上土豆

和蘑菇等配菜，一碗砂锅堪称完美；水

煮肉片砂锅，份大量足，肉片炖的相当

酥软，麻辣鲜香。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

家自制的南瓜汁，几乎是每桌必点，甜

香浓稠，一杯南瓜汁也可以很好的稀释

砂锅的辣味，入口后是浓浓的满足感。

在青岛，还有很多家砂锅店家喻户

晓，有着自己固定的粉丝群，成为我们

舌尖上的美味。

普通的食材被赋予让人欲罢不能的不凡口感。（图 / 摄图网）

Ordinary ingredients endowed with extraordinary taste are overwhel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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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店是比较高级的酒店，而“酒店”

就是接待一般人的普通酒馆。酒馆的

发展是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百姓有

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消遣娱乐，酒成

为必不可少的饮物，酒馆提供酒和各

类下酒菜供客人寻欢畅谈。在现代社会

中，这种以卖酒为主的店铺早已不复存

在，但这种酒馆的风格特色，及当中的

饮食文化被有心人保留了下来，即使在

大都市中也会存在古朴的小酒馆。

2019 年，一部《老酒馆》的热播，

让人们欲罢不能。剧中，上世纪 20 年

代末开在冰天雪地的大连好汉街上的

一家山东老酒馆里，上演了一出五味

杂陈的人间悲喜剧。而这部剧中的酒

馆则是还原了最初中国酒馆的真实模

样。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传

统意义的酒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

改变，同时，“融合”与“接受”成

为了时下年轻人们的特点，这也让诸

多的日式小酒馆风靡开来。想来，无

论是中式、西式还是日式，酒馆的存

在本身就是让人们寻一方放松和治愈

的乐土，治愈自己、治愈他人。

酒馆的演变与发展，
渗透着治愈心灵的力量

中国的酒文化深远长久，随着酒

的普遍兴盛，酒馆也开始出现。到了

清代，酒馆文化发展到了顶峰，酒肆

的发展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乾隆时

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活跃繁盛的时

代，北京的餐饮业到达了古代封建社

会的顶峰繁盛期。目前，酒馆文化区

别于旧时文化，已富有的现代气息，

满足当前人们的需求。

酒馆又称为酒楼、酒家等，在古

代，泛指酒食店。原始的酒馆是只卖

酒的地方，后来一些西北少数民族和

西域的商人，到了中原开始经营饮食

业，将“胡食”传入内地，至此酒馆

不仅卖酒而且兼营下酒菜肴。以唐朝

为分界线，唐朝以后的酒馆是因商业

发展繁荣变得大型和豪华，种类繁多，

档次齐全，主营各种酒类，同时兼营

各种下酒菜，有些大型酒馆会提供技

艺表演。宋代开封的“酒楼”一般接

待达官贵人等高消费群体；就酒馆的

档次而言，有“正店”和“酒店”之分，

 音乐配酒，让你爱不完
每每说起酒馆的经历，总是逃脱不

了那一首《那些花儿》，朴树的这首歌

唤起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青岛一家名

为“花儿胡同”的音乐酒馆，不仅有花、

有酒、有美食、有音乐，更有美好生活。

酒馆内的装饰也可谓“繁花似锦”，与

酒馆的名称也十分契合。餐市时间的民

谣弹唱，依旧伴着慢时光悠扬流淌，但

伴随着花儿芬芳的歌声更加优美动听。

酒市时间，彻夜的狂欢依然，但面貌一

新的花儿胡同乐队，带给大家的动感旋

律，明显的多了一丝浪漫，更添几分激

情。花儿胡同音乐酒馆，成为人们的“精

神后花园”，将给青岛的夜生活带来一

股强劲的“花儿之风”。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新都心焕发

出都市夜生活的流光溢彩，每次来到这

里，最不能错过的便是“百花深处”了。

作为一家将美食、美酒与音乐无缝融合

的特色音乐吧，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酒

馆，却也有着酒馆的浓郁色彩，这里比

传统餐厅酒吧更具文化性和娱乐性。

220 平方米的空间被装饰成复古港风，

Unfinished stories, never-closed pubs

文 /丁响响

没讲完的故事，不打烊的酒馆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愿意开小酒馆的人，那这个城市无论多有钱，

都只是一座内心空虚的城市。酒馆，看似繁华都市中不起眼的存在，但它的包容、轻松和随意，

都足以让你在此找到内心深处的自己。或许，我们偶尔也需要有一杯酒、一首歌的时间，

在安静的小酌里慰藉孤独的灵魂。酒馆，是一座城市有温度的灵魂，有酒馆的城市，很可爱。

花儿胡同音乐酒馆特色鲜明，让人念念不忘。（图 / 刘小涵）花儿胡同音乐酒馆特色鲜明，让人念念不忘。（图 / 刘小涵）

Hua’er Hutong Music Pub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is unforgettable.Hua’er Hutong Music Pub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is unforge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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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你的日式酒馆
“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许是很多

城市年轻人的心声，城市越来越大，

我们却越来越远。一入夜，似乎这座

城市换了一种气氛，夜晚有着白天所

不及的性感，“君柳社”一个休闲娱

乐的好地方。店内设计风格偏日式风，

在空间上生动、丰富，给人以轻松雅

致、惬意温暖的感觉。在这里看着赏

心悦目的动漫壁画，伴着酒色中的轻

音乐和朋友闲言碎语一番，不留孤单

和遗憾氛围十足下，在吧台点一份微

烈的酒、慢慢品。一杯美酒入胃，泛

着微醺小情调，无论是工作的压力，

还是生活的繁琐，此刻都烟消云散。

生活在青岛这座城市，君柳社是年轻

人彻夜畅聊的好地方，屋外是灯彩琉

璃的夜景，室内满眼的暖色尽收眼底，

日式装修风格与周围的店面并不协调，

仿佛在凸显出它独有的特色“小众、

验到时光穿越的感觉。满满的古风，充

斥着视觉神经，进门就像误入桃花源，

每桌都是轻纱环绕的私密包间，在这里，

不仅有着浓郁的古风特色，就连菜品都

仙气飘飘，好看极了。说起菜品名字，

更是特色满满，例如：展翅独嫩酥、弹

虾入海流、十里风荷养生蔬、青梅醺韵

绕竹马……让人不禁感慨，菜品不仅颜

值过硬，连名字都十分有诚意。据说，

因为老板娘特别喜欢古风，所以老板把

店全装成古风风的环境；因为老板娘喜

欢桃花，所以老板就打造了一个桃花源；

因为老板娘喜欢古装，老板就把她的古

装写真挂在店里，老板说：“只要媳妇

喜欢，一切照办！”这样充满爱意的酒

馆，多了浓浓的温暖，也在细节处彰显

了生活处处是真爱。

要说最近青岛最火的酒馆，当属贰

麻酒馆了。这个有着浓郁四川特色的酒

馆早已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多家分店，且

经常深夜排队消息的网红酒馆，在青岛

一开业就备受关注。据说“贰麻”在四

川话的意思是：微醺。或许是因为喝酒

的最好感受就是微醺时刻，因此以“贰

麻”命名，也让人感到十分有趣。整个

酒馆也是时尚的中国风，想来是将“国

潮”贯彻到底的一家酒馆了。

这里的特色之一——晕茶，叫“茶”

但实际是酒，它有着老成都的烙印，晕

茶里放了竹青提味，喝起来股淡淡茶香，

清香甘甜，味薄解腻。酒精度数十种，

多喝几杯也不上头。另外的特色——醉

三仙，有着红柚酿、青梅酿、花酿 3 种

口味可供选择，十分适合作为游戏惩饮

而尽，豪饮感颇具武侠片中的大侠风

范。另外，“鹤顶红”听名字就很霸气，

红色果装排排试管里面给你十足的神秘

感。还有熊猫酒仙、彩虹斗酒等多种多

样的酒等着你去品尝，无论哪一样都值

得期待。

摇曳生姿的港式招牌洋溢着迷醉的港式

风情，作为时尚潮流之地，百花深处音

乐餐吧的酒水多达 100 余种，特别推出

的定制精酿啤酒更是销售火爆。

与百花深处相邻不远，是以民谣

为特色的 Kuma 熊音乐酒吧，环绕舞台

而建的火塘让人眼前一亮。据了解，

Kuma 熊音乐酒吧开店一年半以来，已

有 80 位民谣歌手在此驻唱，成为了诸

多周边上班族在下班后的打卡地。

特色取胜的风格酒馆
“浅尝桃花醉，相聚吟花醉”，当

你遇见吟花醉·小酒馆时，便能真正体

H aruki Murakami once 
s a i d  t h a t  i f  t h e r e 
i s  n o  o n e  w i l l i n g 

t o  o p e n  a  p u b  i n  a  c i t y ,  n o 
m a t t e r  h o w  r i c h  t h e  c i t y 
i s ,  i t  i s  j u s t  a  c i t y  w i t h  a n 
empty heart .  Pubs,  seemingly 
ins igni f icant  in  a  prosperous 
c i t y ,  a r e  t o l e r a n t ,  r e l a x i n g 

and casual  enough to let  you 
f ind yoursel f  deep inside the 
hear t .  Perhaps ,  we  a l so  need 
to have the time for a glass of 
wine or a song to comfort the 
lone ly  sou l  in  a  qu ie t  dr ink . 
Pub is the warm soul of a city, 
and  a  c i ty  w i th  pubs  i s  very 
lovely.

日式的小酒馆，总有诸多温暖的情愫在其中。（图 / 摄图网）

Japanese-style pubs always give you many warm feelings.

贰麻酒馆是当下十分火爆的酒馆之一，“贰麻”在四川话中有“微醺”的意思，感觉十分别致。（图 / 董志刚）

Erma Pub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ubs at present. “Erma” means “slightly drunk” in Sichuan 

dialect, which is very unique.

香醇、丰富、深邃。”

店内每一处都是老板精心设计过

的，精致的桌上摆件，会不自觉地进

入你的相册中。纯音乐会让你思考如

何去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去宣泄。君

柳社的每一杯酒都是独一无二的，犹

如一杯“星空”，那样深邃。带着你

的心情和调酒师的心思，灯酒微醺，

一盘干炸里脊，几瓶啤酒，一两位知

己，我干了，你随意，喝的就是浓烈

的质感。当酒静静地流入喉咙，我们

就领悟了彼此。

对于爱酒之人而言，酒不是用来贪

杯的，而是在觥筹交错中交流情感的，

小酒馆总是会和文艺、情怀挂钩，就好

像是这个时代的标配，但是君柳社不愿

意被贴上标签，在这里恰好有你想喝的

酒，合你胃口的食物，仅此而已。

酒馆虽小，故事却很满。带上想消

的愁，想说的话，想聊的人来“小酒馆”

坐一坐，小酌一杯吧，酒已备好，带着

你的故事。

说起小酒馆，总有种轻松和治愈的感觉。（图 / 立白）

When it comes to pubs, there is always a feeling of relaxation and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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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Rong Wan Jia” Museum Group Exhibition-To Feel the Beauty of Union

博融万家 感受“联合之美”

展分为青岛金石博物馆主展馆和各分馆

主题展两部分。那么，作为活动主阵地

的青岛金石博物馆又是怎样的？

一栋华丽的写字楼会让你很难想

象这里存在着一个博物馆，而青岛金石

博物馆却是最独特的那一个，这栋“金

石楼”便是博物馆的所在地。青岛金石

艺术博物馆是山东省文物局正式批准成

立的以奇石为主要展品的综合性民营企

业非国有博物馆，是一座用现代设计理

念设计的博物馆，建筑形式为框架建筑，

总建筑面积为 50313 平方米。金石艺术

博物馆分为奇石馆、美术馆、瓷器馆和

雅柏馆。其中，奇石馆面积约 5000 平

方米，主要展馆有精品奇石展厅、大型

奇石展厅、美术展厅等。

“灵璧一石天下奇，声如青铜色如

玉”，这是宋代诗人方岩对灵璧石发出

的由衷赞叹。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石之

首，灵璧石以悠久的历史，绚丽的色彩，

斑驳的纹理，委婉的孔洞和奇特的造型，

集皱、瘦、漏、透、丑、清、奇为一体，

一石一景，一石一物，一石一天地，一

石一世界。而名传中外，誉满四海，位

列中国四大名石之首，被乾隆皇帝誉为

“天下第一石”。灵璧石还有一绝，就

是声音美，坚如贞玉，扣如青铜。音质

文 /魏浩浩 

博物馆里的精彩多种多样，或是历史的精华、或是艺术的璀璨、或是行业的解密与普及……任何形

式的博物馆，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而今，将这一切融合起来，为人们献上一场精神文化大餐。近日，由

青岛市崂山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部主办的“博融万家”2020 年崂山区博

物馆秋季联展开幕仪式在青岛金石博物馆正式启动，此次联展为期 2 个月，共有崂山区的 18 家非国有博

物馆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过程中，将邀请博物馆馆长走进直播间，宣讲博物馆背后的故事，让

更多博物馆融入现代生活。

峥琮，余音绕梁，远在战国时期就用它

制作编磐，是一种高贵的乐器，专用于

皇宫、贵族的宗庙祭祀、朝拜、宴会等

盛大礼仪活动中。这里所展示的奇石无

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令每一位观赏者，

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惊叹！

正是在这样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

下，丰富的联展活动在这里徐徐拉开帷

幕，作为 2020 崂山区秋季博物馆联展

活动板块之一，“陶花朵朵”青岛市首

届少儿陶艺大赛作品展于近日在青岛金

石博物馆举行开幕式，此次展览为期

10 天，共展出作品 350 件。通过组织

开展少儿陶艺创作活动，开发少儿的艺

术启蒙教育，全力打造以审美体验为导

向的特有模式，这对于引导少年儿童逐

步形成多元化的艺术认知具有要意义，

该活动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博融万家 细数“精彩”
此次联展，崂山区共有 18 家非国

有博物馆等着你前去打卡，可以说，每

家博物馆的精彩程度都不会让人失望。

首先，以世界家电体验为主题的

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就是必去博物馆之

一，它位于崂山区东海东路 52 号“冰

山之角”，是复古与科技结合的沉浸式

在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孩子们在儿童专区能收获很多知识和体验的快乐。（图 / 张进刚）

In Haier World Home Appliance Museum, children can gain a lot of knowledge and have fun in the children’s zone.

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为人们打造了多个年代的生活场景。（图 / 杜永健）

Haier World Home Appliance Museum has created life scenes of different times for people.

让博物馆共融共生，
让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据了解，崂山区把此届博物馆秋季

联展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文化强国”“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目标”等会议精神

和优化全区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展览

期间，各家博物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共融共生，分别组织开展公共教育、地

缘文化展现、新媒体互动等活动，挖掘

各博物馆藏品的专业内涵，邀请博物馆

馆长走进直播间，宣讲博物馆背后的故

事，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宣传模式，吸引

更多的市民关注博物馆文化的发展，让

青岛市民多角度的了解、关注、走进崂

山区的博物馆资源，让更多博物馆融入

现代生活，实现由“私人珍藏”向“社

会共享”转变，既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又不断满

足市民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据悉，“当代博物馆管理及运营”

论坛邀请了北京故宫、安徽省博物馆协

会、西安唐煌文化艺术以及青岛市博物

馆学会、青岛市博物馆等国内文博专家，

对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及推广，从传统文

化到数字艺术、文创 IP 让文物活起来，

未来博物馆的管理、发展和运营等方面

提出建设性的方向和建议，探讨行业发

展趋势和未来。

近年来，崂山区坚持政府主导、制

定政策、搭建平台，充分发挥专家作用，

创新提出了博物馆区 “N+1”建设模式，

即综合利用景区、建筑、海洋、民俗、

非遗、院校、行业、艺术等 N 个方面

资源辟建博物馆，截至目前，全区共有

非国有博物馆 18 家，新增量、总数量

均位列各区市首位，增强了区域文旅吸

引力与活力，提升了文化软实力，为优

化全区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博融万家 活力无限
此次 2020 年崂山区博物馆秋季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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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相遇博物馆 ashion 
Meet Me at the MuseumF

事陶瓷艺术创作的专业人才的同时，也

收集了师生作品和国内外知名陶艺家的

大量作品。

浮山窑陶瓷艺术博物馆的设立，

标志着积极向全社会弘扬中国的传统

艺术和文化精神、研究开发现代陶瓷

艺术服务青岛文创产品发展的需求、

推动青岛艺术教育的创新体验等方面

进行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依托高校的

学术资源优势，力争使博物馆的整体

功能向社会化文化传播和专业服务方

面进行积极的合作对接。

当然，除了这些极具代表性的博

物馆，崂山区的非国有博物馆还有西

洋文化艺术博物馆、青岛天工龙泉青

瓷博物馆、青岛海玉崂山绿石博物馆

等多种多样的博物馆，就让我们开启

全新的文化之旅，走进这一个个精彩

纷呈的文化世界。

业创业创意重点人才，2019 年入围《光

明日报》“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

2019 年 11 月，在青岛崂山的巨峰

游览区举办了一场时尚别致的“城市

珠宝”文创发布会。此次发布会的文

创设计灵感，来源于国际流行的“城

市珠宝”概念，以“山与海的派对”

为主题，设计发布“青岛印象”城市

珠宝系列产品。发布产品分为“百年

青岛”“致敬大海”“崂山味道”共 3

个系列 30 余款，产品的核心文化元素

全部提取于青岛市和崂山区本地，由

钟峰和设计团队策划设计。

青岛浮山窑陶瓷艺术博物馆座落

在崂山区北宅街道北头村，是由山东省

文物局批准设立的民办公益博物馆，

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开馆。浮山窑是由

青岛大学美术学院陶艺专业方向发展起

来的。许雅柯教授主持的陶艺专业经过

20 多年的教学积累，培养了数百名从

Mu s e u m s  a r e  f u l l  o f 
e x c e l l e n c e ,  s u c h  a s 
the essence of history, 

the resplendence of art, and the 
decryption or popularization of 
industry. Any form of museum has 
its unique charm. But now, all of the 
forms will be integrated to offer a 
cultural feast for people. Recently,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Bo Rong 
Wan Jia” 2020 Laoshan Museum 
Group Exhibition in autum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at Qingdao 
Jinshi Museum. It was hosted by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Laoshan District and 
the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of 
CPC Laoshan District Committee. The 

group exhibition lasts for 2 months, 
and a total of 18 non-state museums 
in Laoshan District will organiz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During the 
exhibition, museum directors will 
be invited into the live broadcasting 
room to tell the stories behind the 
museum, integrating more museums 
into modern life.

博物馆。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运用当今

最新声、光、电科技，以展示家电发展

历程为脉络，打破传统博物馆固有的参

观模式，集陈列展示、科普教育、剧场

演出等于一身，通过沉浸式交互体验让

观众回望过去、预见未来。在老家电陈

列区，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通过场景还

原了各个年代与家电相关的生活场景，

观众可以通过 AR 互动体验，结合光影

动画剧场，进行一场家电史的时光旅行。

在智慧家庭展区，观众只需下达语音指

令，能“听懂”语音的智能家电便会开

启相应的功能。而“需求宝”互动体验

区以“定制未来”为主题，分成“为你

定制”和“你来定制”两个部分，智慧

家电系统可根据观众喜好和需求为其快

速创建和搭配出个性化的未来智慧家庭

方案。在儿童互动区，小观众们在此可

以探索关于电力和家电的知识、历史、

科学以及实验。

除此之外，青岛若七珠宝文化艺术

博物馆也十分精彩。这里是山东省首家

集珠宝的自然科普、中外珠宝历史文化

展示以及文创设计为一体的专业性珠宝

博物馆，其前身是成立于 2011 年的北

京若七艺术工作室。现馆藏固定展品近

400 件，包括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等

宝石矿石晶体和宝石裸石，展示了花丝、

烧蓝、錾刻、点翠等近乎失传的中国传

统工艺，来自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的古董

珠宝藏品，呈现了欧洲珠宝的发展史，

丰富的藏品，让参观者在珠宝的科普与

美育方面，都会收获颇多。

馆长钟峰是青岛城市礼物设计师，

也是 FGA（英国宝石协会和宝石检测

实验室宝石鉴定师，在世界上享有最高

声誉的宝石鉴定师资格证书之一），深

耕珠宝行业 10 多年，多悦酒店投资人，

以文化的视角将酒店和博物馆融为一

体，2018 年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

金石博物馆是名副其实的“石”的世界。（图片提供 / 青岛金石博物馆）

Jinshi Museum is a genuine world of stones.

浮山窑陶瓷艺术博物馆展示了多种多样的陶瓷艺术品（组图）。（图 / 杜永健）

A variety of ceramic art works are displayed in Fushan Kiln Ceramic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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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zed Qingdao,Fashion City关注 /特别报道 Highlight/Special Report

名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提名奖，其

中，7 人获评山东省“新时代好少年”，

1 人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永翠，山东省“抗疫榜样”、青岛楷模、

青岛大学医疗集团副院长孙运波，全国

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美志愿者、青

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延照为 15

名“新时代好少年”颁奖。西海岸新区

裕阳爱心服务站“青春助学站”在活动

现场宣布，将与孝老爱亲的“新时代好

少年”潘俊名结对进行帮扶。

活动还为青岛市获评全国、山东省

“新时代好少年”的榜样少年颁奖。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感动青岛道德模范陈乐乐

为 2019 年度山东省“新时代好少年”

王博正、陈奕嘉、邵琬珺颁发证书，中

国工程院院士、海洋腐蚀与防护学家侯

保荣为 2020 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王博正颁发奖杯。

近年来，青岛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立德树人、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为目标，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坚持学校为主、

家庭和社区为辅的原则，坚持家庭美德、

学生品德、社会公德相结合的原则，坚

持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和道德实践

活动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培育了充满时

代气息、事迹生动感人的未成年人先进

典型，为广大未成年人树立可亲可敬可

学的榜样。2019 年以来，累计评选推

出 25 名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20

而今，新时代好少年的标准更加具

备时代特点，他们，不单具备品学兼优、

助人为乐、善良勇敢……更有着责任与

担当。近日，青岛市 2020 年度“新时

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青岛如

是书店小剧场举行，让人们聆听少年榜

样的故事，传播时代新人的力量。

据了解，今年 5 月，中共青岛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共青团

青岛市委、市妇联、市科协、市关工委、

青岛日报社、青岛市广播电视台等部门

和单位在全市部署开展“新时代好少年”

学习宣传活动，并组织青岛市 2020 年

度首批“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经学生

推选、学校推荐、区市推报、专家评审、

社会公示等层层选拔后，最终产生了

15 名“新时代好少年”。他们分别是：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于歆玥、胶州市

香港路小学王茂榕、青岛超银中学（镇

江路校区）王禹衡、青岛市城阳第一高

级中学王奕博、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方

一凡、青岛超银小学闫文馨、青岛南京

路小学孙睿、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

学李杨、青岛徐水路小学李奕娴、平度

市西关小学杨涵清、青岛西海岸新区兰

亭小学陈李睿昊、莱西市南京路中学赵

俊翔、山东省青岛第五中学段佳禾、青

岛幼儿师范学校董子平、青岛西海岸新

区新世纪小学潘俊名。

发布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 15 名

好少年的事迹。他们当中，有的热爱科

技，创新发明屡获大奖；有的自立自强，

小小年纪扛起家庭重担；有的弘扬传统

文化，将秧歌“扭”上国际舞台；有的

热心公益，积极参加志愿服务……他们

坚毅的品质、善良的内心、昂扬的精神、

淳朴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

观众，也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新时代青少

年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

于人民的宝贵品格。

连钢创新团队核心成员、青岛新前

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

Learn from Model Youths and Take on a New Look in 
the New Era

文 /魏浩浩  图 /王勇森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百年前，梁启超在国家前途晦暗时，寄希望于“少年”。百年后，

中华民族在勤劳奋勇下，国力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人们再一次把国家的未来发展寄

托在青少年身上。

近日，青岛市 2020 年度“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青岛如是书店小剧场举行，现场为 15 名“好少年”颁奖。

Recently, Qingdao 2020 “Model Youth in the New Era” advanced deeds release activity was held at So Book small theater in Qingdao, and 15 “model youths” were 

awarded prizes on the spot.

学少年榜样 做时代新人

Recently,  Qingdao 2020 
“Model Youth in the New 
E r a ”  a d v a n c e d  d e e d s 

release activity was held at So Book 
small theater in Qingdao,where 
people listened to the stories of 
the young role models and felt 
the positive energy of the new 
generation.

It is learned that in May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the Municipal Civilization 
Office, the Municipal Education 
Bureau, the Qingdao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Qingdao Women’s Federation, Qingdao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Working Committee for the 
Car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Qingdao 
Daily, Qingdao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nd other departments and 
units launched a promoting event and 
organized the appraisal and assessment 
of the first batch of Qingdao 2020 
“Model Youth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from students, 
schools, and district authorities, expert 
assessment, and public scrutiny, the 
final list of 15 “model youths” in A 
New Era was unrevealed, including 
Yu Xinyue, Wang Maorong, and Wang 
Yuheng.

活动现场，人们逐一聆听了“好少年”们故事，令人动容不已。

At the scene of the activity, people listened to the stories of “model youths” one by one and were deeply moved.



076
SAILING CITY

077
SAILING CITY

文明青岛 时尚之城
Civilized Qingdao,Fashion City关注 /特别报道 Highlight/Special Report

1. 于歆玥，女，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学生。

于歆玥热爱学习，与人为善、明礼诚信，连年荣获校级优秀班干部、优秀

少先队员、最美大队委等荣誉称号。在良好家风的浸润下，于歆玥养成健康向

上的优秀品格，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认真负责，团结同学，主动组建学

习小组，带领同学们一起进步，关心班级中的智力特殊同学，帮助学习，摆脱

困境。于歆玥还是校园文化的“小宣讲家”，为各方访客讲解过 100 多次。喜

欢求真理、悟道理，热爱科学与传统文化，探寻过 20 余个科技馆和博物馆。

她注重培养良好品行习惯，长期积极参加环保实践、垃圾分类等教育实践活动。

于歆玥还是一位懂得感恩、敬老爱亲的好姑娘，5 年来坚持每周六都去敬老院

看望爷爷奶奶。她遵守公德、热心公益，拿出 1 万元压岁钱捐助甘肃、贵州的

2 名困难大学生，为西部贫困儿童捐助书包、学习用品和过冬棉衣，捐款为武

汉加油，以力所能及之事奉献爱心、点亮微光。

4. 王奕博，男，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学生。

王奕博在班级中担任团支书，有较强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及较好的团队

合作精神。他刻苦钻研，勤学好问，力求做到精益求精。每年都被评为“三好

学生”“优秀团员”。他兴趣广泛，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在全国全民健身操舞

大赛中多次获特等奖，在第 36 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中获得《无声

电影》第一组第一名，在“星火”英语演讲比赛中荣获青岛市一等奖。生活中

的王奕博注重协作，感恩生活，乐观向上，吃苦耐劳。他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

动，作为一名志愿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平

日里到敬老院、社区参加义卖，献出自己的爱心。多年来，他一直用压岁钱帮

助素不相识的姐姐读书，多次跟随妈妈到贵州大山里的看望贫困家庭。

2. 王茂榕，女，青岛胶州市香港路小学学生。

王茂榕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先后获得“第 40 届世界头脑奥林匹

克竞赛三等奖”“四好少年”“优秀班干部”等荣誉称号。从小学习舞蹈、钢

琴和声乐的王茂榕，是胶州市少儿秧歌艺术团的小演员，热爱中国优秀传统艺术，

立志将胶州秧歌“扭”向国际大舞台。自 6 岁起，她就经常登台演出，先后参

演了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晚会和第五届中国秧歌节开幕式暨“新

时代”秧歌艺术精品展演，用“三弯九动十八态”的秧歌表演技巧向世界展现

了独特的齐鲁风韵和胶州的风土人情，传递了艺术情愫和文明基因。在纪念中

法两国建交 55 周年的全球功夫春晚上，她两次登场，赢得满场喝彩；为庆祝青

岛市与日本下关市缔结友好城市 40 周年，她参与青少年研学交流及秧歌展演活

动，将胶州秧歌从国内“扭”到国外。在学校的王茂榕还担任着“秧歌小老师”

的角色，帮助同学们一起学习秧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有个坚定的梦想，那就

是要将传承非遗扎根心底，让胶州秧歌发扬光大，成为响亮的“国家文化名片”。

5. 方一凡，男，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学生。

方一凡热心公益，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自 2012 年开始积极参与各项

公益活动，小学阶段就建立了一支义工团队——天使之翼义工团，先后发起了

为山区儿童捐书、环保宣讲、敬老慰问等多项公益活动。根据自己参与和组织

公益活动的感悟，发起了“公益 48 小时”项目，首次提出让公益成为一种习

惯的理念。2016 年，以自身真实故事为原型创作并由其担任主演的公益微电

影《公益 48 小时》成功拍摄，并在青岛市微电影大赛中荣获佳绩。方一凡学

习态度认真，勤学善思，勇于创新，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充分发挥

班长的榜样带头作用，积极响应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作为执行小导演

多次成功策划并组织了艺术节等大型演出。方一凡勇于接受各种新的挑战，曾

成功担任山东省少儿春晚及青岛首档关注儿童心声的电视演讲类节目主持人，

在增加阅历的同时锤炼自己、磨练自我。

3. 王禹衡，男，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学生。

王禹衡热爱科技、乐于探索、积极实践、勇于创新，把尊老爱幼与增强环

保意识相结合在他的每一个创意发明作品中。为呵护小朋友在恶劣大风天气下

外出呼吸道不发病，王禹衡认真观察研究，创新发明了环保防风罩衣，为中、

小学生能正确的使用台灯而创新设计发明了环保多功能护眼台灯，为广大家长

们发明了环保防辐射多功能锅铲厨具，分别在第 29 届、第 30 届、第 32 届、

第 33 届青岛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并申请到两个实

用新型发明专利证书。2017 年被评为青岛市首届“环保小达人”，被青岛市

少年科学院授予“研究员”称号。王禹衡坚持参加创新大赛，开阔了视野，增

强了动手能力，培养了创新意识，先后荣获第十一届山东省少年儿童发明奖一

等奖，第二届李登海少年儿童发明奖一等奖。

6. 闫文馨，女，青岛超银小学学生。

闫文馨喜欢钻研科技，先后发明了“炫彩三维 LOGO”和“创意笔筒”，

获得了青岛市首届中小学创客大赛一等奖，被授予“青岛市少科院研究员”称

号。积极参加各类科技创新活动和各学科竞赛，获得多项荣誉。她还是热心公

益的“小达人”，“阅读分享”“垃圾分类宣传”“爱心义卖”等各类志愿服

务中都有她小小的身影 , 还经常带领小伙伴们去敬老院给老人们送温暖，为五

莲县贫困学校捐书等 ,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好少年的进取与自强、责

任与担当。闫文馨是大家眼中充满活力的“才艺健将”，在写作、拉丁舞、朗

读、书法、主持等领域均取得傲人成绩。中队长的她发挥团队力量，带领队员

们合作探究，获得青岛市“中小学研究性学习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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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睿，女，青岛南京路小学学生。

孙睿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异，勇于创新。在 2019 年“我爱祖国海疆”

国家航海模型比赛中，和队友设计并制作了有青岛特色的作品《强海昌国，筑

梦海疆》获全国赛一等奖第一名；组装的“中华鲟”获得鱼雷电动模型航行赛

小学组一等奖银牌、“强弩号”名轮模型航行赛小学组二等奖。疫情居家学习

期间设计了既环保又轻便的护目镜，送往 3 个社区。她热心公益，是一名手语

志愿者，跟随市残联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们，冒着酷暑为聋人手语演唱《我和

我的祖国》；疫情期间参与了青岛电视台“蓝睛助残脱贫”公益发声。她率先

于 2016 年寒假提出垃圾分类的倡议，冒着寒冬带领雏鹰队员进社区宣传；她

为武汉“最美逆行者们”创作朗诵《冬将去春可期》MV 得到了学校及市南教

育和体育局转发；参与拍摄 2020 市公共空间艺术促进中心青岛市邻居节视频。

10. 杨涵清，女，青岛平度市西关小学学生。

杨涵清活泼开朗、阳光自律，善良温和，乐于助人，主动帮助照顾身患残

疾、身世不幸的邻居月月，逗她开心，耐心地给她辅导功课，讲解习题，在她

的帮助下邻居月月状态日渐好转。对待同学，杨涵清也总爱伸出援手。身为班

里的小老师，面对有疑问、有困难的同学，她一遍遍地耐心讲解。带领情绪低

落的同学一起读书、参加“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公益活动等。家附近的同学病了，

她主动到同学家里看望，耐心地给她补课。2020 年疫情期间，在妈妈的支持下，

杨涵清将口罩和酒精分给邻居并捐赠给小区服务站，通过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

金会向武汉捐献了自己的零花钱。还通过绘画、诗歌、征文、手抄报向坚守在

疫情前线的各行各业的“最美逆行者”致敬。

8. 李杨，男，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学生。

李杨担任团支部书记，组织能力强，了解党史国情，珍视国家荣誉，崇尚

革命英雄，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多次作为志愿者参加普法和社会公德宣

传活动。他喜爱写作，征文多次获奖。他善于独立思考，乐于科学探索，初中

开始参加课外机器人兴趣小组，多次代表即墨区参加青岛市等机器人科创大赛，

取得优异成绩。李杨乐于帮助同学，坚持每周抽出时间无私地向同学们分享学

习心得，解疑答惑，共同进步。自幼学习小提琴和书法，考取小提琴双十级证

书，斩获多项奖项。他热爱劳动，热心公益，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社区服务、

敬老爱老、保护环境等志愿服务公益活动。李杨文化信仰坚定，热爱中国传统

文化，曾 3 次代表即墨区参加青岛市“学国学，诵经典，传美德”大赛，荣获

青岛市“诗词达人”称号；3 次参加青岛市“国学达人”挑战赛，荣获一等奖、

二等奖。

11. 陈李睿昊，男，青岛西海岸新区兰亭小学学生。

陈李睿昊热爱科学，乐于探索，成绩常年名列前茅，努力钻研编程和科学。

2018 年夏天，有感于新闻里“干旱严重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农业”的报道，他

与队友联合设计并完成编程了智能温室大棚管理系统项目。他积极参加学校组

织的科学实践活动，学习智能机械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研究机械臂并用编

程实现写毛笔字、智能搬运等不同的功能。陈李睿昊在课余时间利用所学的知

识，创新设计了能感知前方障碍物的智能盲杖。疫情期间，他用所学编程知识

制作了新冠病毒科普动画视频，动员同学们健康生活，做好防护措施。不仅喜

欢科学，他还是一名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在英语、语文、数学、钢琴、声乐、

管弦乐等学科及领域均获得不俗的成绩。

9. 李奕娴，女，青岛徐水路小学学生。

李奕娴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养成勤俭节约、

低碳环保、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和环保意识，把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融入

日常生活。她勤学善思，严于律己，课堂上她敢于发言，善于质疑；课外广泛

阅读，分获青岛市、李沧区中小学生优秀作文比赛一、二等奖等众多奖项。她

积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常年参加校内外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在声乐、舞蹈、

钢琴、主持、演讲和绘画等各方面均取得优异成绩，荣获全国、省市区校各类

奖项上百次。 此外她还注重强身健体、自强自立。先后参加了青岛市、李沧

区中小学生运动会，在校运会、体质监测和跳绳等体育活动中均获佳绩，也是

学校足球队、排球队和田径锻炼队成员，是名副其实的“运动小达人”

12. 赵俊翔，男，青岛莱西市南京路中学学生。

爸爸的突然离世让母子三人相依为命，患上渐冻症的哥哥更是让整个家庭

雪上加霜，为了帮助忙于生计的妈妈减轻负担，刚上小学的赵俊翔就承担起照

顾哥哥的重任。帮哥哥洗漱、翻身、擦拭、喂饭，做按摩……总是先照顾好哥

哥再复习功课，经常累得趴在学习桌上就睡着了。自幼不幸的生活磨炼了他自

立、自强、自信的坚强品格，即使生活再艰难，赵俊翔的脸上也始终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受母亲的教导，俊翔一有空就会在村里协助环卫工人清扫下水道、

捡拾垃圾，还积极参加了学校爱心社团组织的各种爱心活动，用积极阳光的心

态感染着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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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段佳禾，女，青岛市第五中学学生。

段佳禾不但正直友善、阳光上进，而且敬老爱亲、扶弱助人、热心公益，

经常参与探望孤残、自闭儿童和独居老人、义卖报纸、筹集善款等公益活动。

热爱劳动，积极投身环境保护和美化等活动。2012 年以来，每年夏天到海边

打捞浒苔，到崂山植树绿化，多次参加整洁青岛等公益活动，平常中更是积极

倡导垃圾分类，做社区垃圾分类的义务宣讲员。热爱科学，勤学善思，代表学

校参加由国家海洋局组织的与南极科考船（向阳红 01 号）实时视频连线活动，

出色回答了南极科学家的问题，参加“我爱祖国海疆”“共筑家园”山东省青

少年航模竞赛获中学组一等奖。疫情期间，段佳禾参加了抗疫美术作品义卖捐

赠、第 16 届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发明展“科技战疫情”比赛等活动，被授予“爱

心抗疫小明星”和“爱心抗疫使者”称号。

14. 董子平，男，青岛幼儿师范学校学生。

10 岁开始学习国际跳棋的董子平，近 7 年的博弈时光逐步成长为一名资

深棋手。12 岁参加青岛市“首届国际跳棋棋王赛”获得高级别组冠军及“青

岛棋王”称号。在青岛棋协大师赛一级组比赛中获第一名及“青岛棋协大师”

称号；在全国中小学生国际跳棋锦标赛百格男子 17 岁组获第一名，并荣获“国

家候补棋协大师”称号；在山东省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山东省首届城际国

际跳棋对抗赛、全国智力运动会等诸多重要赛事中获一等奖 10 余次。作为班

长多次组织同学参加校辩论赛、篮球赛、专业阅读读书沙龙等活动，取得优异

成绩。作为团支书组织开展团课活动和志愿者活动。多才多艺，通过钢琴十级，

获山东省齐鲁情校园学生才艺展示大赛钢琴优秀奖。乐于助人，热爱劳动，积

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踏实肯干的个人作风获得老师们认可。

15. 潘俊名，男，青岛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学生。

妈妈因无偿献血过度导致体内血小板严重不足、造血功能严重受损，每隔

几月就需要去医院换血。爸爸长期出差在外，家里常年只有他和妈妈相依相伴，

年幼的潘俊名早早地挑起了料理家务的重任。穿衣、洗漱、做早饭……为了照

顾妈妈的肠胃，绞尽脑汁做可口且易消化的饭菜。晚饭后，他做完所有家务后

再开始学习，陪伴身体疼痛的妈妈睡着后再回房间休息。潘俊名在家里孝顺懂

事，在学校品学兼优、乐于助人，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多次荣获校级“口

算大王”“书法小明星”“三好学生”等称号，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

青岛丽天大酒店隶属于中国联通山东分公司的国有全资四星级酒店。
位于青岛市市南区 CBD 商圈，东临市政府，西接八大关风景区，南面浮山湾奥帆中心，

北依湛山寺森林公园，集商务、会议、餐饮、娱乐、度假于一体，是商务差旅、休闲旅行住宿的极佳选择。
酒店曾作为 2008 青岛奥帆赛、2018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媒体接待酒店及
2019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官方惟一接待酒店，成功完成接待任务，受到社会各界和媒体记者的一致好评。

酒店秉承“顾客至上，诚信经营”的服务理念，以“丽天碧海，温晴之家”服务品牌为核心，先后荣获

“2017 年携程网最佳酒店餐饮奖”“2018 年最受欢迎度假酒店第一名”。

酒店荣获了“2017 年度山东省卫生先进单位”“2017 年度山东省饭店业协会优质服务创新单位”

“2017 年度青岛市饭店业金星奖”“2018 最佳商务酒店奖”、 2018“中国服务”饭店品牌优秀单位、

“山东省饭店业商务饭店 40 强”“2018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优秀服务单位”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先进单位”“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食品安全保障企业”

“2019 年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服务保障工作先进单位”

“ 改革开放 40 周年青岛市旅游饭店金星奖”等多项荣誉，

在青岛酒店行业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会议室自助餐厅

大堂吧 商务面海套房

宴会包间

精品双床房

多功能厅

精品亲子超大床房

LITIA
N

 H
O

TEL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 87 号

总机：0532- 83888888  
订房：0532- 83999799   
订餐：0532- 83999688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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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一瞥。

A glimpse of the activity scene.

例，并开启网上互动。此外，5 所学校

分别承担一个案例的模拟法庭“开庭审

案”，在专业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由学

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当事

人等角色，以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案

件审判的过程。现场将设置点评嘉宾结

合案例“以案说法”。

2021 年 1 月初，五场模拟法庭将进

行现场录制，每场“法庭审案”剪辑成

20 分钟的节目，预计 2021 年 1 月至 2 月

中旬，在青岛电视台影视频道、青岛网

络广播电视台、爱青岛手机客户端播出。

将收入青岛市“可视化法治教育资料库”，

在青岛电视台及各新媒体平台播出，并

在近三年中的“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青少年公益普法教育活动中使用。

此前已经制作、征集的 4 部微电影

《被拯救的青春》《年少青春的烦恼》《韶

华叹》《美丽贷价》将分别于 12 月 5 日、

12 日、19 日、26 日在青岛电视台影视频

道首播。

发布仪式现场还向八大峡小学学生

学生赠送了 4 部微电影的光盘。本次试

点活动共有青岛 51 中、青岛 57 中、青

岛大学路小学、青岛定陶路小学、青岛

八大峡小学五所学校参与。活动内容分

为“学习民法典的答题”与“青少年模

拟法庭展示”。

“学习民法典的答题”于 12 月 4 日

在青岛网络广播电视台、爱青岛手机客

户端公布民法典知识题库。12 月 11 日

开启线上答题入口，同学们可进行线上

竞答。答题全对者可参与抽奖，共抽出

优胜奖 20 名，奖品为由青岛出版社提供

的《中国通史》( 少年精编版 )。

青少年模拟法庭展示活动将于 12 月

21 日至 25 日向社会公示 5 个近年司法实

践中具有典型性的青少年刑事、民事案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重要指示，按照第四届“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要

求，着力搭建起一支互联网青少年普法

教育的互动平台，建设一支集聚社会力

量的普法志愿者队伍，健全学校、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的互动普法教育体系，

适应中小学普法教育的特点和需要，力

争拍摄出更多青少年公益普法教育优质

微电影，并注重运用移动互联网融合新

媒体，运用新技术手段，推动“线上线下”

普法宣传无缝对接，提供形式更加多样、

内容更为优质的普法宣传作品，让广大

青少年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良好习惯，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据悉，此次活动将在 3 年内完成 30

部系列微电影拍摄任务；向全市征集 70

部关爱青少年、颂扬先进典型的微电影，

力争让 100 部微电影形成系列，打造叫

响全国的全媒体青少年普法新品牌。

活动中将创新“以案说法”形式拍

摄 20 部《三位一体少年模拟法庭》影视

教学片。通过 20 个常见案例，一案一模

拟，将案例背景、模拟庭审、专家点评

融为一体，打造生动活泼、学法懂法守

法的自我教育平台，在全国首创具有青

岛特色的少年模拟法庭新模式。

活动还将筹建一个互联网普法互动

平台；开辟一个青少年普法教育的融媒

体传播阵地；设立一个《青少年普法公

益基金》；制作普法进课堂影视精品课件。

同时，设立 10 个青少年普法微电影拍摄

基地，选拔百名少年普法大使，建立千

名普法志愿者队伍，开创全市青少年普

法教育的新局面。

青岛市司法局局长万振东介绍青岛

市青少年公益普法教育微电影征集和展

示活动情况中提到：微电影征集时间自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7 月，面向全市

公开征集。经评委会推选出的优秀作品

“Fasten the first button of life” youth public welfare law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activity launched

文 /魏浩浩  图 /王勇森

普法教育我先行

　12 月 4 日，正值第 7 个国家宪法日及第 3 个全国“宪法宣传周”，“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青岛市青少年普法微电影大赛征集暨青少年模拟法庭邀请赛试点启动仪式在青

岛八大峡小学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青岛市关工委、中共青岛市委政法委、青岛市文

明办、青岛市公安局、青岛市人民检察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司法局、共青团

青岛市委、青岛市教育局等联合主办。

12 月 4 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青岛市青少年普法微电影大赛征集暨青少年模拟法庭邀请赛试点启动仪式在青岛八大峡小学举行。

On December 4,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Fasten the First Button of Life” Qingdao Youth Law Popularization Microfilm Competition and Youth Moot Court Invitational 

Pilot was held in Qingdao Badaxia Primary School.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青少年公益普法教育活动全面启动

December 4 marked the 
7th National Constitution 
Day and the 3rd national 

“constitution publicity week”, and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Fasten 
the First Button of Life” Qingdao 
Youth Law Popularization Microfilm 
Compet i t ion  and  Youth  Moot 
Court Invitational Pilot was held in 
Qingdao Badaxia Primary School. It 
is known that the event was jointly 
hosted by Qingdao Committee on 
Care for Children, the Judicial and 
Legal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Office 
of  Qingdao Municipal  Civi l i ty 
Enhancement Committee.

启动仪式上，青岛市关工委主任王

文华宣布两项活动的启动并讲话，王文

华指出，青少年普法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基础工程。加强青少年法制

宣传教育，提高青少年法制素养，护航

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推进全市法制建设、

助力“平安青岛”建设攻势的一项重要

内容。多年来，青岛市关工委一直高度

重视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并取得了明

显成效。在新时代新形势下青少年普法

教育工作面临许多新挑战，特别是青少

年的思想观念更为开放、需求更加多元、

个性更加多样，迫切需要我们不断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11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特别强调：“普法工作要在针对

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加强青

少年法治教育，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

意识和法治素养。”我们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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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中共青岛市市南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付荣云和青岛银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肖
群共同为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At the activity site, Fu Rongyu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PC Shinan District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Education 
Working Committee, and Xiao Qun, the leader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eam 
dispatched by the Bank of Qingdao, jointly unveiled the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Base of Bank of 
Qingdao Shinan Central Branch.

应的文明实践活动，将文明实践和业务

相结合，共同推进的。”

在依托企业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的同时，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

还同时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志愿服

务队伍，在进行文明实践活动的同时，

对于员工自身的提升也显而易见，王荣

说：“现在作为基层银行来讲，入职的

人员年龄越来越小，‘00 后’都已经

入行了。而这些年轻的员工大多是在蜜

罐中长大，我们想通过志愿服务活动，

让年轻员工增加生活感知，感恩和珍惜

他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对他们个人的

成长上有一个更好地提升。”

青岛市市南区青岛银行市南中心

支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后，将逐

步发挥自身优势，借助区政府搭建的平

台，能够更深入地和社区街道以及市民

相融合，提供更多样的服务。“未来，

我们将会与其他单位、街道、社区积极

沟通，为更多的市民和客户提供便利服

务，比如职工孩子托管模式、共享书屋

等等，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这里办理

业务的同时，更能在文化、精神、艺术

方面有不同的提升。”王荣如是说。

文明实践中心（基地、所、站）、3 处

新时代结婚礼堂和 16 处新时代文明实

践宣讲基地，组建了 13 支新时代文明

实践专业化志愿服务队和 300 余支常

态化志愿服务队，通过开展“我们的

节日”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逐步

形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市南

特色”。

在这其中，作为市南区优秀的驻

区企业，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将银行

业务工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紧密结合，

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通过参与“圆

梦微心愿”等活动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

责任，今年以来，已为市南区公共文明

引导志愿者等群体圆梦微心愿，对市南

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给予了大力

的支持，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行长王

荣在致辞中说，“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

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的成立是一个

新起点，我们将致力于探索一条金融业

志愿服务、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进群

众的新路径，推出金融‘实践’经验，

打造文明‘旗舰’样板。”

扎根基层，实现企业“社会责任”
据了解，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

作为智慧旗舰支行，于 7 月 8 日正式对

外启幕。现如今，市南支行由原来的高

柜服务调整为更加贴近式的面对面服

务，不仅在经营模式上有所变化，在硬

件设施上也进行了温馨化的调整。与此

同时，市南支行积极与社区联动，从 7

月至今，前后组织了近 50 场丰富多彩

的活动，让周边市民增加对于银行的信

赖感，增进业务的发展。

对此王荣说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基地是整个国家提出的发展要求，银

行作为服务大众、服务实体经济的行

业，我们青岛银行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的过程中把金融行业通过多种形式深

入到社区、街道、学校和部队，组织相

A New Front of Civilization for the New Era 

文 /魏浩浩

新时代文明实践再添新阵地

近日，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

行隆重举行。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共青岛市市南区委宣传部、市南区文明办主办，青岛

银行市南中心支行承办，市南区委区直机关工委、香港中路街道办事处协办，来自市南

区各领域的志愿者代表 30 余人参加了活动。活动现场，中共青岛市市南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付荣云和青岛银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肖群共同为青岛银行市

南中心支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市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志

愿服务队同步成立。

近日，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仪式隆重举行。（图 / 杜永健）

Recently, the grand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Civilization Base for the New Era of Shinan Branch, Bank of Qingdao (BQD) was held. 

“青岛银行市南中心支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成立 

Re c e n t l y ,  a  g r a n d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Civilization Base 

for the New Era of Shinan Branch, 
Bank of Qingdao (BQD) was held 
in Shinan District of Qingdao.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ceremony was 
hosted by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Shinan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District Civilization Office, 
organized by Shinan Branch of 
BQD, and supported by the Work 
Committee  of  the CPC Shinan 
District Committee and Sub-district 
Office of Xianggang Middle Road. 
More than 30 volunte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district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At the 
site, Fu Rongyun, member of the 
S tanding  Commit tee ,  head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and 
secretary of the Education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inan 
District Committee, and Xiao Qun, 
the leader of the BQD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eam, 
unveiled the Civilization Base for 
the New Era of Shinan Branch, BQD 
and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Volunteer Service Team.

以企业为依托，打造“实践”样板
据了解，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的重要阵地，青岛市市南区高度重

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在

文明实践路径、文明实践模式、文明

实践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按

照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有阵地、有队

伍、有活动等要求，一方面高标准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

“两个中心”物理空间和内容平台的

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并按照“一街一

特色”的思路，精心打造了覆盖街道、

社区、学校、驻区企业等场所，涵盖

新时代婚礼、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和

各类特色活动等领域的 109 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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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区干部强党性、守纪律、讲规矩、

提素能。出台社区党组织书记考核管理

办法，将班子建设、社区治理、服务群众、

民主管理、区域化党建等 11 项具体工

作纳入考核内容。制定社区干部底线管

理办法，对违反底线情形的社区干部，

分类实施 4 种组织处理，强化社区干部

纪律规矩意识。探索建立社区小微权力

清单，梳理出涉及社区事务、基层党务、

扶富帮困、印章管理等 5 大类 10 项权

力清单。严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关爱。

建立农村干部“基础报酬＋绩效补贴”

的结构性岗位补贴长效机制，落实社区

干部免费体检制度，每年安排 30 余万

财政经费用于社区书记主任体检，深度

挖掘宣传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工作中涌

现的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先进事迹，多

名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获评省市级“担

当作为好书记”。

围绕打造过硬支部，崂山区从加

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从

组织设置、班子队伍建设、党员发展教

育管理等 9 个方面着手，建立基层党组

织“1 ＋ 7”标准化体系，出台《农村

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本标准》；配套

制定《基层党组织评星定级达标升级考

核管理办法》，每年采取“支部自评—

上级考评—会议审评—组织联评”的方

式，划分 1—5 个星级等次，与评优评先、

政策扶持、保障激励等直接挂钩。

特别是对评定为二星级以下的，直

接确定为软弱涣散社区，出台《软弱涣

散社区治理整顿“三要四不准”规定》，

明确 1 名区级领导班子成员联社区、1

名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包社区、1 个区直

部门结对联系、1 个工作队靠上整顿、

1 名第一书记驻点帮扶，形成攻坚突破

合力，集中优势力量推进治理整顿。创

新实施“三建联动”网格化治理，将全

区划分为 654 个网格，把党支部（党小

组）建在网格上，配备专职网格员 735

Create “Laoshan model” for rural vit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Laixi experience”

文 /杨瑞   图 /刘明元

以“莱西经验”为基础，打造乡村振兴“崂山样板”

建立社区干部“选、育、管、用”机制，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成立 7 个“党

建产业联盟”，培育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 4 个，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大幅增长……漫步崂山

城乡，看到的是美丽乡村与城市共进共美，融合发展喜人景象，处处能感受到的是干部群

众决战决胜的冲刺劲头和豪情。

漫步崂山城乡，看到的是美丽乡村与城市共进共美的景象。

Walking around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Laoshan District, you can se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city.
兵上任后，带领社区党员群众以万亩山

林为依托，充分挖掘当地的生态资源和

人文资源，打造二龙山国家 AAA 级景

区，建设了生态农业观光区，每年接

待游客 17 万余人次，集体收入每年增

加 360 余万元；组织社区 1500 余名茶

农和 8 家茶叶生产加工企业抱团发展，

培育了“甘霖春”自主品牌，探索走出

了一条规模化、品牌化经营的新路径，

每亩地每年为居民增收 4.8 万元，一跃

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先后荣获“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国家级茶

叶合作社”“山东省十佳订单销售型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荣誉称号。李泽兵也

于 2018 年 7 月被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授予“全省担当作为好书记”晓望社区

的变化是崂山区持续通过选好一个人，

带好一班人，聚起一群人，带富一个村

的一个成功案例。

由此可见，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

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战斗

堡垒作用发挥得怎样，“关键少数”至

关重要。围绕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基层“三农”工作队伍，进一

步明确社区书记选任标准，健全备案管

理制度，细化 7 项任职调整流程、规范

完善书记档案，从严从实把好选人用人

关口。实施“人才回引”和社区后备人

才递进培养计划，挖掘出 382 名本土优

秀人才，建立社区后备人才库，确保从

“好人”中选“能人”、“能人”中选

“好人”，为推进乡村振兴做好人才储

备和组织保障。

依托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知

名高校和干部教育基地，采用“封闭管

理＋集中授课”模式每年对全区 260 余

名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进行集中

轮训，区委主要领导每年亲自上党课，

近年来，崂山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东时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委

对深化拓展“莱西经验”的要求，不断

继承发扬、深化拓展“莱西经验”时代

内涵，在实践中创新、在探索中前行，

走出了一条“组织强、队伍硬、服务好、

乡风淳、民心和”的党组织领导乡村振

兴新路径。

从“选出来”向“选好”“配强”
转变

——筑强堡垒建立健全选育管用机制

强堡垒，从选对一个人开始。晓

望社区是崂山脚下一个山青水秀的山

村，以前由于发展思路不清，社区集体

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群众守着

金山银山叫穷，昔日的“老典型”“老

先进”被甩在后面。社区党委书记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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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随时随地掌握影响社区和谐的突出

问题。抓实农村区域化党建，全面建立

街道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和管区共建议

事会，吸收驻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为兼职委员，组织 18 个城市街道管区

和涉农街道管区结对联系，打造共驻共

建、共享共赢的党建共同体。

组织领航、干部领头、工作领先。

目前，崂山组织优势已转化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行动优势，驱动效应正在不

断放大。近 3 年来，崂山 139 个农村

社区中，已涌现省市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 24 个；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

37 个，培育出松山后、东麦窑、唐家庄、

周哥庄等 10 余个“有颜值、有气质”

的党建示范点。

从“单打独斗”向“集群作战”
转变

——党建产业联盟探索农村集约经

营实现新路径

青 山 碧 水、 云 雾 缭 绕、 流 水 潺

潺……由王哥庄街道唐家庄、庙石、张

家河 3 个社区共同打造的标山田园综合

体”，是崂山区通过组建党建产业联盟，

以党组织融合全面推动村庄融合发展的

一个成功范例。

“为避免各社区单打独斗、重复建

设，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

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行动，‘串珠成链’，

一体推进，全域提升，找到了发展的‘金

钥匙’，实现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社

区群众三方共赢，在乡村振兴中探索共

同富裕的有效实现形式”，中共崂山区

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两新组织工委书

记孟兆轲表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和关键抓手。针对跟风发展、盲目建设、

产业发展雷同，造成农村发展“点强面

弱”，难以“串点连片”的实际，崂山

区打破“就村抓村”“就事抓事”的路

径依赖，结合全区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带

建设，由 3 个涉农街道党工委发起，把

地域相邻、产业相似、强弱不均、禀赋

各异的社区“融”为一体，有效整合各

类资源资产，把分散的资源联合成一个

有机整体，实现土地集中连片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为推进社区综合开发提供

更好的基础和条件。先后组建了沙子口

流清湾、王哥庄标山、北宅周上路等 7

个各具特色的“党建产业联盟”，辐射

周边 27 个农村社区、13 个“两新”组织、

15 个机关事业单位，盘活乡村现有的

土地、资金、项目和人力等资源要素，

实现以组织融合推动发展融合、以党建

一体化推动区域发展一体化。

形成产业“雁阵”。依托联盟内

的传统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

推动社区与社区、社区与单位“众筹

发展”、合作共赢，激发产业发展的

规模效应。在沙子口街道，流清湾“党

建产业联盟”组织辖区东麦窑、西麦窑、

流清河等 3 个社区与青岛祥源旅游发

展公司联合成立青岛流清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以祥源公司专业团队为

主导谋划运营，差异化推进 3 个社区

风貌提升和产业升级，着力打造了以

魔方公园、主题民宿、海上旅游等新

兴业态为特色的“流清湾滨海度假风

情带”。项目建成后，联盟内每个社

区每年至少实现 40 万元的收益。

构筑全产业链条。党建产业联盟

依托崂山全域旅游资源，带动成员社

区提质乡村旅游、康养休闲等项目开

发，推动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王哥庄

街道标山“党建产业联盟”以标山田

园综合体建设为平台，打造集游览观

光、休闲采摘、乡旅民宿于一体的标

山乡村生活体验示范带。在联盟推动

下，唐家庄社区引入专业团队组建合

资公司，共同开发社区闲置民宅，打

造“崂山·唐庄”品牌民宿，一期 3

套民宿投入试营业，社区集体从每套

民宿中获得不低于 4 万元的年保底收

入；庙石社区利用凝真观等文化资源，

实施竹林公园、美丽茶园、鱼家沟滨

水步道建设，高标准打造田园综合体

项目，目前已现雏形；张家河社区成

功引入养生谷项目，推动形成集中药

种植、中药研学、中医养生、药膳餐饮、

养生课堂、健康养老等元素的健康养

生产业链。

实施品牌培育工程。深入挖掘辖区

乡村产业内涵、特色和潜力，共同打造

做响优质品牌。北宅街道两河“党建产

业联盟”以凉泉理想村为中心，在全面

实施综合管线入地、环境整治等生态修

复工程的基础上，引入乡村建设知名企

业乡伴集团，青年国际乡村双创中心、

陶艺工作室、植物生活美学馆等 10 余

个项目落地，打造了生态绿色乡村北方

典范。目前，已打造了枣行“多肉村”、

毕家“蓝莓村”、华阳“状元红”等一

批知名农产品品牌，推动了社区集体经

济发展。

如今，在崂山，一个个美丽乡村、

美丽景点，通过特色示范带串联，有效

带动沿线产业发展，一个个新型社区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实现了美丽蝶变……

“从“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
转变

——八小工程”探索社会治理有效

之道

在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桑园社区，

活跃着一支由 16 人组成、平均年龄为

60 岁的“桑园大妈巡逻队”，她们走

街串巷进行安全宣传、交通疏导、纠纷

调解……为社区点亮了“平安灯”。在

沙子口街道东麦窑社区，由 3 名法律顾

问、4 名社区工作者和 5 名老党员老干

部组成的调解员队伍，成功化解了涉及

资产改制、集体经济发展、坟墓整治等

矛盾隐患 10 余起，没有发生一起走出

社区的矛盾纠纷和信访案件。

这是崂山区在实施“八小工程”

中推动乡村治理由“村民自治”为主

向“多元共治”转变的两个具体而微

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崂山区积极填

补基层治理制度的“断层”和空白点，

探索“治理有效”的实现途径，将自治、

法治、德治的相关要求在基层具体化、

形象化，全面实施乡村治理“八小工

程”，有力地提升了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围 绕 推 行“ 小 公 约”， 组 织 139

个社区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

行为规范，把法律之外一些约定俗成

的东西上升为《居规民约》。把森林

防火、社区改造、违法建设、文明祭祀、

缠访非访等相关约定纳入其中，并将

执行情况与社区福利待遇挂钩，增强

了制度刚性约束。同时开展各家各户

晒家规家训活动，厚实了乡村文明的

“里子”，促进乡风文明提升。围绕

健全“小民主”，完善党组织领导的

社区重大事务民主决策机制，制定社

区事务管理“三议两审两公开”工作

法，推进社区事务阳光运行、阳光操

作，去年以来未发生因履行民主程序

不到位而发生的信访事件。围绕深化

“小服务”，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完善为民服务平台建设，目前

全区 66 项公共服务事项可在街道以下

层面“一次办好”，群众零跑腿比例

达到了 75％。疫情防控期间，开启战

时贴心服务机制，组织成立了 260 余

名青年志愿者担任“买手”的“帮买

团”，服务社区困难群众、孤寡老人

5200 余人次。

聚焦抓实“小调解”，深化“一

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加强社区“和

事佬”队伍建设，组织有威望、有热

心、有能力的老党员、老干部等人员，

组建矛盾纠纷调解员队伍 168 个，第

一时间化解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力

促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

盾不上交、问题能解决。聚焦维护“小

平安”，结合平安智慧社区、“雪亮

工程”，构建人防、物防、技防相融

合的社区治安防控体系；通过建立青

年先锋队、巾帼服务队、平安志愿队、

大妈巡逻队等 210 余支平安志愿者巡

逻队伍，开展“我为大家看一夜，大

家为我看一年”活动，引导党员群众

看家护院、“巡逻打更”，确保社区

安全稳定，在重大活动、疫情防控、

护林防火等重点工作中，参加群防群

治志愿者达到 3.7 万余人，为各项工作

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深入培育“小乡贤”，整合社区

在党政机关、科研机构、教育卫生、“两

新”组织等领域先进群体的资源力量，

培育富有社区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正能

量文化，引导有德才的社区在外人士

依法有序参与乡村治理、为社区捐款

捐物，助力社区加快发展。精准选树

“小名人”，常态化评选社区“好媳

妇”“好婆婆”“孝子女”“好少年”，

扩大榜样模范群体数量，先后评选出

各类先进典型 520 余人，涵盖创业带

富、热心公益、见义勇为等 10 余个类

别，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

量。广泛推行“小家训”，在社区统

一制作特色牌匾，逐家逐户悬挂展示，

引导居民传播治家格言、讲好家风故

事、传承优秀家风，推动形成了家风

正、民风淳、乡风美的良好社会风尚。

乡村振兴让一个个崂山农村社区成为

人们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问题是时代声音，实践的起点。于

田地中诞生的“莱西经验”，是乡土中国

最真实的声音；于基层党组织经过实践探

寻的方法，是最扎实的问题解决之道。新

时代新起点，崂山 1323 个基层党组织、3.1

万党员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深

化拓展需要回应时代需求，不断打造“莱

西经验”升级版，真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

加快发展的“助推器”、深化改革的“排

头兵”、广大群众的“主心骨”。

Fo r  p r o m o t i n g  r u r a l 
vital ization in Laoshao 
D i s t r i c t ,  t h e  l o c a l 

government has been devoted to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selecting, educating, managing 
and  employ ing”  communi ty -
l e v e l  o f f i c i a l s ,  c o n s i s t e n t l y 
rectifying the weak and lax party 
organizat ions  in  rura l  areas , 
setting up seven “party-industry 
alliances” and cultivating four 
beautiful rural demonstration 
sites, thus helping to increase 
community  co l lect ive  income 
significantly. Strolling around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of Laoshan 
District, what catches your eyes is 
the beautiful and happy blending 
of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 vitality 
o f  the  loca l  community - leve l 

officials leading people to fight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I n  r e c e n t  y e a r s ,  t h e 
g o v e r n m e n t  i n  L a o s h a n 
D i s t r i c t  h a s  c o n s c i e n t i o u s l y 
i m p l e m e n t e d  t h e  s p i r i t  o 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 tant  speech  dur ing  h i s 
v i s i t  t o  S h a n d o n g  a n d  t h 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s 
to deepen and expand the “Laixi 
Experience”. Through consistent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prac t i ce ,  i t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rural vitalization 
under  the  l eadersh ip  o f  CPC 
organization, featuring strong 
organizat ion,  tough of f ic ia ls , 
p r e m i u m  s e r v i c e ,  g o o d 
civilization and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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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海湾风采 Highlight/Elegant appearance of Haiwan

海湾化学还在不断探索产品质量的进阶

之路，向高端市场进军。对聚氯乙烯产

品而言，纯度、颜色的品质差别在分毫

之间。高端家用地板膜、保鲜膜、车衣膜、

手机膜对原料聚氯乙烯的质量要求非常

高，其中车衣膜的膜厚度只有 0.1 毫米，

且不能出现任何晶点，只要出现一个晶

点就会造成空洞口。目前，国内市场高

端聚氯乙烯市场一直由国外几家知名品

牌主导。海湾化学试图在聚氯乙烯高端

市场方面打开缺口，为国产高端聚氯乙

烯产品趟出一条路来。

氯气子项目投料试车成功
10 月 28 日，13 号电解槽成功通电 ；

10 月 29 日，14 号电解槽成功通电。这标

志着海湾化学着氯气子项目投料试车成

功，不仅彰显出海湾的建设速度，更体

现了海湾人的担当精神，为后续 VCM

二期投产打下坚实基础。 

氯气子项目于今年 5 月开工建设，

可谓工期紧、任务重。为早日实现投产

目标，公司两级班子深入现场，多次召

开项目筹备会，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施工

方案。装置人员倒排工期，坚持“集中

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工作方针，分

单元施工，从氢气处理到电解厂房，从

淡盐水到氯气处理，逐个销项、验收。

自项目建设开始，技术骨干、三班人员

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不舍昼夜，奋战

一线。十六化建增派人手支援项目建设，

设计院、施工方、监理方等各单位加强

协调，坚持“当日事当日毕”，在短短

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开工到投产

的目标，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

建设、当年投产”，跑出了海湾加速度。 

在项目筹备、建设过程中，各单

位及公司各部门同心协力，坚持“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确保了项

目进度、质量和安全。理论上，一个

装置要上马一套自控程序，至少需要

一年的时间，在几个月内实现从设备

为行业引领者，有了更为广阔、更为明

晰的发展路径——在持续扩大产能的同

时，不断向着价值链的高端延伸。

PVC 二期投料试车
时间回到 9 月 28 日，海湾化学聚

氯乙烯二期项目 9 台聚合釜全线打通，

投料试车成功，为海湾集团“大干 100 

天”活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据介绍，海湾化学聚氯乙烯二期

项目引进国际先进的英国英力士工艺技

术，采用悬浮法生产 PVC 树脂。总投

资约 14 亿元，项目占地 12.5 公顷。项

目自 2018 年 12 月开工建设，历时近两

年。达产后，可年增加营业收入 30 亿元，

利税 3 亿元以上。

而该装置在聚氯乙烯一期项目的

基础上，经过消化、吸收、创新，实施

了多项技改技措，装置水平进一步提升，

具有安全性高、稳定性强，低耗节能等

特点，产品质量也步入高端市场，可谓

让国际先进工艺插上了“中国翅膀”。

投料试车期间，集团领导靠前指

挥，海湾化学两级班子团结一心，攻坚

克难，咬定目标不放松，肩负生产和项

目试车“两线作战”的重任，克服疫情

及外方专家不能到厂指导等不利因素，

加班加点，放弃休息，确保试车各项工

作顺利推进。聚氯乙烯厂、计控部、电

气部、热电厂、公用工程厂及生产部、

技术部、HSE 部、工程部、质监部等

相关部门，加班加点，高度协同，精准

精细，狠抓落实，高质量完成了投料试

车任务。海湾设计院、各施工单位等助

力投料试车工作。

海湾化学聚氯乙烯二期项目投产

后，聚氯乙烯年产量将达到年 80 万吨，

稳居国内乙烯法聚氯乙烯头把交椅，再

次巩固了海湾化学在聚氯乙烯产品内的

行业龙头地位，为企业 2021 年营业收

入过 100 亿元打下坚实基础。 

除此之外，二期项目建设过程中，

采购到成功调试，被认为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但计控部人员不怕苦累，

攻坚克难，每天工作到深夜，用三四

个月的时间“啃下硬骨头”，用实力

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临近投产，

技术人员发现氯气处理器的滤芯未进

行密封，造成局部受潮进水。工程部

人员在一天内完成紧急采购，为不耽

误试车进度，公司紧接着派专车到厂

家提货，马不停蹄将设备运送回来。

10 月 28 日凌晨 1 点到货，2 点开始吊装，

6 点安装就位，气密合格后，当天下午

顺利投用。电气部、质监部、HSE 部、

技术部等部门也将项目建设及投料试

车放在首位。正是有了各部门的高效

协同，才确保了项目顺利投产。

VCM 二期开始投料试车
11 月 20 日 9 时 18 分， 在 海 湾 化

学中央控制室，氯乙烯工段工段长摁下

“联锁复位”键，操作人员轻点鼠标，

乙烯、氯气开始进入低温氯化反应器 

RB3101, 这标志着 VCM 二期投料试车

工作正式启动。VCM 二期投料试车是

海湾化学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打

赢 VCM 二期投料试车这场硬仗，公司

领导带头，深入一线，发现问题，“现

场开方”，做到“当日事当日毕”，缩

短了试车准备时间。 

VCM 二期试车前夕，公司下发禁

火令，对 VCM 二期现场进行全面安全

管控，禁止装置周边施工作业，进出装

置区域必须佩戴通行证。同时，公司安

全职能部门和装置人员加大安全检查力

度，确保装置安全试车。装置人员全员

参与。中层干部到技术骨干，从工段长

再到主副操，大家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为了做到日事日清，高质量、加速度推

进各项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

点。在管道试压吹扫中，他们最晚工

作到凌晨四点。第二天不到 8 点，依旧

奔赴现场继续工作；部分中层干部、骨

奋战四季度 喜迎新局面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 10 月

31 日，青岛海湾化学召开的 PVC/VCM 二期项目推进大会上，海湾化学党委书记、董事长

邹铁军曾以这样的雄心壮志鼓励全员在二期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压力大的情况下，

发扬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勇于攻坚的精神，同心协力，保证二期项目按期投产，实现海湾

化学发展与各单位发展共同成长、合作共赢。

文 /韩海燕

Fight for the Fourth Quarter to Open a New Chapter

二期项目的顺利建设、投产对于海湾化学及海湾集团而言意义 重大。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Phase II Projec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aiwan Chemical and Haiwan Group.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项目推进动员

会，无疑也是一次项目提速誓师大会。

各施工单位于此形成共识，不达目标、

决不收兵，凝心聚力、冲刺百亿，为海

湾集团实现新跨越再行动、再发力。

由此可见，二期项目的顺利建设、

投产对于海湾化学及海湾集团而言意

义重大。

近年来，海湾化学先后被评为国家

重点氯碱企业、青岛百强企业、中国化

工 500 强企业、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先

进集体、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

厂”、 全国石化行业最具社会责任企业、

青岛市“智能工厂”等荣誉称号。这一

切也使海湾化学在不停步地跨越峰巅、

无数次超越自我的进取中，不断实现着

更新、更高的突破。

随着二期项目的推进，海湾化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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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海湾风采 Highlight/Elegant appearance of Haiwan

干技术人员连续一个多月没休息，发扬

“5+2”“白 + 黑”的奉献精神，全力

保证项目向前推进。 

计控部、电气部、生产部、技术部、

化工维修厂等专业技术人员也牺牲休息

时间，加班加点，为 VCM 二期装置程

序 调试、设备运行做足了准备。各部

门落实责任人，确保 24 小时值班及保

运，并备好应急力量及资源，确保发现

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11 月 15

日，VCM 二期氧氯化单元完成催化剂装

填；11 月 16 日，开始引入 EDC 进行系

统干燥；11 月 15 日 至 18 日，丙烯压

缩机组进丙烯并成功完成调试 ；11 月

19 日，系统干燥合格 ；11 月 20 日，低

温氯化开始投料试运行，目前运行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湾化学一期

项目建设中及竣工投产时，外方专利

商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而今年面

对一场突入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外

方人员无法亲临指导。海湾人以勤奋

敬业、用于开拓的特有精神，不等不靠，

开始了一场自主攻坚战，不仅通过总

“Ma k e  r e l e n t l e s s 
efforts with firm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and brave all knocks and winds 
with perseverance like a tough 
bamboo living on a cliff ” noted 
Mr. Zou Tiejun,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and Chairman of Haiwan 
Chemical at its PVC/VCM Phase II 
Promotion Meeting on Oct. 31st., 
cit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 
With such inspiring words, Zou 
called on all his staff to face up all 
difficulties and demanding tasks 
against the time pressure with a 

hardworking and unwavering spirit, 
by jointly putting Phase II Project to 
production on schedule, in order to 
ensure common progress and win-
win results shared among Haiwan 
Chemical and all their partners.

This meeting is a mobilization 
m e e t i n g  f o r  p r o j e c t s  a n d 
undoubtedly an oath taking rally 
for projects acceleration as well. 
All construction companies have 
reached the consensus that no 
e f for t  sha l l  be  spared before 
attaining the goal, with the focus 
on achieving the trillion target. 

They agreed to  redouble their 
efforts for new breakthroughs of 
Haiwan Group. 

I t  s h o w s  t h a t  t h e  s m o o t h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Phase  I I  P ro j ec t  a re  o f  g rea t 
significance to Haiwan Chemical 
and Haiwan Group.

As the Phase II Project continue, 
Haiwan Chemical, as an industrial 
leader, has gained a broader and 
clearer development path —— 
while expanding the capacity, 
reaching out towards the upper 
end of the value chain. 

结借鉴一期项目建设经验及时进行技

改变更，还从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工作

流程。此前受疫情影响，部分工作稍

有搁置，于是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后，计控部、聚氯乙烯厂等相关工作

人员加班加点，压缩调试程序时间，

提前完成了各项模拟程序测试。 

此外，为了确保二期项目的顺利试

生产，氯乙烯厂、聚氯乙烯厂等装置根

据人员分工，采取现场学习和操作法培

训相结合的方式，做好二期人员储备。

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我们总是可以看到

海湾人的倾力付出，企业上下处处都呈

现出饱满、旺盛的活力，让我们对二期

项目的顺利试车充满期待。

“十四五”期间，海湾化学将充分

发挥港口物流优势，以进口乙烯、苯、

丙烯和自产氯气、氢气、烧碱为原料不

断延伸产业链，未来还将继续投产聚苯

乙烯、双酚 A、异丙醇、环氧氯丙烷、

环氧树脂等产品，走高端、绿色循环发

展之路。海湾化学的生产布局将实现由

单纯氯碱化工向氯碱化工、石油化工耦

合协同延伸，从基础化工原料型生产向

终端应用型化学品生产拓展。随着后续

项目落地实施，2022 年销售收入将达

到 140 亿元，2025 年将达到 210 亿元。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提供）

扎实的党建工作，也成为海湾化学不断前行的“核心驱动力”。

The concrete Party building work has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Haiwan 

Chemical.

广告



094
SAILING CITY

095
SAILING CITY

时尚·悦读 ashion 
ReadingF

文 /王溱

Qingdao, a land of promise for modern writers
青岛，现代作家们的福地

作家们创作都有自己的习惯，这其

中“地域”很重要。换句话说，在什么

样的地方可以或者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对作家们来说至关重要。

哪里是自己创作的福地？

对福地的感受和认识因人而异，这

大概跟人的境遇、心情和处境有关，但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共识的，那就是没有

激情很难创作出满意的作品，也不会文

思泉涌，更不会一发而不可收。

喜欢，是第一位的。如同情人相处，

对上眼光才会激发感情。作家喜欢一个

地方对灵感、思路、形式、手法都会产

生奇妙的“升华”，从而让自己的创作

锦上添花。

福地有多层含义，但平静、安全、

舒心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很难想像出一

个作家会在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恐怖感

或贫穷至极，食不果腹的环境中还有心

去构思和创作。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青

岛正处于一段相对安宁的时期，军阀割

据在此没留下太大的创伤，日本侵略者

的野心还没有公开暴露，当局甚至开始

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建设，对学术界特别

是大学教授们还是十分重视的，从国立

山东大学的教师宿舍建设就可以看出，

在依山傍海，达官贵人的居住区给大学

教师划出一席之地，可见当时社会和当

局对“文人”的尊重。

或许正是这些原因，上世纪30年代，

一批现代著名作家在青岛“大显身手”，

留下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佳作，为中国现

代文学发展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蜜月期”成就了《生死场》
还记得萧红吗？这位被誉为“上世

纪30年代文学洛神”，鲁迅很喜欢的年

轻女作家是一位传奇性人物。

1934年初夏，萧红偕同丈夫萧军乘

日本轮船“大连丸”来到山东青岛，住

进了观象路1号一座红瓦小楼里。

萧红夫妇从遥远的东北来青岛，是

为了躲避日本人，不愿做“亡国奴”的

生活。在日本人嚣张的气焰下生活，萧

红觉得透不过气来。来到青岛，这一切

似乎都改变了。尽管他们没有钱，过着

清贫艰苦的生活，但精神上愉快。

萧红在青岛有很多好朋友，舒群、

张梅林，还有邻居白太太、国立山东大

学的苏菲小姐等等。张梅林经常与萧红、

萧军一起出游,他们在大学山、栈桥、

中山公园、水族馆和海滨唱歌、散步、

谈论文学,有时还去汇泉湾游泳。

在青岛期间，萧军到《青岛晨报》

做副刊编辑，萧红为该报编辑《新女性

周刊》，这实际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

的一家报纸，萧红夫妇在为党工作。编

辑工作并不繁忙，萧红经常用一只带柄

的平底锅烙葱花油饼，烧俄国式的大汤

“苏泼”，这是她的拿手好菜，萧军喜欢。

同在报馆工作的张梅林是单身汉，经常

来萧红搭伙吃饭，也很喜欢。

在青岛的日子，是萧红一生中仅有

的一段宁静、安稳的时光，激起了她丰

富的创作情绪，那凄婉而美丽的长篇处

女作《生死场》，就是在此时创作的。

书中的内容、故事都发生在东北故乡，

白山黑水里的一道道沟沟坎坎，一汪汪

绿水清溪，麦场上那清新的麦香味，还

有那熟悉、亲切的乡音，一直展现回荡

在萧红的文学思绪中。然而，在东北期

间她始终无法完成自己的夙愿，直到来

到青岛，才投入到激情奔涌的创作之中。

1934年 9月 9日《生死场》完稿，

与此同时，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

也写完了。许多人说青岛时期是萧红和

萧军的“精神蜜月期”，他们的物质生

活虽然贫寒，但精神上却是丰富多彩，

创造力也最旺盛，就像两只快乐的小鸟，

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八月的乡村》

和《生死场》的横空出世，恰恰印证了

这种“蜜月”。

后来众所周知，在鲁迅的帮助下，

《生死场》于 1935 年 12月作为“奴隶

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

迅亲自作序，胡风写了一篇“读后记”，

从此萧红的名字为读者所熟知。想来，

萧红一定会记得青岛那段美好的时光，

更不会忘记大海边写下的那部流芳百世

的作品。

青岛不是萧红的福地又是什么？　　　

在诗的城市里呐喊
臧克家祖籍山东诸城，距离青岛很

近，所以跟青岛有缘应该是情理之中。

当年许多人到青岛做生意、当伙计、干

苦力或者嫁到青岛。不过臧克家是来上

学的，而且是大学。

1930 年臧克家考入国立青岛大

学，正式踏入这块在他眼里是“诗一

样的城市”。

臧克家在这里遇到了在他人生和事

业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个人。

闻一多，这位当年也就30岁出头却

已是教授头衔的诗人，在批阅考卷时发

现了臧克家。当时臧克家的数学零分，

作文只写了28字：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

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

苦海。短短的三行诗作，打动了闻一多，

他给了98分，这是最高分数。就因为这

个最高分数，臧克家被破格录取。

闻一多不仅是臧克家的伯乐，还是

他的恩师，也是诗友和第一读者。臧克

家创作的诗作，首先送给臧克家。闻一

多每次都认真阅读，并在精彩处用红笔

注明。臧克家创作上不断进步，与闻一

多这个良师益友有很大的关系。可以想

象，如果没有闻一多当初慧眼识珠和日

后的培养影响，就很难有后来的“大家”

臧克家，更不可能在诗坛上几经“风流”。

臧克家在青岛遇上的第二个“贵人”

是王统照。王统照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

奠基人之一，与周作人、郁达夫等人齐

名，影响力极大。他早在20年代就开始

在青岛居住，也是诸城人，而且是臧克

家夫人的族叔，这层关系更拉近了他们

之间感情和友情。空闲时臧克家经常与

吴伯萧结伴到观海二路49号王统照的住

所去请教。王统照学识渊博，待人热情，

给臧克家的创作提出了很多建议，让臧

克家感到受益匪浅。

在青岛求学期间，臧克家想出版一

本诗集，但作为没有名气的青年诗人，

出版社是不肯为他安排的。然而在王统

照等人的帮助运作下，1933年 7月，臧

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这是

一本自印诗集，王统照为发行人，闻一

多作序，卞之琳、李广田、邓广明在北

平联系印刷出版事宜，由生活书店正式

出版。王统照、闻一多等还自掏腰包做

了赞助。

《烙印》的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茅盾、

老舍首先在同一期《文学》月刊上发表

评介文章，接着时间不长，第二部诗集《罪

恶的黑手》出版。这两部作品让臧克家

从此踏入名家诗人的行列。朱自清后来

说过，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歌出现后，

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

诗歌。

臧克家在青岛创作的诗歌，大量都

是反映劳苦大众的，被闻一多称作“最

有意义的诗”。《老哥哥》《洋车夫》《难

民》《渔翁》，从这些诗名中就可以看出，

臧克家一直把“窒息、苦闷、悲愤难言”

的生活现实，当做他创作的主题，所以

尽管他在青岛，这样一座有山有海有清

净的“桃花源”似的城市里，却在诗中

呐喊出“愤怒”的声音。

臧克家后来回忆道，我初期的诗歌

创作多半产生于青岛。也正是这些创作，

特别是早期出版的那两本诗集，奠定了

臧克家在中国诗坛的位置。青岛不是臧

克家的福地？不承认都难。

惬意中开启“莎翁”之译
一个人竟在60多篇文章中提及青岛，

实属难能可贵。谁对青岛如此情有独钟？

梁实秋。

上世纪20年代和 30年代，梁实秋

两次被应邀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对于

这个“清洁和气候适宜”的城市，梁实

秋很快就喜欢上了。教学之余，他携夫

人到处游逛，去海水浴场，去中山公园，

去水族馆，还去了路途比较远的崂山。

“到处都是红瓦的楼房点缀在葱茏

的绿树中间，而且三面临海，形势天成。

我们不仅感叹，中国的大好河山真是令

人观赏不尽。”梁实秋感慨而言。

梁实秋还喜欢青岛的“吃”。时令

瓜果、啤酒、牛排、“西施舌”、牡蛎、

蛤、蟹、鱼、水饺等都曾出现在他笔下，

娓娓道来，赞不绝口。

梁实秋对青岛人也赞赏有加。“我

初到青岛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

青岛市面上绝少讨价还价的恶习。虽然

小事一端，代表意义很大。无怪乎有人

感叹，齐鲁本是圣人之邦，青岛焉能不

绍其余绪？”

优良的环境，让梁实秋十分惬意，

自然工作上也是心情愉快。

1930年胡适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宏伟计划，并物色

了5个人担任翻译，其中就有梁实秋。

但后来各种原因，其他4个人都退出了，

只剩下了梁实秋。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

工程，没有可查阅的资料，没有资金支撑，

也没有稳定的工作环境。梁实秋虽有雄

心，但工作迟迟没有开展。

山好、水好、人好、吃也好、住也

好的青岛，让梁实秋突然觉得是开始干

“大事”的时候，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

初的某一天，梁实秋在他居住的鱼山路

33号小楼里开始了《莎士比亚全集》的

翻译工作。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从此莎翁走进了中国，走进了

千千万万读者的视野。

从那时起，梁实秋用 38年时间，

完成了2000多万字的莎翁作品翻译，可

谓中国翻译界的一座“丰碑”。而谁能

想得到，这座丰碑的搭建居然从青岛开

始。青岛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梁实秋

的福地。

上世纪30年代，曾在青岛居住期间

成绩斐然的作家还有很多，众所周知的

老舍、沈从文、杨振声、闻一多、冯沅君、

陆侃如、宋春舫、郁达夫、洪深、吴伯箫、

孟超、赵少侯、王余杞、王亚平、杜宇、

李同愈、刘西蒙等等，都留下了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有足够印痕的作品。他们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其本身的功

力和水平，但也不可忽视青岛这个当时

享誉东南亚甚至全世界的开放浪漫城市，

给他们提供了激情和灵感。青岛是他们

当之无愧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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