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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爱感动你我，用光芒点亮青岛

时光总无情，岁月亦无心，时间带走生活的忙碌

与繁杂，虽不轻易留下印记，但仍未能阻挡“感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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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给予每个人，而

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行走于时间里……

年味依然浓郁的城市里，你的冬日会怎

样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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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now Falls with the Wind, Festivity now Falls with the Wind, Festivity 
Brims the CityBrims the City

风吹冬雪落，满城年味浓风吹冬雪落，满城年味浓
文 /韩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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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gives special treatment to no one, while everyone enjoys their time 
differently...

How will you spend your wintertime in a city full of New Year’s festivity?
Will you climb a magnificent mountain to quietly appreciate the scenery?
Will you wander around modern districts and ancient towns to enjoy the authentic local 

atmosphere of New Year?
Will you taste local specialties to experience their uniqueness?
Will you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charming night to cheer for gorgeous neon lights?
No matter what you may enjoy, whether it is the European charisma, the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or the bricks and tiles imprinted with time and memory, 
Qingdao will always impress you with dream-like experience...

时间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给予每个人，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行走于时间里……

年味依然浓郁的城市里，你的冬日会怎样度过？

是寻觅一秀美山巅，将时光轻柔安放？

是游走于古城新院，感受地道的年味？

是品尝下特色美食，体验独特的气息？

是邂逅迷人的夜色，观赏绚烂的灯光？

不论选择怎样的方式，欧韵气质、中西合璧的青岛，一砖一瓦间，都印上了岁月的沉淀、

城市的记忆，去走进一场浮生梦境吧……

冬日的青岛，别有一番韵味。（图 / 赵青）冬日的青岛，别有一番韵味。（图 / 赵青）

Qingdao in winter has a special charm.Qingdao in winter has a special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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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nding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Revisiting the Beauty of Qingdao

许下登高之约  恰如初见之美
文 /方童

面朝大海，背依崂山，青岛之美，毋庸赘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岛人而言，美丽的风景，

是自言籍贯时淡淡的骄傲，是游乐拍照时不经意的背景，是周游异乡时眷恋的记忆。一座外在风

貌能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必然会拥有大批令人赏心悦目的高山，作为海城之绿的集中体现，那

种最原始、最开阔、最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格外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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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的崂山，从来也不乏文人墨

客的赞美，崂山的才气，也是古代名

仕们创作的灵感之源。

诗仙李白的“我昔东海上，劳

山餐紫霞”，将游山、观海与寻仙三

者的感受结合为一体；长春真人丘处

机多次来到崂山讲道，开创龙门派，

并留下了数十首描写崂山的诗词；蒲

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让崂山之名

广传四海……崂山的“才气”，也吸

引了诸如吴冠中等妙手丹青的青睐，

用笔墨勾画出的崂山，更是将崂山的

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蓝，也是崂山的海的颜色，人

们越是在喧闹的都市，越向往宁静的

大海，那是因为，它看着宽阔无边，

可以容纳所有心情、所有渴望，海上

风景与渔家风情相互融合，诗意和生

活在此兼得。如果说有一种生活叫静

态人生，那在城市中是无法体验到的，

青山村位于崂山，是中国第一批入选

传统村落的原生渔村，有 600 多年的

历史，山、海、渔、景、茶是这个美

丽村落的特色。青山村是一个能让你

慢到极致的地方。这里没有拥挤，没

有喧嚣，只有安静。

在这里看海，是与农家连接成

片的风格，既美丽又脱俗。蓝天碧海

映照下的渔村也生机勃勃。生活在这

里的人，幸福指数是很高的，他们依

海而生、以山为伴。生活中，也将崂

山的香气融入生活，那是一种让舌尖

怀念的味道。梭子蟹、崂山菇炖鸡、

海水豆腐、王哥庄大馒头……崂山人

创造出独具崂山美学的美味佳肴，是

每个来崂山的人一定要品尝的美味。

食在崂山，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更

能从中了解到崂山人民对于生活的智

慧，让你流连忘返。

青岛的山，虽不及泰山的耸立

挺拔，不及黄山的深沉秀美，但它独

有的清新淡雅，凸显出青岛的城市气

质。择冬日里充满暖阳的一天，相约

登高去领略美景，让心情放松一次，

让精神开阔一次，让你面对林立的高

山许下新一年憧憬和愿望，或许，这

次的登高之约有着更加特别的意义。

过目难忘的多彩崂山
崂顶是她的高度，大海是她的

胸怀，道教在这里发源，祥云从海中

升起。“海上仙山”是她悠久的名片，

“全域皆景区”是她不倦的追求，这

里是崂山——青岛最早的 5A 级景区。

山海奇观，大道千秋。无论你在哪里，

崂山一直美在这里。

伏尔泰说：“美只愉悦眼睛，

而气质的优雅使人心灵入迷。”想要

感受崂山的天地大美，首先就要读懂

崂山的“气质”，感受属于它的色彩。

一说到在青岛观赏日出，崂山

一定不能错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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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为独特的要属返岭村，因为这里的

日出正对着狮子岛，只要找准位置，

日出、云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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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美景相连的，是崂山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的历史，随处都能看

到历代名人在崂山留下的“足迹”。

文脉传承贯古今，在岁月长河中走过

山海奇观，大道千秋。无论你在哪里，崂山一直
美在这里。（图 / 张有平） 

Wonders of  mounta ins and seas are 
enriched with the eternity of time. No matter how 
time passes, the beauty of Mount Lao will never 
dim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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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探幽的遗迹；景区奇峰异石众多，

其中尤以天然大佛、神龟望月、双豚

戏珠、高山蛙鸣、巨鳄下山、壁虎觅

食等最为著名，它们栩栩如生地展示

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向世人讲述着

许多美丽的传说。

诗意藏马山，享片刻舒心
古胶州有“东有崂山，西有藏

马山”之说，如果崂山是自然的赐予，

藏马山则既有上天的恩赐，又写满诗

情画意。藏马山有峰崎谷秀，更有神

奇的诸多民间传说。经过精心雕刻的

藏马山，现如今已成为世人向往的宜

居旅游胜地。来到此处，呼吸新鲜空

气，享受自然洗礼，抛弃世间喧嚣，

以一种静谧悠然的态度，去爱生活、

爱自己，分外惬意。

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总规划

珠山之秀美，令人神清气爽
人们每每谈到大珠山，不能忘

却的是它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那美

若仙境的样子令人神往，而在冬日里

的大珠山，褪去了花海的妆点，虽略

显清冷，但也值得一去。

大珠山坐落于西海岸新区，呈

西北东南走向，三面临海，突出于灵

山、古镇口两湾之间，南北长约 20

多千米，直插入海，宽约 5 千米，总

面积约 65 平方千米。大珠山山体庞

大而集中，支脉很少。主峰大寨顶，

海拔 486 米。它枕沧海波涛，挂高天

风云，铺大地葱绿，是一道清风相连

的半岛风景。据清乾隆十七年（1752）

篆修的《胶州志》载：“小珠山，千

岩攒空，两峰特起，万山皆在其下；

大珠山绵亘百余里，东插入海，势如

巨鳌，二山错立，天表。云气，出没

不绝，夏尤滃蔚，望之累累若珠，真

奇观也。”大珠山自古素有“岸海名

山”美誉，古《胶州志》称它为“州

中第一胜地”，还把大珠山和小珠山

披云裹雾的景象誉为“双珠嵌云”，

列当地八景之首。据史料记载，大珠

山所处原胶南市境，古为琅琊，是青

岛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春秋时

期，齐桓公在这里置琅琊邑，称“东

境上邑”，当时人们赞誉这里为“东

方胜地”。

当然，大珠山不仅有风姿独秀

景致迷人的自然风景，还有由众多文

物古迹汇聚而成的人文景观。据了

解，大珠山景区文旅资源丰富，有建

于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石窟，重修于

金大定年间的石门古寺，山中还有

墓塔林、麻衣庵、朱朝洞、吟诗台、

珠山石室等古代名士隐居和文人墨

登上小鱼山，眼前青岛的景色令人神往。（图 / 李玉龙）

The view from atop Xiao Yu Hill is ench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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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31.5 平方公里，是集山地运

动、文化创意、商务会议和绿色居

住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养生休闲

度假区。这里围绕“活力西海岸，

养生藏马山”的开发宗旨，主打养

生文化、休闲度假产业，并且成为

省级乡村旅游度假区、国家 5A 级景

区和国际型养生度假的新坐标，形

成约 200 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年

吸引游客 200 万人次，常住人口约

10 万人的居住规模。

具有“绿色小巨肺”之称的藏

马山万亩生态林场，以一道绿色的天

然屏障过滤掉城市的繁华与喧嚣，留

住自然与清新，放眼望去满眼绿色，

尽是阳光的味道，别让雾霾阻挡了你

的脚步和视线，去藏马山旅游度假区

放空自己吧。

马山之约，
小众山头爱好者的首选
马山位于青岛市即墨区西侧，

在当地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因

为它自古以来就是青岛人眼中的“圣

山”，唐代称之为“牛脾山”，明清

称之为“马鞍山”，后简称“马山”，

因其有两座山峰。

如今，马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也是山东省省级地质公园，

最受人瞩目的是壮观的马山石林。

穿过马山脚下的巨大广场，沿着绕

山的小道向西走，你可以看到一段

高耸的山丘矗立在城墙上，像茂密

的森林，这便是马山石林。马山安

山岩中发育的四边形棱柱状节理在

地质学上是罕见的，在国内也是首

次发现，是世界柱状节理岩群三大

奇观之一，堪比世界闻名的英国玄

武岩柱状节理“巨人堤”和美国岩

体柱状节理“魔鬼塔”。但过去，

当地人一直称这座山为“小土山”，

也是当地人建房取石的源头。经科

学研究发现，柱状节理柱中有许多

安山岩孔隙晶体洞穴，洞穴中有大

量方解石和冰洲石晶体，呈菊花瓣

状，具有很大的地质价值。除了自

然地质遗迹，马山还有丰富的人文

景观，这个免费开放的国家地质公

园很受当地人的欢迎，是城市健身

和娱乐的好地方。

群山环绕的青岛，秀美灵动
如果不想因为登山而受路途遥

远的苦，那么青岛市区的特色山头也

具有十分迷人的景色。旅行者都说：

“没登过小鱼山等于没来过青岛”。

小鱼山虽不高，但能远眺栈桥、小青

岛、鲁迅公园、海水浴场、八大关等。

特别是在晚上，登上小鱼山俯瞰青岛

的景色，能且只能用“醉人”来形容。

除了迷人的小鱼山，信号山因

山上建有专为轮船及帆船入港时传

递信号的信旗台而得名。这里是摄

影师和画家的最爱，随便找一处立

定，便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景色。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迷人景色尽

收眼底。

在青岛市区诸多山头公园之中，

惟独观象山的“穹台窥象”被列为“青

岛十景”之中。坐落在观象山山巅

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

台，是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发祥地之

一。观象山中鸟语花香、绿荫重重，

是个可以寻觅安静的好去处。

与观象山一路之隔的观海山，

因山顶修建一座观海台而得名。这

在观海平台上，可以 360 度无死角

欣赏青岛老城区的美景。此外，无

Facing the sea and nestled 
below Mount Lao, Qingdao 
boas t s  beau ty  beyond 

description. For those who are 
born and raised in Qingdao, the 
mesmerizing scenery makes them 
proud when talking about their 
home city, and serves as a beautiful 
background when they take photos 
on a day out,  and a nostalgic 
memory when they are away from 
home. A city, with an impressive 
appearance, is bound to be home 
to a wealth of towering mountains. 
Representing a pool of green in the 
coastal city, the most primitive, 
extensive and pleasant green of the 
mountains is particularly pure and 
fresh.

The mountains in Qingdao, 
though not as lofty and steep as 
Mount Tai, nor as profound and 
graceful as Mount Huangshan, 
are refreshing and elegant, and 
exemplify the urban temperament 
of the city. Pick a winter day full 
of warm sunshine, go climbing a 
mountain with friends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It will allow you 
to relax, broaden your mind, and 
make New Year’s resolutions and 
wishes in the presence of mighty 
mountains. This climb will b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论是“飞阁回澜”“琴屿飘灯”带

来的视觉美感，还是教堂钟声、轮

船汽笛声带来的听觉享受，都能在

这里得到完美交融。

无论何时，人们总是钟情于群

山美景，那种辽阔气魄让人身心舒

畅；无论何时，青岛的山景总会在

四季中变换，不变的是极具青岛特

色的魅力。登山吧，醉享那片刻的

宁静，释放自己的精神与心灵，让

整个人痛快地抛掉烦恼，伸开双臂，

拥抱崭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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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ering around Qingdao, Talking with the City

文 /韩海燕 

趁时光未老，趁青春正茂，去行走于城市间，探寻那些最耐人寻味的故事，去发现那些最别

致的风景。

行走于城市间，发现最美的风景。（图 / 李春霞）

Stroll through the city to find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city.

游走城市  “对话”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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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石老人，似一条美丽的锦带镶

嵌在陆海之间，沿途中可以欣赏青

岛前海的旖旎风光，听海风闻鸟鸣，

因为，每一段路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流转，每一块沧桑的礁石和涌起的

浪花都是与众不同的景致……

栈桥，素有“长虹远引”之美誉，

一头接续百年老街中山路，一头前

伸入海直抵潮端。眼前的双层八角

亭，金瓦朱壁，飞阁回澜，浩浩荡荡，

气象万千。远处的小青岛，由一条

防波堤与陆地相连，如出水芙蓉，美

景天成。矗立在最高处的洁白灯塔，

是海上过往船只进出胶州湾的重要

航标。每当暮色降临，塔灯红光闪烁，

红宝石似的光辉飘浮于海面涛涌之

上，如梦如幻。一路往前，鲁迅公

园跃然眼前，游园内回环曲折、高

低起伏，一侧是松林，一侧是礁滩，

突起处有石砌台阶，折角处有西式

凉亭，漫步其间，十分惬意。

青岛的沿海一线，有许多风景

秀丽的海岬，若想安静地欣赏一处

海角美景，非“太平角”莫属。站

在观海平台往西看，是老城区红瓦

绿树、碧海蓝天的风情；往东则可

以尽揽五四广场、奥帆中心高楼林

立的现代化城区美景。

再往前走，碧蓝的天空，纯净

的海水，加上原木围栏的装点，完

全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正因此，

燕儿岛山公园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

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两层木栈道

搭建得极其巧妙，第一层紧靠礁石，

九曲十八弯，高低错落，还设有大

量的小匝道直通礁石近海处。而比

邻的小麦岛公园，海风礁石、沙滩

草地、渔船灯塔，漫步在海岸木栈

道上，看海浪拍打着礁石，耳畔伴

凝聚起了青岛的文化命脉，不论春

夏秋冬哪一季的风景，比起这些名

人故居，都似乎显得黯然失色。

翻开中国近代名人的一些著作

或者回忆录，不少文中会出现“青岛”

的字眼。在他们轰轰烈烈的人生中，

青岛旧居几乎是“世外桃源”般的

温柔乡，他们在青岛写就了一批很

有分量、引以为豪的巨作，给青岛

的城市文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沈从文在青岛创作了《从文自

传》《记丁玲》《八骏图》等名著，

《边城》也是在这里酝酿的；由电

影皇后胡蝶主演的《劫后桃花》是

由洪深创作的，这是中国第一部电

影文学剧本，并以青岛为蓝本写就；

萧军、萧红在青岛观象一路，分别

完成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

两篇小说，后经鲁迅写序推荐出版，

这是他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用心血

和智慧铸成的里程碑；他们楼下的

邻居舒群则创作了《没有祖国的孩

子》等文学名著。

“高山仰之，景行行止。”名

人故居在城市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座座独立的院落像一位位隐世的

居士，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在都市

的热闹中静默着。但是，这些老房子、

老宅院在历史的某段时间里却是热

闹的所在。尽管岁月流逝，时代变迁，

名人故居仍在昭示着属于它们的那

个热闹而辉煌的时代。

漫步海滨风景线
宽广的海、翻滚的浪、柔软的沙、

神奇的岛，青岛，拥有着一座海滨

城市的美丽身姿。在青岛的前海沿

儿，一条长长的木栈道串联起了这

座城市最美的风景，它西起团岛，

游走名人故居
冬日暖阳下，漫步在青岛市市

南区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一幢幢

欧韵风情的别墅庭院错落有致，点

缀在蓝天红瓦间，仿佛无声地诉说

着这些文化名人的青岛光阴。循路

渐行，一步一景间，是青岛不一样

的精致和故事。

时间回到 2012 年 6 月 8 日，“小

鱼山文化名人街”成功入选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成为继八大关后，青岛

第 2 条获此殊荣的街区。小鱼山文化

名人街主要由环绕小鱼山的福山路、

鱼山路、大学路和莱阳路 4 条街道

及其周边小巷构成，再加上黄县路、

大学路等街道上的老楼老院，组成

了青岛老街最迷人的风景。老街迷

人，是因为历经岁月沧桑；老楼深沉，

则是因为留下了名人的足迹。所以，

有人说，小鱼山文化名人街，是青

岛宝贵的历史遗产，更是值得开发

保护的旅游资源。

不可否认，这是一条从历史深

处延展而来街区。这条街上的故居

是多层次的，就像山海楼辉映的自

然风光。看一看小鱼山文化名人街

上散落的“珍珠”，我们会由衷地

为这座城市巨大的文化遗产而自豪：

黄县路 7 号杨振声故居、黄县路 12

号老舍故居、鱼山路 33 号梁实秋故

居、鱼山路 5 号闻一多故居、福山

路 1 号洪深故居、福山路 3 号沈从

文故居、观海二路 49 号王统照故居，

观象一路 1 号萧红、萧军、舒群故居。

还有坐落在福山支路 6 号的宋春舫

藏书楼“褐木庐”……名人已逝，

老楼犹在，这些老建筑因为文化名

人的停留和居住，让青岛的历史显

得那样厚重、丰富和迷人。它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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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清朗的海浪声，带着温润气息的风

轻拂过发梢，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人与

自然相接的美妙。夕阳西下、海风袭

袭，在这里，看渔船摇曳在碧波里，

看彩霞透过薄云洒落……

这条长长的道路完美地融合了

亚洲与欧洲、古典与现代；这里有激

情澎湃的山海，也有柔情蜜意的小

街；这里有诗人的情怀、画家的笔触、

摄影家的镜头，也有恋人的缱绻；这

里，看到的就是“山、海、岛、湾、

城”交相辉映的青岛，从西向东，皆

是恋之风景。

感受文博魅力
如果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触摸

一座城市的脉搏和灵魂，了解她的

历史与积淀，概览她的发展轨迹，

领悟她的城市精神，最便捷的方式，

莫过于去她的博物馆。从某种角度

上说，了解一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是从博物馆开始的。

青岛市崂山区梅岭东路 51 号，

这里是一处引领你徜徉历史文明的

丰沃园地，是这座城市的缩影，更

是了解这座城市过去和现在最直观

的场所 , 因为这是一座城市的博物

馆。在静谧中带着人们穿越时光的

阻隔与历史对话，同这座城市的过

去对话。属于城市的记忆碎片就散

落在博物馆的各个角落里，你会被

历史的痕迹吸引，在这里，我们可

以穿过时光的隧道，了解到城市最为

独特的一面，将城市的记忆碎片一一

收在心里。如果这个时间的你不想远

游，那不如寻找一些城市的记忆，徜

徉在博物馆里，享受一种难得的静谧

古朴，走进、感知城市的脉搏……

看过了青岛市博物馆，接下来

的打卡点一定有奥帆博物馆这一站。

2008年奥运圣火在神秘的东方燃起，

从奥林匹亚到万里长城，从浪漫的雅

典到神奇的北京，从中国的首都北京

到碧海蓝天的青岛，今天，奥运的激

情已随着时间渐渐平息，但是，不可

否认 2008 年是值得青岛人骄傲的一

年，青岛成功举办奥帆赛和残奥帆

赛，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帆船

城市的各个角落，皆是恋之风景。（图 / 郭樾华）

Every corner of the city is full of enchanting sce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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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ish your  t ime and 
youth. Set out to stroll 
through the city, explore 

intriguing and memorable stories 
and search for distinctive scenery.

A city is imbued with many 
stories. You can seek for them 
in former residences of famous 
peop le ,  l ea rn  about  them a t 
cultural museums and listen to 
them through the urban rhythm. 
These stories present you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the 
character of a city and its profound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shortest 
time. Such experience is an in-
depth “conversation” with a city.

之都”的实力和魅力，展示了青岛人

民面向世界展示自我的豪迈胸怀。随

后，应运而生的奥帆博物馆，肩负着

传承奥运精神和保护奥运文化遗产

的历史使命 , 馆内不仅收藏了大量奥

运会和奥帆赛文化遗产、奥运精品，

还拥有先进的全海景式奥帆赛场立

体沙盘、多元化的青少年帆船互动教

室以及奥帆赛的相关资料查询系统。

同时，参观者还可以体验动感浪漫的

帆船模拟驾驶。丰富详实的奥运资

料、实物图片引领着每一位参观者去

感受、领略奥运给人们带来的无穷而

令人神往的魅力。青岛奥帆博物馆，

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奥运遗产。她生动

记载了百年青岛携手百年奥运的历

史辉煌，集成浓缩了全市人民兑现郑

重承诺、实现奥运梦想的艰辛历程，

全面再现了心随帆动、驶向成功的精

彩瞬间，充分展示了中国“帆船之都”

的风采魅力。

就像瓷器使人想到中国、樱花

使人想到日本、牛仔使人想到美国一

样，在中国，啤酒一定会让人想到青

岛。所以，有人说，在青岛，有两种

泡沫是最多的。一种是海水的浪漫泡

沫，另一种则是青岛啤酒的激情泡

沫。如果你在青岛，不洗一次海澡，

不“哈”一杯啤酒，那你的青岛之旅

一定会有些遗憾。到了青岛，啤酒的

香气弥漫在大街小巷，时常会在路上

看到手里提着装满啤酒匆匆而过的

人，或者在街边围坐豪饮的人……这

酒香飘过百年，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

的性格之中，只需一杯啤酒，就能品

味出城市的脾性来。

而在中国的啤酒历史中，青岛

啤酒是当之无愧的“老字号”。说到

了青岛啤酒，自然要说说一说青岛啤

酒博物馆，这是一座西洋式的红色

小楼，在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登州路

上很显眼。这座小楼则是 1903 年德

国人建厂时修造的，历经了百余年

的沧桑巨变，依然保存完好。走进

青岛啤酒博物馆，会被一种浓浓的

历史气息所包围。置身其中，百年

青啤的历史似乎就浓缩在你我的眼

前。在啤酒生产流水线展区可以看

到，为展示青啤的酿造过程，为重

现历史原貌，博物馆在 1903 年统糖

化车间、传统发酵池设置了工人生

产劳动雕塑模型，复制出老实验室

场景和工人翻麦芽场景。“专注”“细

节”是在青啤生产车间随处可以看

见的标语。

对于青岛而言，青岛啤酒不仅

是城市历史的见证，更代表着荣誉

和辉煌。1906 年，建厂仅 3 年的青

岛啤酒在慕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荣获

金奖，真正让青岛啤酒声名鹊起。

1948第一批青岛啤酒出口至新加坡。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青岛啤酒

更是几乎囊括了国内啤酒质量评比

的所有金奖，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

评比大赛中多次荣获金奖。100 多年

的发展历史，正是青啤创新的历史。

100 多年来，青岛啤酒总是在主动变

革、大胆创新，而不是被动适应。顺

势应变持续提高自身运营能力，这是

这家企业的“博弈智慧”。坚定不移

地推动变革和全员转型，打破一切不

适应目标实现的体制、机制、制度和

流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价值

创造模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博

弈智慧”，他们才能真正把握经济趋

势、引领行业变迁、创造资本流入。

可以说，青岛啤酒的成功，归根结底

也是文化的成功。正如青啤人所信奉

的：“做大靠资本、做强靠品牌、做

久靠文化”，文化已成为青啤最宝贵

的资源和核心竞争力之一。所以，在

青啤，不仅可以了解青岛啤酒 100 多

年来的发展历程，还能体会到“一杯

酒做一百年”的青啤文化。

青岛的博物馆还有很多，例如，

青岛民俗博物馆、青岛邮电博物馆、

骆驼祥子博物馆、青岛贝林自然博物

馆、道路交通博物馆、青岛崂山绿石

博物馆……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

出现了太多按照当时的常识匪夷所

思的事情。多少原以为不可能的事物

竟然冒出来了，多少原以为异常的事

物竟然成为了普遍现象。博物馆里就

珍藏着这些……所以当我们想要了

解一座城市，博物馆可能是个不错的

开端。从过去到未来，她们忠实记录

城市的脉动，感知城市的变迁。

一座城市的“故事”有很多，可

以去故居探寻、可以去文博认知，还

可以倾听城市的韵动，她们能让你用

最短时间，了解一座城市的底色和文

化根基，是一种与城市“对话”的深

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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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the Jimo Ancient City, Strolling Thr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Courtyards

逛即墨古城   转中国院子

文 /韩海燕

进了正月门，“年”的气息依然浓郁，一幅幅对联，一张张年画，一盒盒花炮，一件件华衣，

都向人们诉说着新年的伊始。

那些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景依然是让人最眷恋的“味道”。

时光流逝，岁月匆匆，去即墨古城寻寻年味，去中国院子找找记忆吧……

中国院子是青岛的艺术文化瑰宝。（图 / 袁大青）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urtyard is an artistic and cultural treasure of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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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挂，古城年味浓
每年岁末年尾 ,“来即墨古城过

大年”成为市民游客过年的时尚潮流。

在这里观花灯赏民俗，听大戏拜大年，

从腊月到春节，再到元宵节，一场场

精彩大戏不断上演。不仅可以领略千

年历史 , 还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归属

感。

这里有千年沉淀的历史文化韵

致，学宫、文庙、牌坊街、鸭绿池戏

台、财神庙……一座座建筑无声胜有

声，默默传递着悠悠千古风韵。进入

古城，仿佛穿越千年，大红灯笼高高

挂，城墙上张贴着喜庆的春联。民谣

古曲意味悠长，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中流露着喜悦，街头巷尾商铺林立，

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在东西门大街上榼子、烙画葫

芦、糖画面人、泥老虎、官庄竹编、

大欧鸟笼、即墨麻片让你仿佛回到儿

时。韵味十足的大鼓书唱出风趣生动

的乡音，即墨柳腔开场欢鼓闹春。一

幅幅场景，让你找到脑海中过大年的

记忆。

在古城中徜佯，时时可以感到

这是一座有温度、有生活气息的古城。

这座古城让人们穿越千年感受与古人

的时空对话，他温文尔雅又活力四射，

温暖又令人回味。

即墨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厚的

积淀，有太重的背负。即便是“即墨”

这个名字，也引人遐思。即墨本地人

都将“即墨”称为“即密”或者“即

魅”( 音 )，即便是外来朋友也常常故

意学念“即密”或者“即魅”二字，

以显示自己对即墨的熟悉和亲切。

那么 ，即墨是因何而得名的呢？

据史料记载：即墨之名，因水而得，

即墨之设，其来久远，分析合散，代

有不一；亘山联海，不改其常。原来，

“即墨”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

策》《国语》《史记》等历史典籍中，

因故城（位于今平度市古岘镇大朱毛

村一带，田单破燕处）地临墨水（源

出平度市古墨山，今之猪洞河）而得

名。因山、河而取名，在中国地名学

中十分常见，即墨也不例外。“即”，

是指临近、靠近，“墨”，便是指墨

水河。

 2013 年 1 月 18 日， 原 即 墨 市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确

定，将《关于实施即墨古城片区改革

建设延续千年文明的历史》议案作为

2013 年 1 号议案。

2014 年，即墨古城破土重建。

即墨古城项目规划占地面积43公顷，

总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其中，地

上 19 万平方米，地下 20 万平方米。

根据读城、悟城、构城、筑城的规划，

即墨古城重点复建县衙、展馆、文

庙、城隍庙、财神庙、真武庙、牌坊

街（21 座牌坊）、教堂等公共建筑，

打造“一城、两街、十景、十三坊”

的整体格局，这些古建筑的复建都是

参考史料记载，建筑的规格、模样力

求全部还原，精益求精。一城：即古

城，包括古城门楼、城墙、县衙等；

两街：即牌坊街（东西门街）和南门

街；十景：即淮涉八景。水阁临风、

古寺塔影、锁龙泉石、长桥卧波、平

沙清流、岸柳含烟、淮涉春浣、高堤

垂钓等；十三坊：齐王田横坊、山海

名邦坊、恩宠宪臣坊、总督三边坊、

四世一品坊、亚魁坊、父子御史坊、

世步青云坊、湖广总督坊、齐王田横

坊、琅琊王氏祖脉坊等。

“来即墨古城过大年”财神巡

游发放礼物、写新春对联福字、新春

灯会、接财神仪式，还有除夕撞钟祈

福、乡贤名宦望族拜文庙怀祖先仪式

等特色活动，让过年更有喜庆感和仪

式感，让年味绵长悠久。无论是四海

漂泊的游子、寻根问祖的市民，还是

慕名而来的国内外游客，这里成了他

们过大年等假期游必来的打卡之地。

与此同时，即墨古城厚重又不

“来即墨古城过大年” 成为市民游客过年的时尚潮流。（图 / 李万红）

"Come to the ancient city of Jimo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has become a fashion for citizens and tourists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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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创新，屡屡在文旅融合上创佳。“过

大年”期间，更给市民和游客提供了

交通的便捷。交运直通车和旅游公交，

让你一步踏入千年，感受现代与历史

的时空穿越，在时空对话中领略浓浓

的历史风情。

引客来是一种吸引力，留住客更

是一种特有的魅力。而这份魅力，更

多沾染着文化气息。即墨古城传承和

发扬了胶东文化 , 重点抢救传承即墨

当地非遗文化，富有浓郁乡土气息和

鲜明艺术特色的即墨大鼓书，倾注着

即墨几代艺人的心血，活跃了几代老

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大鼓书被即墨

古城吸收入驻 , 在悠悠千年古城传唱 ,

让这座古城更有活力 , 同时在鸭绿池

戏台时时会回荡起即墨柳腔。同时葛

村榼子、大欧鸟笼、黄氏烙画、官庄

竹编等非遗在这座千年古城又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

即墨古城以建筑为体、文化为

魂、商业为脉，让这一座有生活温度

的古城，从一开始就定位清晰，将现

代城市生活与古城密切结合，有温度、

有生活气息。到古城过大年，运游结

合交通更加便捷，吃喝玩乐、文化非

遗样样精彩，千年古城厚重古朴又温

暖开放，有历史、有文化、有民俗、

有韵致，更有人情味，这样散发着浓

浓年味的即墨古城如何不让人寤寐思

服、心心念之？

一座院子，尽藏年味
无院不成居，是每一个中国人骨

子里的情结。达官显贵，亦或寻常人

家，都难舍血脉中对庭院的亲近与眷

恋。林语堂先生甚至说过，“房屋本

身与庭院相比，反而处于比较次要的

位置”，足可见院子在中国人心中的

分量。

现代城市的灯火，逐渐淹没旧时

的年味，院子里的春节记忆，渐渐成

为一种奢侈回忆。无论是江南的四水

归堂，还是北方的四合院，那惹人无

限怀念的红色年味，才是地地道道的

中国年。

中国院子，便是青岛的艺术文化

瑰宝。

中国院子主题定位为营造东方

美学小镇，回归中式生活园林。而绿

意葱茏的唐岛湾湿地公园，曲径通幽，

朴素的青砖，手作的木雕，经过岁月的洗礼，古建筑细节折射出历史的光泽。（图 / 吕建军）

Despite enduring the wear and tear of time, rustic black bricks and hand-made wood carvings and other details of ancient buildings reflect the luster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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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栋古建筑星罗棋布，水鸟翩跹，

翱翔于海湾和湖泊之间。据介绍，中

国院子一期占地 5.4 公顷，建筑面积

约 2.5 万平方米，由南方院子和北方

院子两部分组成。其中，南方院子占

地约 2.8 公顷，含古民居 20 座、亭

台 6 座，汇聚了从江西、浙江、福建

等地迁建的明清“徽派建筑”，粉墙

黛瓦，飞檐翘角；北方院子占地约 2.6

公顷，含古民居 24 座、亭台 5 座，

多为从山西、陕西等地迁建而来的“晋

派建筑”，厚重大气，砖雕精致。

与此同时，中国院子以“文创产

业”和“文旅休闲”为两翼，精准融

入青岛西海岸新区凤凰岛国际旅游度

假区的功能定位。运营理念中明确打

造 3 个中心：文化中心，以文创产业

拉动，体验传统文化精髓；艺术中心，

植入教育培训业态，兼具博物展览；

休闲中心，吃住娱乐服务，设置亲子

互动场所。朴素的青砖，手作的木雕，

经过岁月的洗礼，古建筑细节折射出

历史的光泽。

走进中国院子，就如同翻阅一部

古建筑之书，让人深陷其中。

“一个院子一部书”。在南方院

子，你可以深入了解属于南方建筑的

温婉，中国家族聚居的传统，每个住

宅都是一个细节繁复的微型社会。外

部边界清楚，每一分支在内部有其独

立的空间。每个家族在临街一面都有

自尊的面相，彼此因差异而对话。这

种差别虽小，但却是决定性的。

北方院子以山西民居为主，融合

了多种风格的建筑特色，组成了多重

院落的建筑群，随地形地势，临水而

立。整个布局座北朝南，呈半封闭状

态。全院布局严谨，设计精巧，砖瓦

磨合，技艺精湛，很值得观赏一番。

周边有 4 座亭子，全部矗立水边，古

At the outset of the first 
m o n t h  o f  t h e  l u n a r 
c a l e n d a r ,  t h e  s i g n s 

o f  the  New Year  s t i l l  can  be 
s e e n  e v e r y w h e r e — c o u p l e t s , 
auspicious New Year pictures, 
b o x e s  o f  f i r e w o r k s ,  n e w 
c l o t h e s — a l l  s y m b o l i z e  t h 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The  numerous  s to r i e s  and 

s c e n e r y  f r i e n d s  a n d  f a m i l y 
share with each other are still 
the most memorable.

As  t ime goes  by ,  go  to  the 
ancient city of Jimo to immerse 
y o u r s e l v e s  i n  t h e  f e s t i v i t y 
o f  t h e  N e w  Y e a r .  G o  t o  t h e 
traditional Chinese courtyards 
t o  f ind  memor i e s  o f  the  o ld 
days...

在古城中徜佯，时时可以感到这是一座有温度、有生活气息的古城。（图 / 吕建军）

Wandering in the ancient city, you can feel that it is brimming with warmth and life. 

色古香，高大气派。或富丽堂皇，色

彩浓艳；或质朴庄重，典雅清逸；或

结构精巧，雍容华丽。掩映着郁郁葱

葱的花草树木，给人一种幽静奔放的

美。北方院子的美，在于既有诗情画

意之幽，又有梦回从前之境，在于一

石一木、一砖一瓦的点滴体悟，把中

国人的含蓄、内敛、唯美以及太多美

好向往融入了其中。

中国院子不仅以原拆原建的明

清古建筑群落为建筑外观，更是集民

间工艺、影视文化和非遗项目为内涵

的中国文化高地。中国传统的建筑，

既没有建筑师，又没有建筑理论著作，

也没有建筑设计教科书。它存在于哪

里？它存在于活着的工匠体系里，存

在于手作的经验之中。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院落居住

情结，从来没有改变过。庭院对于中

国人而言，是一种休养生息的精神家

园，让奔波不安的灵魂得到诗意的栖

居。以古建筑为载体，中国院子将文

化变得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把

古建筑的拼图嵌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大

趋势，使之融入高质量发展潮流，迸

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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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ity and Tasty, Elements that Cannot be Missed in 
Spring Festival

唯有年味与美食不可辜负

文 /丁响响

传统的春节，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一道特殊的符号，除了祭祖祈福求得一年风调雨顺之外，

也是一场舌尖上的狂欢。无论何时，食物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心情，舌尖上的味蕾承载着人们的喜

怒哀乐，也同样承载着复杂而传统的仪式感。

充满年味的味蕾享受是不可错过的新年大戏。（图 / 摄图网）

Enjoying characteristic food features predominantly in the New Year's cele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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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喷喷的馒头、热腾腾的年糕、

红艳艳的灯笼……无不写满了浓浓的

年味。日月更迭，季节变换，新年的

钟声是东方破晓的第一缕璀璨的阳

光；是新年伊始奏响的第一曲优美音

符；是崭新的一日之晨的盛典。那悠

扬的钟声，犹如春雷穿过时空的隧道，

传遍了大江南北，响彻云霄万里。它

预示的是又一个轮回的吉祥的开始，

它带给人们的是一个个欢欣鼓舞的笑

容，它彰显的是一个个充满梦想与希

望的曙光。由此，“春节”二字变得

无比温暖，充满年味的味蕾享受则是

不可错过的新年大戏。

想来，唯有年味与美食不可辜

负。

青岛人的年夜饭里，
海鲜永远是“主角儿”
要说起年味，或许更多的是乡

情与美食，而每个中国家庭中的男女

长幼齐聚一堂，品尝美食更能带出亲

情之间的陪伴与幸福。要知道，陪伴

是最长情的告白，不时给长辈与晚辈

夹菜，谈笑风生，轻松愉快地进食，

席间亦分享养生之心得，四世同堂，

幸福满溢，自在心安。或许，传统的

中国年就应该这样过。

“一转眼就过年了，时间还真

是快啊。这几年每到快过年的时候，

我就想起自己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在

脑子里就跟放电影似的。”作为一个

地道的老青岛人，今年已经 47 岁的

王岩对于年还有着许多不同的记忆。

“我们小时候说忙年，是从腊八开始

的，特别是过了腊月二十三，大人们

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而我母亲更是每

年忙到年三十晚上才能休息。”王岩

回忆说。

白菜烧大虾是青岛人年夜饭中必须要有的一道鲁菜。（图 / 王超）

Fried prawns with cabbages is a must in Shandong Cuisine in the New Year's Eve dinner of Qingdao people.

青岛人在除夕这天一定要吃饺子，饺子的形状像元宝，象征着财富遍地、金银满屋。（图 / 摄图网）

On New Year's Eve, people in Qingdao usually eat dumplings, which are shaped like a gold ingot, symbolizing 

that wealth is ubiquitous and the house is full of gold and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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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浓郁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就连

鱼刺都香酥入味。

此外，很多家庭都钟爱笔管鱼，

一道笔管鱼炖豆腐是十分适合年夜餐

桌。都说豆腐谐音“兜福”，笔管鱼

也是海边城市最鲜美的食材，豆腐和

什么搭配都很鲜美，和笔管鱼一搭更

是绝配，活色生香，情调要有，滋味

更要有。同时，作为青岛人的最爱、

也是经典鲁菜之一的白菜烧大虾，也

是必不可少的。白菜有“百财”的意

思，配上鲜美的大虾，清爽不腻，张

罗一桌好菜时，最是锦上添花。

青岛人的年夜饭必须有道鱼菜，

寓意年年有余（鱼），青岛的鱼类比

较多，吃得最多的是鲅鱼，红烧鲅鱼、

清蒸鲅鱼，也有炖黄花鱼，还有人家

做糖醋鱼，反正没有鱼就不是完整的

年夜饭。

8 个凉菜有荤有素清爽又可口
在青岛人的年夜饭餐桌上，从

凉菜开始就很有讲究，一般是 6 道或

8 道，要有荤有素，当然它们的主要

作用还是为了当下酒菜。一般有胡萝

卜拌粉丝、海米拌黄瓜、姜汁松花蛋、

白菜拌海蜇皮、大葱拌八带或大葱拌

毛蛤蜊。青岛人靠海吃海，所以海鲜

就多一些，像海米、干鱼都十分受欢

迎。

此前 , 逢年过节 , 各家各户都会

自己卤酱货。买点猪下货、鲅鱼、刀

鱼做酱货是青岛人过年经常会做的菜

品 , 现如今家庭一般会选择买一点半

成品 , 回家自己“酱”一下进行二度

加工 ,“酱”主要是一种针对牛羊肉

还有鱼肉等食材加工方法 ,“酱”的

食物一般色泽浓郁 , 口感鲜香 , 并且

要说起年夜饭，王岩更是回忆

满满。“青岛靠海，所以年夜饭自然

少不了海鲜。青岛人忠于原味，所以

清蒸的大虾、螃蟹自然必不可少。不

过每年必不可少的海鲜就是熏鱼。”

说起熏鱼，那是青岛人对过年的情结

之一。腊月里，家家户户都会熏鱼，

只要居住密集的地方都会飘出熏鱼

的味道。腌制好的鲅鱼，咸甜适中，

咬下去软软的，但是每一口都充满酱

海鲜仍是不能缺少的美味。（图 / 刘小涵）

Seafood is still an indispensable delicacy. 

腊月里，青岛家家户户都会熏鱼，每家的熏鱼味道都不相同，但都十分美味。（图 / 王军）

In the la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every family in Qingdao will smoke fish. Each family's smoked fish tastes 

different, but they are all very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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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 i t iona l  Spr ing 
Festival is a special symbol 
in  the  hear t  o f  every 

Chinese. Besides paying tribute to 
ancestors and praying for good 
fortune and favorable weather for 
the coming year, it is also a carnival 
for the taste buds. At any time, food 
can best express one’s mood. Feeling 
people’s joys and sorrows, taste 
buds also play a part in the complex 
and traditional sense of ceremony.

Aromatic steamed buns, hot rice 
cakes, brilliant red lanterns... All 
create an overwhelming atmosphere 
of festivity. Time passes by and 
the seasons change. The bell of the 

New Year is the first ray of bright 
sunlight at dawn, the first note of 
the beautiful music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and the welcoming 
ceremony for a brand new day. The 
melodious bell, like spring thunder, 
travel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nd 
reaches all corners of China and 
resounds across the heavens. It 
marks the auspicious beginning of 
another cycle, brings people happy 
smiles, and rings in the dawn of 
dreams and hope. Thus, the words 
“Spring Festival” are associated with 
infinite warmth. The enjoyment of 
the taste buds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festival.

存放时间长 , 吃法也很多 , 单吃、烩

制都很好吃 , 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取

用 , 很适合在过年期间家常食用和招

待客人。

青岛酱制食物十分出名 , 将食物

放在熬制好的酱汤里煮熟 , 色泽鲜亮、

味道鲜美、清爽不腻、咸淡适中 , 可

以说是青岛美食的一个象征 , 过年的

时候 , 尤其是老人 , 提前几天去商店

买些酱肉需要的材料 , 早早地把肉酱

好 , 等着孩子回家过年。在准备酱肉

的过程里，年味也在不断地升温 , 而

除夕夜的晚上端上一盘酱肉 , 蕴含着

的不仅是食物本身的鲜美 , 还有老人

对出门在外的孩子的牵挂。每次过年

前，家家户户都会卤很多东西，像猪

耳朵、猪舌头、猪肝、猪心、牛肉等等。

把这些卤好的菜一一切片、摆盘，再

做一碗蘸料，就是一盘卤味拼盘了，

吃这个可有过年的气氛了。

青岛人过年要吃“和菜”, 把菠菜、

红白萝卜、粉条拌在一起 , 寓意新的

一年和和美美。白菜拌海蜇 , 海蜇皮

和白菜丝的搭配清脆无比 , 不需过多

调味 , 只加上少许醋、蒜就足以让人

多下两筷 , 多“哈”两杯青啤。

寓意满满的面食，不可或缺
大年三十晚上辞旧迎新，青岛

人一定要吃饺子，饺子的形状像元宝

状，象征着财富遍地、金银满屋。在

一锅饺子中只包上几个带有硬币的，

谁吃到了这样的饺子就预示着在新的

一年里会交好运，有吉祥之意，这种

传统一直保留至今。饺子馅有荤有素，

但更多的是荤素搭配。年三十包的饺

子，要足够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全家

食用的，所以通常人们阖家团圆之际，

包的饺子也是数量充足。

馒头、枣饽饽、豆沙包等是青

岛人过年不可缺少的主食，蒸好的馒

头一直吃到正月十五，馒头发酵得越

好越预示着来年的日子越红火。馒头

需要放上红枣 , 为了有个好彩头 , 一

般会给孩子们也做一个“生肖馒头”,

属啥就给做一个什么样的馒头。

近几年来，每次进入腊八，青

岛王哥庄的大馒头便会吸引着市民

游客来大批量下“订单”。枣饽饽、

莲蓬花、鱼花、糯米糕、花卷……

成为“下单量最多”的产品，一个

个礼盒堆成山，也让人感受到了浓

浓的年味。据了解，崂山王哥庄大

馒头有 500 多年的历史，其使用崂

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制成型，铁

锅蒸制和木柴烧火的传统“土法”

制作。崂山王哥庄面塑花样繁多，

筋道松软，这种“土法”制作出来

的馒头有着浓郁的崂山地方特色，

是人们喜爱的“香饽饽”。

在王哥庄何家社区馒头一条街

上看到家家户户热闹“忙年”景象，

“进了腊月门，就是我们整条馒头街

最忙的时候。其实很多大批量的订单

都是十月一左右就陆续开始预定了，

我们就开始定礼盒、安排生产计划，

一些小批量的散装馒头是进了腊月订

单量逐渐变多，店里的大锅也是同时

使用赶订单，热气腾腾，让我们不出

门就感受到了年味。”久香园馒头店

老板荆长艳说道。

实际上，春节期间不动大火的

风俗在很多地方都有 , 青岛也有。一

般在小年以后 , 老百姓开始忙年 , 为

春节准备食物，由于不能动大火 , 所

以吃的都得准备好；吃的东西包括

蒸馒头、做卡花、炸麻花、做熏鱼、

蒸八宝饭、灌香肠、冻豆腐。象征

着吉祥如意、象征着阖家团圆的年

夜饭终是人们一年来最重视的一顿

大餐，那些属于青岛的“年味”带

着浓郁的乡情成为人们心中的印记。

看着满桌的美食，新年的气息便是

“家”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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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to the Fair in Qingdao, Seek the Root of the 
Distinctive Culture

赶青岛大集   寻特色文脉
文 /韩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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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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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最纯民俗风” 。

对青岛人而言，赶大集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有人说，大集好似一个社会，里面藏着

多元的经济信号，蕴含着浓浓的文化味道。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过去，集市是人们互通有无、沟通

交流的重要方式。经济日益发达的现在，密集的超市和便利店取代大集供给人们需要的东西。但

在人们的心目中，那充满着吆喝声、洋溢着快乐的大集文化永远都是无可替代的。

从腊月到正月，各个集市上都是红红火火。（图 / 庄学明）

During the two months around the Spring Festival, every market is bust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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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的青岛味儿
时间并不总是带来改变，它更

神奇的力量，是让一些东西留存，积

淀为传统，就比如记忆力最深沉的青

岛味儿。

正月里，去李村大集转转，曾

经是青岛人的一种生活仪式，那种

朴素的生活情结一直延续至今，成

为平淡日子里一种温暖的慰藉。“只

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李

村大集是公认的“青岛第一集”。

曾经，李村大集汇聚起了天南地北

的“当家货”，栖霞苹果、眉县猕

猴桃、潍坊萝卜、东北冻豆腐、临

沂杜鹃花、沙子口鲅鱼、王哥庄鲍

鱼、红岛牡蛎、鳌山卫海参……满

是夯货。据统计，李村大集商品一

度超过 10 万余种，小到针头线脑，

大到二手汽车，可以说涵盖了人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商品交易场所，历史、文化在这里交

汇，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群体记忆。

2008 年 12 月，李村大集入选青岛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是中

国集市历史的“活化石”，见证着青

岛的城市变迁，记录着青岛人的民俗

风情，是传承与发扬非遗文化的根据

地。

如今，几经搬迁、改造的李村

大集，与它所在的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李

村大集形成了传统商贸与文化融合发

展的良好形态。带有浓厚青岛印记的

李村大集，不仅折射出青岛商业的发

展史，更是青岛文化的一种独特表达，

青岛人特有的文化性格，在热闹与喧

嚣中，有了最生动的注解。人们可以

确信，正是因为这些传统的延续，这

座城市才会这样丰富生动。

闻名遐迩的泊里大集
作为青岛西海岸新区惟一入选

市级“非遗”的农贸大集，泊里大集

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由于配套设

施落后等多种原因，原先的泊里大

集场地已无法满足老百姓经营购物需

求。2016 年，泊里大集正式搬迁新

址并开门纳客。搬迁后新址位于泊里

镇泊董路以西，泊里河南村南侧区域，

占地 10 余公顷，比之前大了一倍，

大集时间未变，依旧是逢农历四、九。

搬迁到新址的泊里大集依然热

闹非凡，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叫卖声、

砍价声此起彼伏，各种声音构成了一

曲独特的大集协奏曲。整个大集被细

分为服装市、杂货市、食品市、肉市、

蔬菜市、海鲜市、干货市、五金市、

农具市等 20 多个专门的区域。虽然

这里售卖的货物不如超市的精美，但

物美价廉的数百种商品让附近的居民

并不羡慕城里的大超市。

正因此，泊里大集不仅是泊里

镇最具特色的“文脉”，也是泊里人

精神上的“根与魂”。现代生活中，

泊里大集作为一个民俗市场和文化符

号更加闻名遐迩，赶泊里大集已不单

纯是老百姓买卖商品的方式，更是

对历史传承的回味和美好生活的向

往。新的“泊里大集”拥有交易摊位

3000 个，不仅能满足未来市场发展

需求，而且能快速有效地带动镇区南

部开发。近年来随着董家口开发建设

的快速推进，泊里镇经济实现了快速

发展，泊里大集的区域影响力也逐步

上升，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

成为青岛西海岸新区最大规模的综合

性集市，年交易额突破 1 亿元。

据了解，“泊里大集”作为青

岛市目前尚存的最古老、规模最大的

集市之一，从清朝乾隆年间设立“泊

儿集”（又称“泊里集”）开始，历

经 4 次迁址，成为连结苏、鲁、皖、

豫等省份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具有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方民俗

特色。2012 年，“泊里大集”入选

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年味浓郁的王哥庄大集
王哥庄大集位于崂山区王哥庄

街道王哥庄社区，毗邻崂山仰口风

景区。而王哥庄素有“山海小城 渔

村茶乡”的美誉，无论是山珍还是

海味，都有着颇高的知名度。王哥

庄大集形成于清朝初期，距今已有

一个个有着百年历史的青岛大集是植根于青岛人心中的“最纯民俗风” 。（图 / 陈绪卫）

Qingdao fairs, with a century-old history, are the "purest folklo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Qingda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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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至村东南方的开阔地带。随着改革

开放的步步深入，市场贸易日益繁荣

兴旺，1995 年，集市北侧马戈庄海

鲜批发市场形成；1999 年，集市北

侧旧货交易市场建成；2005 年，集

市东北侧商贸城建成；2009 年，集

市东南侧以海鲜集散为主要特色的上

马农贸市场和海鲜餐饮为主的上马胶

州湾特色小海鲜美食港建成。这些不

同商业体的建成，与上马大集交相呼

应、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大大丰富

和完善了集市贸易的内容，使这百余

年的古老集市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

力。如今，上马大集已被评为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香飘万里的麻湾大集
零下 10 摄氏度的低温，迎风走

着面如“刀割”；滚滚车流中不断发

出嘈杂的声音，扬尘让人口鼻发麻；

崎岖不平的小路让年迈的老人越加步

履蹒跚……可在红火的大集面前谁在

乎这些呢？从集市响起第一声吆喝的

那刻起，整个集市就会如往常一样呈

600 余年历史。历史久、年味浓、规

模大、商品多、人气高，干鲜海产

品唱“主角”，是王哥庄大集的特点。

逢农历四、九为集市之期，特别是

进了腊月门以后，王哥庄大集更有

了浓厚的年味，不少外地朋友慕名

而来，赶一次最有民俗味和年味的

大集，为家里置办年货，买特产走

亲访友，人人满载而归。

如今，以王哥庄利客来门前活

动广场为中心，分为多个区域。服

饰、鞋帽、干鲜海产品、日用百货、

干鲜瓜果、农副产品、粮食、各种

肉类、小吃百货、时令蔬菜、各种

花卉等一应俱全。在琳琅满目的货

物中，最大的亮点就是遍布整条街

的干鲜海产品，甜晒鲅鱼、干面包

鱼、干墨鱼、干鳗鳞鱼、干鼓眼鱼、

干老板鱼、干鲈鱼等 200 余种王哥

庄当地正宗干海产品应有尽有，就

像晒干了的海底世界。由于地理位

置的优势，加上地铁 11 号线开通后

的交通便利，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市

民游客前来赶集。

舌尖上的上马大集
虾虎、蛤蜊、海蛎子、鱿鱼、蛏子、

老板鱼……如果你是海鲜发烧友，

来到这里一定会让你大呼过瘾；如

果你喜欢热闹，爱好传统民俗文化，

那么 10 万人同赶一集的景象绝对让

你不虚此行。这里就是始于清康熙年

间、有着 300 年悠久历史的青岛市城

阳区上马大集。海鲜满市的上马大集

对上马人来说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

更是难以割舍的大集情结。

上马集古时称马戈庄集，当时

集市规模较小，大都是走街串巷的小

商小贩。小商小贩在农历的三、八

之日变走街串巷为到集结定点交易。

于是逢农历三、八便形成了马戈庄集

市，据《即墨县志》记载，在光绪年间，

马戈庄集市已具规模，民国时期规模

更大。集市贸易原来只有针头线脑、

锅碗瓢盆，后来又增添了杈把扫帚、

粮米油盐、蔬菜瓜果，还增添了耙耢

驴具和大牲口市场。 

1988 年，迫于现有场地已满足

不了日趋扩大的集市，集市由原村街

海鲜满市的王哥庄大集。（图 / 王华）海鲜满市的王哥庄大集。（图 / 王华）

Seafood-filled Wanggezhuang Fair.Seafood-filled Wanggezhuang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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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热闹红火的景象，这里就是青岛

胶州市胶东镇麻湾大集。红烛和黄香

是它的标志，火爆的人气让大集久经

考验仍屹立不倒。

麻湾大集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这

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已经困扰了胶东

镇街道的工作人员许多年，每个大集都

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可麻湾大集

到底存在了多少年，似乎寻遍整个街道

也无人能够说出，更没有文字性的记载，

只能从老人们的记忆中了解。

麻湾大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

到明朝，因为当时胶州当地的人不是

很多，而且住的非常分散，在没有麻

湾大集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几乎是自

给自足，或是当村人之间互通有无，

之后一些麻湾村的村民推着小推车或

者是挑着货郎担到胶东镇各个村沿街

叫卖，这也是整个胶东镇最早的一批

买卖人。在这些小商贩的努力下，后

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把麻湾村当做胶东

镇的一个商品较为集中的地方，久而

久之，麻湾村就成了胶东镇一个小有

名气的小市场，有了固定的摊位和固

定的消费群，这就是麻湾大集最早的

雏形。

但从 1990 年开始，大集的规模

几乎是每年都在扩大，到现在整个大

集的长度超过千米，销售的商品超过

百种，成为胶东镇最大的集市 , 同时

也是整个胶州地区最大的集市之一。

整个大集的摊位均呈环形布局，形成

一个巨大的“商圈”，鱼市、肉市、

菜市、布市、花鸟市、牲畜市……绵

延千余米的麻湾大集分为 20 多个门

市，各类货物应有尽有。

500 岁的辛安大集
作为青岛西海岸最古老、最大

的集市，辛安大集至今已有 500 多年

For those who have grown 
up in Qingdao, going to 
the Daji, or fair, means 

the warm sunshine in winter, the 
beautiful memory of childhood, 
and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ir 
growth. As soon as the twelfth 
month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comes, Fairs in different places 
in Qingdao, with a century-old 
history, begin to present a strong 
festivity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t is 
the “purest folklo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Qingdao people.

For  people  in Qingdao,  the 
tradition of going to the fair can 
be traced back many years.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fair is like a 
society with diverse economic 
elements and rich cultural charm. 
In the past when the commodity 
economy was underdeveloped, the 
market w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people to exchange items and 
ideas. In modern times when the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thriving, 
densely located supermarkets and 
convenience stores are replacing 
the fairs to provide people with 
what they need. In people’s hearts, 
however, the Daji culture featuring 
vendors’ hawking merchandise and 
the customers’ joy can never be 
replaced.

的历史了。近百年来，辛安大集经历

了多次搬迁，规模不断增加。

据辛安忠孝寺内石碑载，明宣

宗宣德元年（公元 1426 年），赵宏

等人倡导于古历三月初五在辛安起

集，集日逢五排十，遇小月顺延一天

（遇小月为初一，除夕遇 29 日不顺

延）。每年农历三月初五和冬月初五

日为山集。经历 500 多年风雨的辛安

大集始终兴盛不衰。2001 年春开始，

辛安大集除逢五排十为大集日外，又

加逢三排八为小集日。虽然现在辛安

街道的商场、超市很多，但周边老百

姓还是习惯农历逢五、逢十赶赶辛安

大集。从针头线脑、面人糖瓜、红白

喜事用品到蒜臼子、面板、香炉等都

能买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辛安

大集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中最明

显的便是地址的多次变迁，但不论

如何变迁，热度却始终未减。据辛

安村的老人们回忆，在近百年中，

大集从村北搬到村内，从村内搬到

南河滩，后又从南河滩迁到村内，

2012 年 9 月辛安大集正式落户黄河

路批发市场。

400 年的即墨王村大集
王村大集是青岛即墨东部历史

最为悠久的集市之一，自古就有“通

工商业，便渔盐之利”之说。远古时

代，当地居民就有将各自生产的农副

产品和海产品等聚此交易之习，积习

成市，逐渐成为“岛里”最大的集市，

延续为农历“三、八”时“商贾云集，

货物相易”，吸引了即墨、海阳、莱

阳等外地商贩前来贸易，市场得到迅

速繁荣，规模越来越大。至明万历年

间王村大集为即墨县十三乡集之一。

清朝中期到民国初年，已开建比较上

层次的“吉兴”“福盛店”“天合昌”

等老字号名号店铺 40 多家，并具有

自己的通用货币，十分罕见。如今王

村大集依然繁荣，已成为繁荣当地经

济，造福一方百姓的商业平台。　

赶集，是一幅热闹繁荣的乡俗

年画；赶集，是一道美好憧憬的心

灵画面。它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

印记，成为人们心中最深处的记忆。

集市中并不是只有买和卖，更有许

多人的儿时记忆。赶集，逛的是文化，

凑的是热闹，更是青岛一道别具特

色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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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 Fair

去寻找年味，怎少得了赶集呢。

那嘈杂熙攘的人群中迭起的朴实乡音，那清早冷风中特有的泥土芬芳，那

挪不开眼、移不了步的一摊摊货物……无不诉说着时光里仅有的年味。

作为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泊里大集已有近 300 年的历史，几乎与泊里

镇同时起源。这个青岛西海岸新区尚存的最古老也最大的集市，承载着时光，

承载着生活，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腊月里的泊里大集，格外红火。除了当地人前来置办年货，许多家住主城

区的市民大清早地纷纷赶来，感受年的气息。3000 多个摊位几乎能够包揽所有

需要置办的年货，从针头线脑到活鱼鲜花，吃的、穿的、用的琳琅满目。除了

传统的福字、对联、年画等必不可少的年物，泊里特有的烧肉、烧鸡等当地特

色美食也是炙手可热的年货。在嘈杂的吆喝声中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馇”；在

姹紫嫣红中选一盆最应景的茶花；挑一把甜晒海米、抓两把硬糖、扛一卷泊里

红席、捎两份年糕……迫不及待地赶来，满心欢喜地离开——这，就是腊月里

泊里大集带给人们的乐趣：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过程中的平凡朴实的快乐。

泊里大集
图 /侯贺良  文 /王欣

To enjoy the festivity of the 
New Year, how can we miss 
the fair?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Qingdao, Poli Fair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300 years, dating back 
to approximately the dawn of Poli 
Town. It is the oldest and largest 
market that still stands today in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of Qingdao. 
Poli Fair bears the imprint of time 
and life and also carries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righter future.
In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Poli 

Fair is more bustling than usual. 
More than 3000 stalls can provide 
almost all the good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People can’t wait to come 
and leave with sheer joy, the joy 
brought by Poli Fair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What you buy is 
not important. It’s the plain joy of 
walking around the fair that really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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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Daytime or Nighttime, Beautiful all the Time

传统夜市美食飘香，袅袅烟火，然而，高品位夜生活并不拘泥于此 , 如今还有书香氤氲 , 星

月情愫，引领文化休闲新风貌。高质量夜经济是一座城市管理智慧和营商环境的综合体现。夜晚

从不缺少故事。历史长河泱泱，生活辽阔纵深，夜文化不必囿于单一形态，经由创新创意，可持

续不断走向深层次、高格局。

青岛，人人懂你夜的美

文 /方童  图 /韦聪

——青岛上榜 2020 夜经济影响力十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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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由瞭望智库联合腾讯

共同编写的《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

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

正式发布。《报告》从夜经济传播力、

创新力、产业规模、商圈流量 4 个维

度对目标城市进行综合评价分析，重

庆、成都、长沙、青岛、北京、西安、

上海、深圳、广州、武汉 10 个城市从

50 个目标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 2020

年夜经济影响力十强城市。

据 悉，2020 年， 瞭 望 智 库 和 腾

讯成立课题组，在对城市夜经济发展

进行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充分结

合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从夜经济传播

力、创新力、产业规模、商圈流量 4

个维度对目标城市进行评价分析，其

指标权重分别为 30％、30％、20％和

20％。城市夜经济传播力评价分成两

部分，包括机构媒体的传播指数和社

交媒体的传播指数，从图文、短视频

等内容上系统评价目标城市的夜经济

传播影响力。综合数据分析，重庆、

长沙、青岛、成都、西安、广州为夜

经济传播力第一梯队城市；北京、上

海、深圳、武汉、南京为夜经济传播

力第二梯队城市；杭州、济南、石家庄、

厦门、郑州、天津等为夜经济传播力

第三梯队城市。

夜经济是撬动消费的“金钥匙”
2019 年，夜经济影响力十强城市

分别为：重庆、北京、长沙、青岛、

深圳、广州、济南、成都、西安、石

家庄。从榜单看，重庆、长沙、青岛、

北 京 等 夜 经 济 实 力 继 续 保 持 领 先 优

势，上海、武汉夜经济影响力快速提

升，2020 年首次进入夜经济影响力城

市前十。

消费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

动力。2019 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 57．8％，已连续 6 年成为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引擎”。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消费

更成为稳经济的重中之重。贯彻中央

促消费扩内需战略部署，多地出台的

新一轮促消费政策中，“培育夜经济”

作为关键之举，成为各地撬动消费回

暖的“金钥匙”。疫情下夜经济的突

围与创新，是 2020 年城市夜经济发展

的关键。多地从政策端不断发力，为

夜经济发展提供切实支持，城市夜经

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和新活力。为鼓

励城市夜经济创新发展，经课题组评

定，成都、青岛、石家庄、长沙、武

汉、呼和浩特 6 个城市为 2020 年城市

夜经济发展创新城市。与此同时，各

地在助力夜经济发展的落地举措中，

进一步创新产品、场景、业态、模式，

丰富夜经济发展的内涵，涌现出了一

批特色鲜明的创新案例。多地发放消

费券聚人气点燃夜经济、青岛打造“音

乐酒吧一条街”力推国际时尚城建设、

滦州古城着力打造“古城月下游”、

青岛啤酒“啤酒＋夜经济”激发城市

活力等被评为 2020 年城市夜经济发展

创新案例。

独特的“美景”，独特的夜
大城市的“千城一面”, 让人们开

始反思城市发展的坐标和价值取向。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 , 促使城市在追

求效率的同时 , 向和谐社会和绿色宜居

方向发展。早已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

青岛的夜景成为了人们心向往之的美

景，夜色下的海滨是别有韵味的，白

天云集的游人已经散去，空旷的海滩

竟然难得有几分寂寞。远处沙滩上是

一些喜欢夜晚漫步的人，似乎远远都

可以听到他们嬉戏玩耍的声音。靠在

夜晚的青岛可以感受“楼宇灯光秀”的酷炫，月色
楼台，倒影成画。

At night in Qingdao, you can enjoy the dazzling 
light show on the buildings. The   mesmerizing 
reflection in the sea is reinforced by moo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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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杆上吹吹海风，风中会夹带些咸咸

的海水的味道。

偶尔会选择在冬日临海而坐，一

幕幕的美景让人忘却了凛冽的海风。

夜幕降临时，海边绚丽的色彩让人不

禁以为这是到了欧洲的海边，不，这

里是青岛。当霓虹灯闪烁的时候，前

海景色令人陶醉。青岛东部的奥帆中

心好似影视大片里的游艇会，大气而

奢华。浮山湾流光溢彩，美得令人窒

息。

漫步五四广场，可以感受到“楼

宇灯光秀”的酷炫，月色楼台，倒影

成画。栈桥宛如水上明珠，灯火辉煌。

因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有朋自远方

来》灯光焰火艺术表演惊艳世界，青

岛海边一线的高楼灯光成为巨幕，串

联着城市与演出的贯通融合，既有心

意，又是一次技术突破。过去，青岛

的夜晚是璀璨的，星星点点的灯光装

扮着深夜的青岛，每一处灯光都透露

出家的温暖，而如今，青岛夜晚是绚

丽的，华灯初上便让整个青岛明亮有

深意，那一方璀璨仿佛展示着人们的

幸福生活。

小鱼山亭台剔透玲珑，连同信号

山上红色的蘑菇楼，在蓝天、白云、

碧海的映衬下，宛如一幅充满异国情

调的月光画卷。夜色下，走进挂满文

化符号的大学路，以一种隐匿的姿态，

静静地停顿在属于上个世纪最初期的

时光隧道里。百年梧桐擎天蔽日，恋

人在汉白玉镶嵌的大学路与鱼山路街

角相遇，像是一种油画的美，一种说

不尽的芳华流连。沿着海岸线一直向

东，过了鲁迅公园就是水族馆，海边

红礁石高低错落，山海为盟，风月见证，

不时可见拍婚纱的新人和依偎而坐的

情侣，在“海誓山盟”之城用相机定

格浪漫。

夜色的帷幕拉开
一切从美食开始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白天的经济

指标固然重要 , 夜生活的多元性和独特

性同样不容忽视——高品位夜生活，

已然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有活力

和前景的标准之一。穹庐月光绢柔 , 坊

在青岛，夜幕降临后的台东夜市，便在热闹喧嚣中拉开序幕。

In Qingdao, the Taidong Night Market opens in a bustle after night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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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灯火星明。对于许多人来说，告别

忙碌的白昼 , 属于自己的生活终于随着

夜色拉开帷幕。

在青岛，夜幕还未降临，台东夜

市便在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拉开序幕。

沸腾的锅里冒着热气，各色食材在铁

板上滋滋作响，色香味混合着吆喝声、

嬉笑声，勾画出夜色小城的街市生涯，

把青岛原汁原味的夜生活停顿在舌尖、

藏匿于味蕾。

提起台东夜市，老青岛们再熟悉

不过了：熙熙攘攘的人流扎堆成片，

或穿梭于小龙虾、臭豆腐、烤鸭肠等

美食，或驻足于外贸店、花市和各具

特色的小商品，逛一晚上，总能满载

而归。现在，跟着市场整治，原来延

伸到远处的夜市局限缩小，台东步行

街仅和兴路夜市保留，立起了“老东

镇贸易小吃文化街”的牌子，灯火通明、

烟火气实足。

长久以来，啤酒和海鲜的搭配，

只 是 青 岛 这 个 城 市 用 来 招 呼 打 卡 式

游 客 的 特 产。 殊 不 知 如 果 没 在 深 夜

的 马 路 牙 子 上 嗦 上 一 碗 野 馄 饨， 你

还 是 等 于 没 有 来 过 青 岛。 而 今， 马

路 牙 子 上 的 野 馄 饨 摊 已 大 多 被 进 入

店 面 的 野 馄 饨 店 所 取 代， 也 依 旧 阻

挡 不 了 人 们 对 它 的 喜 爱， 这 些 小 店

家 的 魅 力， 丝 毫 不 比 夜 市 上 的 美 食

有 所 减 少， 相 反 成 为 了 青 岛 夜 生 活

中独特的存在。 

作为国民夜宵，馄饨太过普遍，

牢 牢 占 据 着 北 方 人 民 心 目 中 的 早 餐

一 席。 但 在 青 岛， 它 却 是 夜 的 代 名

词。因为，不在深夜 11 点后才开始

营业的馄饨店不叫野馄饨。在这里，

你 能 看 到 人 生 百 态， 你 能 领 略 夜 晚

的 精 彩。 包 馄 饨 的 大 姐 撩 起 那 层 纸

薄 的 馅 皮， 是 这 座 城 市 的 秘 密 徐 徐

向 你 展 开 的 帷 幕。 归 乡 的 游 子 会 在

第一时间呼朋引伴，不顾路途疲惫，

加 入 野 馄 饨 店 排 队 的 大 军 之 中。 直

到 感 受 温 润 的 海 风 拂 面， 行 道 树 的

落 叶 被 吹 进 掉 进 汤 头， 才 算 是 终 结

了一路风尘仆仆攒下的乡愁。

我愿在酒吧“放飞”心灵
青岛的酒吧街各有特色，有的细

腻时尚、有的热闹喧嚣、有的激情四射、

有的流光溢彩……一条条多元、自由、

个性的酒吧街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位于青岛市市北区新都心万科生

活广场的台柳路 1907 音乐街如今对于

我们而言应该很熟悉。2019 年，为助

力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市北区

充分挖掘台柳路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按照“简约、活力、时尚、新潮”的

原则，打造了台柳路 1907 音乐街区，

链接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将

潮流酒吧、时尚餐饮、休闲娱乐等多

主题业态高度融合，打造了一个全青

岛规模最大、业态最全、辐射范围最

广的时尚新地标，以此来助力辖区“夜

经济”的发展。如今，随着 1907 音乐

街的打造，台柳路已经成为点亮青岛

夜经济的新地标。潮流元素的不断充

沛，也使音乐街时尚感满满，同时，

因历史元素的加持，又让这个时尚商

圈添了新的文化内涵。

白天用一杯咖啡抖擞精神，晚上

用一壶浊酒抚触灵魂。崂山星光里时

尚休闲街区的打造，恰好满足了当下

年轻人对夜生活的需求。开街后的星

光里街区进行了街区亮化，灯火通明，

霓虹闪烁。热恋中的情侣可以走进咖

啡厅延续甜蜜，或走进一家餐厅演绎

“深夜食堂”的美妙；三五好友可以

相约酒吧，音乐伴美酒，在这里畅谈

宣泄，快意酣畅。作为一座美食聚集

地、时尚玩乐场、浪漫风情街，崂山

星光里时尚休闲街区深挖街区多元文

化元素，汇聚时尚新势力，以深度体

验感、参与感、即时互动，成为潮流

青年的网红打卡地。

此外，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火

凤凰酒吧街，依托浓郁深厚的啤酒文

化和简约典雅的德式建筑，打造了一

个“理想·生活·文艺”的交流空间，

融合着酒吧、咖啡吧、茶吧、书吧等

多元经营业态，集酒文化、餐饮文化、

乐队文化、创意艺术于一体，采用“酒

吧 + 餐饮 + 演艺”经营模式，倾力打

造的高品质酒吧街区……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属于

酒吧街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畅享夜

色中，玩累了，随处一歇，随手一拍，

便是风景；逛饿了，品尝下西式甜点，

点一杯茶歇或是咖啡，亦可选择一家

“万国餐馆”尊享饕餮盛宴，让你越

夜越嗨。

On January 20, 2021, the 
R e p o r t  o n  N i g h t t i m e 
Economy In f luence  o f 

Chinese Cities (2020)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port”), jointly 
compiled by Liaowang Institute and 
Tencent,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The 
Report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arget 
cities in four aspects: nighttime 

economy influence, innovation, 
i ndus t r i a l  s c a l e  and  bus ine s s 
area flow. Ten cities,  including 
Chongqing, Chengdu, Changsha, 
Qingdao, Beijing, Xi’an, Shanghai, 
Shenzhen, Guangzhou and Wuhan, 
stand out from the 50 target cities 
and become the top ten cities with 
the most  inf luent ia l  n ightt ime 
economies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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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National Level Exhibition in Qingdao in 2021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历史长河中，

中国的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

2021 年第一场高规格“国展”亮相青岛
文 /韩海燕  图 /王勇森

众所周知，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

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

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

“书法”呢？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

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

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对立

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同时又反映了

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

养。经历宋、元、明、清，中国书法

成为一个民族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和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在

汉字发展演变中，篆、隶、楷 3 种书

体通常称之为正体，历经漫长的传承

与积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审美传统，

成为中国书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倡导书家沉潜书艺，深入研习

正体书法，推动当代书法艺术在继承

与发展中构建时代书风，1 月 8 日，全

国书法界广泛瞩目的“全国第五届正

体书法作品展览”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中铁世界博览中心隆重举行。本届书

法作品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青岛市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

心、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青岛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青岛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青岛西海岸新区管理委员会

承办；青岛市书法家协会、青岛西海

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青岛西海岸新

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中铁青岛

世界博览城给予支持。

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

世农，中国书协副主席、山东省书协

主席顾亚龙，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

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孟鸿声，山

东省文联办公室主任康永华，中共青

1 月 8 日，全国书法界广泛瞩目的“全国第五届正体书法作品展览”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铁世界博览中心隆重举行。

On January 8, 2021, the much-awaited 5th National Zhengti Calligraphy Exhibition was held in Qingdao Cosmopolitan Exposition, West Coast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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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将为青岛书法事业的繁荣发展

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开幕式上，还首次播放了《山海

情深、翰墨青岛》《翰墨山东、正书天下》

的专题宣传片，直观展示了青岛历史

悠久的三里河文化、东夷文化、齐文

化和琅琊文化的悠久历史，以及先秦

文字、秦汉书法遗迹、崂山道教刻石、

历代名家名作，并介绍了康有为、弘一、

老舍、闻一多等近现代名家书法名作，

让我们深入了解了青岛书法的深厚底

蕴和青岛书协近年代打造具有山海风

化特色的地域书风的成就。此外，山

东省王羲之书法特色学校青岛西海岸

兰亭小学的孩子们为展览献上了一场

精心编排的书写表演。在优雅的音乐

旋律伴奏下，8 个孩子手执毛笔，用篆

书、隶书、魏碑、唐楷 4 种正体书写

下“山海情深、翰墨青岛”8 个大字，

为开幕式增加了一大亮点。

齐鲁文脉源远流长 
正书创作底蕴雄厚

据介绍，本次展览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

文艺工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植根传统、鼓

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的创作

理念，不断推出精品和人才，引导广

大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

承续中华文脉，把握时代脉搏，陶铸

时代审美，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自 2020 年 7 月 15 日征稿启事发

布以来，全国第五届正体书法作品展

得到了全国各地书法爱好者的高度关

注，山东省书协、青岛市书协等各级

单位高度重视、积极筹备、规范管理，

严格按照中国书协主办的国家级届展

标准开展工作，确保展览筹备、宣传、

收稿等各项工作规范实行。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正书展

组织管理水平，中国书协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联合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

游局以视频会议形式对大展工作人员

进行了培训。培训围绕来稿的收件、

分类、整理、登记、打包等重点环节，

特别是稿件书体的分类分拣、作者信

息录入等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

青岛市文联、 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

旅游局加强经费和人员投入，购置充

足的监控、录档、仓储等设备，并组

织工作人员全面高效投入筹备各项工

作。2020 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正书

展进入投稿高峰期，青岛市书协、 青

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等承办单

位制定了详尽的工作预案，相关人员

坚守岗位，加班加点，认真妥善对待

每一件投稿作品，严格做到收件、整理、

录档、入库当日完成，确保了投稿高

峰各时段工作的有序开展。

此外，青岛市书协还围绕本届正

书展举办了培训班。培训班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抢抓展

览在青岛举办的大好机遇，组织培训

会员加强业务学习和 服务意识。中国

书协隶书委员会秘书长韩少辉、中国

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姜寿田分别作《从

国展谈书法规律的学习》《本土传统

书法文化、审美精神与现当代书法创

作》专题讲座。青岛市书协主席范国

强以《青岛地域书风建设的思考》为

题做了展前动员。

据了解，本次展览共收到 17409

件 作 品， 其 中 楷 书 10027 件、 隶 书

4915 件、篆书 2467 件。经过评委会严

格评审，共有 293 位作者的作品入展。

展览以“公平、公正、阳光、干净”

为评审原则，突出评审活动的创作导

向性、行业专业性和艺术权威性。通

过严谨详尽的评审规范与程序，对每

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青林，青岛市

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魏胜吉，青岛

西海岸新区副区长张磊娜，青岛市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健以及青岛市

委宣传部、青岛西海岸新区有关单位

领导，青岛市书协名誉主席、顾问、

主席团全体成员，全国各地的入展作

者和书法家、书法爱好者、新闻媒体

记者等 3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中

国书协主席苏士澍以视频方式在开幕

式上致辞。随后，顾亚龙、魏胜吉、

张磊娜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山东省书

协副主席、青岛市书协主席范国强主

持。苏士澍在致辞中首先肯定了青岛

市及西海岸新区有关部门和工作团队

的辛勤付出。他讲到，这次展览得到

了全国书法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大家

踊跃参与，不仅体现了书法作为中国

优秀传统艺术的恒久魅力，更体现出

书法家们信念坚定、共克时艰、潜心

创作的饱满热情和良好风貌，以及融

入文化血脉、引领时代精神的家国情

怀和责任担当。

顾亚龙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全省书法艺术工作者从书法创作、学

术研究、人才培养、志愿服务、组织

建设、文化惠民等方面综合推进，山

东书法创新发展迅速，每次全国性展

览的投稿量与获奖入展人数都名列前

茅，成为名副其实的书法大省、强省，

多次得到中宣部、中国文联、中共山

东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表彰。在这

份沉甸甸的成绩单里，青岛市书协作

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举办这次全国正

体书法作品展览，我们欣慰地看到，

青岛的书法发展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宏阔的学术思考、完善的展览机制、

丰富的创作面貌，体现出青岛书法人

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可以说，无

论从高度、深度和广度来讲，这次展

览是青岛近年来最有代表意义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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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评者及每一件投稿作品进行客

观公正的评审。

本次评选出的入展作品精彩纷呈、

风格多样，体现了广大书法作者对传

统经典的深入理解和开掘，是当下正

体书法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代表了

现阶段正体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平，更

是当代正体书法艺术风貌和时代价值

审美的集中反映，对于弘扬正体书法

经典，端正书法创作风向，彰显正体

书法创作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而青岛也将以全国第五届正体书法展

作为推动文化发展的新平台，积极推

动书法事业繁荣发展，为青岛乃至山

东的文化建设打造新品牌、增添新亮

点、书写新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是疫情

以来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个启动并展出

的高规格“国展”，并且也是新时期

以来青岛首次由官方举办的国展，可

谓筹备全面，内容精彩，形式创新，

意义重大。这个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

书法艺术本身的专业价值，从而被赋

予了一种弘扬正能量、提振精气神、

凝心聚力以艺抗疫，以正书而正人的

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展览还是今

年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岛

城市建置 130 周年献礼的一场文化盛

宴。展览的成功举办，也正是社会各

界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齐心努力共同献

本次展览共有 293 位作者的作品入选。

A total of 293 authors' works were displayed in this exhibition.

上的一份特殊的文化礼物。

据悉，全国正体书法作品展览作

为中国书法家协推出的最高级别的单

项展之一，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正体书”的定义是书法史上历代的“官

方正体”书法，包括篆书、隶书、楷书。

历经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现已成

为凝聚广大书家，推出精品、推出人才，

集中展现当代正体书法艺术水平的高

端平台。山东具有丰厚的正体书法资

源，青岛则是秦代“书同文”推行官

方正体书法秦刻石真迹《琅琊台刻石》

的故地。因此中国书协选择山东青岛

举办正体书展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近年来，青岛书法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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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 r d e r  t o  e n c o u r a g e 
c a l l i g r a p h e r s  t o  d e v o t e 
themselves to Zhengti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as a whole, 
and  to  advance  contemporary 
calligraphy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much-awaited 
5th National Zhengti Calligraphy 
Exhibition was held in Qingdao 
Cosmopolitan Exposition, West Coast 
New Area, Qingdao, on January 8, 
2021.

This exhibition was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t implemented 
the decis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 i terature and arts ,  adhered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contributed to the goal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socialism, the policy 
of “hav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n cultural advances. The 
exhibition followed the strategic 
vision of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 ional  Chinese culture . 
Through the exhibition, calligraphers 
were encouraged to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artistic creation: being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ostering innovation, integrating 
arts with literature, and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The exhibition 
showcased high-quality works of 
calligraphy talents, boosted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alligraphers 
and motivated them to pass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shape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modern times and to scale 
the heights of arts.

多次举办了有影响力书法活动，青岛

籍作者在各项级别的全国大展中屡创

佳绩。本次展览对于展示青岛美丽滨

海城市形象、融汇青岛历史文化名城

建设、提升青岛文化艺术影响力都将

产生长远影响。

全国第五届正体书法作品展组委

会秘书长、山东省书协副主席、青岛

市书协主席范国强介绍说，正体书法

中诸体都有极强的艺术个性表现力，

同时又具有极强的“范式”“法度”

制约性，因而如何在继承中开掘意蕴、

突显个性对于书法家来说，既是基础

性的也是综合性的一个大考。举办此

次正体书法作品展览无疑具有非同寻

常的固本、培根、筑基意义。

此次展览将对青岛书法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This exhibition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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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ing Qingdao, Warming the People

时光总无情，岁月亦无心，时间带走生活的忙碌与繁杂，虽不轻易留下印记，但仍未能阻挡

“感动青岛”默默流淌的精神力量，随着一年年的进行，成为了青岛市民心中的年终盛典。每一年，

它像是约定，更像是期盼。

感动青岛，一股温暖向上的力量
文 /魏浩浩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要求，“感动青岛”颁奖典礼采取线

上的方式进行。即使不能到现场，我

们也在电视前、手机中聆听他们的故

事，感受他们大爱的道德情怀。孙文

欣、栾德鑫、陈呈章、卢振华、青岛

市乡村振兴工作队、山东港口青岛港

“连钢创新团队”、青岛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群体……10 名个人、3 个团

队，他们一个个名字的出现，谱写了

一曲曲在 2020 年度属于青岛的赞歌。

有人说：“每一次观看‘感动青岛’，

感动都会在霎那间汇聚在一起，形成

一股无限的力量，强烈地震撼着心灵，

冲击着每一根神经，直到感动的泪水

潸然而下。”这样的评选、这样的仪式、

这样的感动，讲述着平凡人的故事，

传递着无形的正能量。现如今，走过

17 年的“感动青岛”逐步成长、丰盈，

为注入人心的能量一次次蓄力，为社

会的这本“好人之书”不断增加全新

的篇章。

岁月更替 不变是你
197、1040、7、97…… 这 一 串 非

凡的数字，记录的是青岛人感动的次

数，描绘着“感动青岛”为人们所带

来的感人故事。自 2004 年起，连续 17

年开展的“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

活动在青岛引起热烈反响。截至 2020

年 12 月，评选出的青岛市“感动青岛”

道德模范 197 名（含 29 个群体）、文

明市民 1040 名，其中 7 人当选全国道

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97 人荣登中

国好人榜，65 人当选全省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414 人入选山东好人榜。至此，

在青岛形成群星灿烂和七星共明的道

德典型格局，打造了德耀青岛好人群

体，为青岛加快建设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国际大都市提供了丰润的道德

滋养。

随之而来的，评选也成为一种道

德的弘扬，从中走出的“人物”则代

表着青岛的文明风尚。他们弘扬真善

美，传播正能量，或助人为乐、仁者

爱人；或见义勇为、舍生忘死；或诚

实守信、敬业奉献；或孝老爱亲、血

脉情深，一次次温暖人心，一次次感

每一年“感动青岛”默默流淌的精神力量，成为了青岛市民心中的年终盛典。（图 / 董志刚）

“Touching Qingdao” gives people warmth and encouragement every year and has become a year-end celebration in the hearts of Qingdao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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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成为了社会热心人，成为了人们

眼中的“青岛好人”。

还记得青岛好司机慕春华吗？曾

经，她用一个半跪的身姿，树起了一

个“的姐”的道德高度，一个搀扶的

动作，扶起了曾被冷漠伤害的人性良

知，她热情服务乘客，在营运中见义

勇为、助人为乐，做好事数百件，多

次受到表彰嘉奖。是“感动青岛”给

予她褒奖，也是从那时起，人们知道

了青岛有个“红飘带”的出租车队伍，

他们甘于奉献，助人为乐。

还记得崔风业以 50 元的价格买了

一个旧保险柜吗？在这样一个不起眼

的保险柜中，崔风业却发现了两本存

折、一根 50 克金条等价值十几万元的

东西，然而他并未动心，而是辗转联

系失主，最终不图回报，完璧归赵。

还记得用一把扳手拧了 60 多万颗螺

丝，每一颗都做到了零失误的管延安

吗？他 7 年如一日地奋战在施工一线，

见证了这项超级工程的伟大崛起，为

港珠澳大桥建设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

献……细数着 100 多位“感动青岛”

道德模范的事迹，仿佛重新回顾了“大

爱青岛”的无数个动人瞬间。他们是

平凡人，辛苦劳作、上下求索、默默

奉献、朴实无华，为城市、为社会添

砖加瓦，为他人、为弱者遮风挡雨，

为明天、为未来铺织锦绣……所以，

当他们站在舞台上时，便是属于平凡

人的高光时刻，才会显得那么高大槐

梧，那么光华四射。

感动过后是行动
长久以来，“感动青岛”成为了

一个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良好平台。在这

里，你能以心灵聆听中华民族精神、思

想脉动的主旋律的各种“乐章”，或悲

壮慷慨或昂扬激越，这些不同“乐章”

既是民族精神主旋律的具体表现，又不

断丰富和发展着大爱精神的主旋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

能至，然心向往之，令人神往。而“感

动青岛”正如一面成就世界的镜子，

它的观众在感动之后是被打动和为之

行动的，一些人们后来成为了“感动

青岛”的人物，恰如佛学中一典故所

言：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破坏这个世

界的力量，而是成就这个世界的力量、

挽救这个世界的力量、救护这个世界

的力量、重新生发这个世界的力量。

感动过后是行动，这样的带动效应不

可限量。

有人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让人感

动。感动，不仅是人个体内生的情感，

也可以转化为集体性的感染。17 年来，

“感动青岛”通过辐射，使感动一次

次发酵、传导、催化和蒸腾，成为人

心向善的动力源，社会进步的正向标。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平凡人将走进这

个舞台，通过评选活动的熏染洗礼，

让更多人带着感动回归家庭，走向社

会，而生活将一定变得更加美好。

动青岛。后期，人们在道德模范座谈

会上聆听他们；在道德模范“故事汇”

巡演巡讲中学习他们；在各类的公益

广告宣传中看到他们，是大爱的力量

助推他们前行，是城市的重视传递着

“好人精神”，让人人争做崇高道德

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

生活的创造者。

作为众多评选中的一面旗帜，“感

动青岛”的评选活动走到今天，已经

朝着长效性、常态化发展，是青岛通

过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

树立道德标杆，引领社会风尚，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

为只有道德的力量是强大的、持久的，

不会随时代变迁而削弱，不会因环境

变化而褪色。

属于平凡人的高光时刻
“感动青岛”里的人物，就来自

于我们的生活，来自于我们身边，普

通而平常，恰恰是在这普通而平常中

显出了人性的善良和品质的高尚。还

记得“笑姐”吗？始终笑脸盈盈的宋

桂华在 2006 年走上了“感动青岛”的

舞台，随之而来的是“笑姐”爱心助

残志愿服务团队的动人事迹被人们熟

知，团队在笑姐的带领下健康蓬勃发

展，志愿者队伍一路壮大，他们用暖

心的善举为每一位受助者种下了希望

的种子。至今走过 15 年的“笑姐”团

队始终秉承着“笑口常开做公益”的

理念，坚持做传承传统美德的引领者。

形成了“线上道德讲堂”“量体选衣”“筑

梦花季”“暖冬行动”“快乐驿站”5

项服务品牌，在青岛形成了良好的发

展态势，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前

不久，笑姐宋桂华的女儿信晓娜的助

人事迹被媒体报道，她所在的银行以

爱心企业的身份在公益路上一步一个

脚印。不可否认，一位热心公益的母

亲带动了良好的家风传承，让自己的

Follow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the Touching 

Qingdao 2020 award ceremony was 
held online. Even though we were 
unable to witness it in person, we have 
been hearing their stories and admiring 
their nobility on televisions and 
through the Internet. Ten individuals 
and three teams were commended, 

including Sun Wenxin, Luan Dexin, 
Chen Chengzhang, Lu Zhenhua, the 
Qingdao rural revitalization service 
team, the “Liangang Innovative Team” 
from Qingdao Port, Shandong Port 
Group Co., Ltd. and Qingdao’s front-
line medical worker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Devoted themselve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y composed 
a hymn to Qingdao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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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ing Everyone with Love, Qingdao Lightened by Role Models

道德引领文明，文明推动进步。近日，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在青岛电

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结果揭晓，10 名个人和 3 个群体

获表彰。

用大爱感动你我，用光芒点亮青岛
文 /魏浩浩

按照从严把关、优中选优原则，经

过严格规范的评选程序，市立医院东院护

理部副主任孙文欣、市南区八大湖街道高

邮湖路社区居民栾德鑫、市公安局市南分

局珠海路派出所一级高级警长陈呈章等

10 人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

范称号；青岛市乡村振兴工作队、山东港

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青岛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群体荣获 2020 年度“感动

青岛”道德模范群体奖；姜波、姜法春、

徐德祥、陆学超等荣获 2020 年度“感动

青岛”道德模范提名奖。据介绍，所有获

得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以及

提名奖的个人和团队事迹，都将被存入青

岛市档案馆，成为这座城市的永久记忆。

The society is  guided by 
morality and progresses 
with civility. Recently, the 

Touching Qingdao Role Model 2020 
award ceremony was broadcast on 
QTV-1. Ten individuals and three 
teams were com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trict evaluation and selecting 
from the best, and through a rigorous 
and standardized selection process, 
ten individuals were given the Role 
Model Award, including Sun Wenxi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ursing 
Department of the East Branch of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Luan 
Dexin, a resident of Gaoyouhu Road 
Community, Badahu Subdistrict, 

Shinan District, Chen Chengzhang, 
a community police officer (Police 
Commissioner, Class I) of Zhuhai 
Road Police Station, Shinan Sub-
bureau, Qingdao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Lu Zhenhua, a Line 
K1 bus driver of Qingdao Zhenqing 
Bus Group Co., Ltd., and Xu Xiuyu, 
a resident of Chengyang Village, 
Chengyang Subdistrict, Chengyang 
District. The honorary Group Role 
Model Award was conferred on three 
teams including the Qingdao rural 
revitalization service team, “Liangang 
Innovative Team” from Qingdao Port, 
Shandong Port Group Co., Ltd., and 
Qingdao’s front-line medical worker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近日，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结果揭晓，10 名个人和 3 个群体获表彰。（图 / 杨雪梅）

The Touching Qingdao Role Model 2020 award was announced. Ten individuals and three teams were 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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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帮助这个孩子，让他可以像其他人

一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从那以后，除了每次乘车帮助赫

赫抱上抱下，卢振华更把爱心从公交

车延续到生活中。6 年来，赫赫的衣服、

鞋子等生活用品几乎全部由卢振华自

费购买。他还经常把赫赫接到自己家

中，带赫赫外出就餐、游玩，卢振华

的妻子和儿子也非常支持，将赫赫当

成了家庭的一份子。为了鼓励赫赫坚

持训练，卢振华还每天为他准备一包

牛奶补充营养。同事们问：“为什么

不一箱箱送去还省的麻烦”，卢师傅

解释说：“如果送去一箱孩子可能想

不起来喝，天天给他，能够督促他坚

持饮奶，同时也能让赫赫感受真切地

关爱。”

2020 年春节期间，是疫情防控工

作最紧张的时候，所有社区实行封闭

管理，赫赫也无法外出进行康复。卢

振华知道赫赫家缺少口罩等防护物品，

在反复与社区申请并检测合格后，他

坚持定期为赫赫一家送去蔬菜、口罩

和消毒水等物品。为降低病毒传播风

险，细心的卢振华总是将东西放在楼

下，通知赫赫妈妈前来领取。

6 年的时间，赫赫的鞋子从 36 码

买到了 43 码，赫赫的体重从 30 多斤

一把抱起来，长到了 100 斤。在卢振

华的帮助下，赫赫从不会说话、不会

走路，到现在能断断续续说出“卢……

爸爸，你好……”等简单的问候，可

以依靠自己步行几十米。虽然走起路

来的赫赫是步履蹒跚，说出的话是断

断续续，但这个字、几十步的进步承

载了卢振华 6 年满满的爱。为了表达

对卢爸爸的感谢，赫赫向妈妈索要了

他跟卢爸爸这么多年的合影，用手机

制作了一个“谢谢您·好人”的电子

相册。看着一张张照片，卢振华的眼

眶湿润了，他为赫赫的进步感动高兴。

卢振华说：“未来，他都会一直陪着

赫赫一起努力。”

赫赫的情况被单位同事们得知后，

不少人主动加入帮助赫赫的行列。但

大家不知道的是，赫赫并不是卢振华

惟一帮助的孩子。5 年来，他坚持资助

帮扶南屯社区春蕾女童、贫困同学家

的孩子、大村留守儿童等 6 名孩子，

累计资助金额超 5 万余元。

日前，卢振华帮助赫赫的事迹相

继被光明日报头版文章点名表扬，被中

央电视台《新闻周刊》《24 小时》《朝

闻天下》等栏目详细报道，并被百余家

省市媒体关注转发，在全网引发强烈关

注。在《朝闻天下》节目中主持人这样

评论道“6 年的坚持，他们背着一个病

童的身影，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支浩浩

荡荡的队伍，也成了这座城市最美的风

景。公交车既是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

也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满载着善意

和爱心的真情巴士在温暖这对母子的同

时，随着滚滚向前的车轮，也将人间真

情传递到了大街小巷。”

卢振华  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助人为乐】

2014 年 10 月 1 日，贯穿西海岸新

区东西的公交主干线 K1 路开通，卢振

华因平日工作出色，被选拔为 K1 路上

一名公交驾驶员。3 天后，卢振华正在

首末站珠山路等候发车时，一位中年

妇女用轮椅推着一位大约六七岁的男

孩走来，热心的卢振华赶紧下车将行

动不便的孩子抱上车。当时卢振华没

有想到，这一抱，会将患病男孩深深

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次日，这位大

姐又推着孩子出行，巧合的是，又是

卢振华的班次，他立刻上前帮助，再

一次将孩子抱上了车。大姐被卢振华

的热心举动所感动，趁着发车还有 10

分钟，就将孩子的情况告诉了卢振华。

孩子名叫“赫赫”，由于出生时重度

窒息，导致脑损伤，无法像正常孩子

一样走路、说话，每天要乘坐公交车

前往市北区的专科医院进行康复训练。

赫赫妈妈为了照顾他，无法工作，全

家靠着赫赫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

坚持康复的过程不仅十分耗费体力，

孩子还要忍受住疼痛并具备持久的毅

力和耐心。听了赫赫妈妈的讲述，卢

振华十分难过，他暗暗下决心，一定

颁奖词：君子抱仁义

车轮滚滚，送人间真情；一次偶遇，结出一段佳话。最坚实的怀抱，聚拢起

一个家庭的希望；最朴素的恻隐，激荡起无数向善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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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再次砸开 405 户的大门，匍匐前进

来到室内窗边，徒手将窗户砸开，并

用灭火器扑灭了向外伸展的火苗，救

出已经受伤的母女。由于栾德鑫扑救

及时，火势迅速得到控制，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邻居

们对栾德鑫勇闯火海救人的事迹赞不

绝口。

遇难就帮，该伸手时就伸手！这

是栾德鑫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信条。他

的壮举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工

作 生 活 点 滴 积 累 的 结 果。 栾 德 鑫 从

2008 年开始从事安保服务，主要负

责奥帆中心附近区域的道路巡逻、秩

序维护、应急救援等工作，无论刮风

还是下雨，白天亦或黑夜，栾德鑫用

自己的满腔热血和专业技能守护着一

方 安 全。2019 年 7 月 的 一 天 晚 上，

奥帆中心景区游人如织，人潮涌动。

19 点 30 分左右，一名年轻女游客在

颁奖平台附近拍照时翻越护栏，脚下

打滑不慎落入海中。海浪湍急，这名

女游客很快被冲入到深水中。此时，

正在值班的栾德鑫听到呼救声，飞身

下水，快速游到落水游客身边，用自

己的手臂拉住她，努力向岸边游去，

最终在其他安保人员的帮助下，成功

把女游客救上岸，整个施救过程仅用

了几分钟。“我当时在值班，听到有

人喊‘快救人！快救人！’看到有个

人在海里挣扎，来不及多想，就直接

跳进水中救人。”栾德鑫回忆当时情

形说，人命关天，第一反应就是先救

人，作为一名安保人员，救人是分内

事。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奥帆中

心附近有一个年轻小伙因感情问题跳

海 轻 生。 听 到 附 近 游 客 的 呼 救 声 之

后，栾德鑫顾不上多想第一时间跳进

海里救人，将人救到岸边之后，他第

一时间拨打了 120，并在医护人员到

来之前，对落水者进行了急救。

生活中的栾德鑫也是一个乐于助

人，时刻传递正能量的人。有一次栾

德鑫吃过晚饭后在广场周围散步，行

至广场后面一条小路时，发现一名满

脸是血的男子躺在路边。栾德鑫见状

立刻上前询问情况，发现该男子满身

酒气，他立刻搀扶起这名男子，并将

其送到了附近医院。到达医院后，栾

德鑫又通过该男子手机中的通讯录联

系 到 了 他 的 家 人， 在 他 的 家 人 赶 到

后，栾德鑫才悄然离开了医院。日常

生活中，栾德鑫以身作则，用实际行

动教育孩子要乐于助人，不要计较个

人得失，比如坐公交车见到老人上车

要主动让座，对于别人的帮助要铭记

于心，学会感恩。

作为一名普通的青岛市民，栾德

鑫在工作和生活中几十年如一日，遇

难就帮，助人为乐，默默无闻地弘扬

见义勇为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成

为群众身边的英雄。

栾德鑫  青岛市市南区八大湖街道高邮湖路社区居民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见义勇为】

2020 年 9 月 1 日凌晨 4 点 20 分

左右，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 201 号 1

号 楼 405 户 燃 气 爆 燃， 顷 刻 间 现 场

一片火海，浓烟滚滚，一对母女被困

屋内，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同住该

单 元 的 401 户 居 民 栾 德 鑫 被 爆 炸 声

惊 醒， 他 迅 速 冲 出 房 间， 发 现 楼 道

里 的 火 势 已 经 很 大， 于 是 赶 紧 拨 打

了 119、120 急救电话。为了争取救

人时间，栾德鑫不顾个人安危，在没

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冲进了火

海，他先是用楼道里的两个灭火器将

电箱上的火扑灭，随后开始疏散同楼

层的邻居。一想到 3 楼住户多为老年

人，栾德鑫又马上冲下 3 楼，挨家挨

户敲门疏散。在栾德鑫的帮助下，单

元楼里大多数居民得到了安全撤离。

但由于火势太大，405 户和 406 户的

门迟迟未能打开，栾德鑫临危不惧，

深吸一口气，再次冲进火海，用灭火

器砸开了 406 户的大门，帮助命悬一

线的 406 户一家四口安全逃生。此时，

405 户的防盗门已经被火烧得严重变

形，且现场浓烟密布。时间就是生命，

来不及多想，栾德鑫强忍着刺鼻的气

颁奖词：胆气薄云天

危情不减胆魄，险境更显英豪。你是临危不乱的逆行勇者，侠肝义胆是你铿

锵底色。浓烟滚滚，你与烈焰争分秒；绝境之中，你撞开求生的门，投射出生命

最绚烂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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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里保存着战友生前的照片和视频，

是二老的精神支撑。三伏天里，王军四

处奔走修复了硬盘。再次看到电脑中孩

子的照片和视频时，老人开心地笑了，

笑着笑着又哭了……在老人家中的挂历

上，还记载着很多这样的事：“6 月 11 日，

军儿办煤气卡、修电脑”“6 月 18 日晚，

军儿来陪游玩，开心”“12 月 3 日晚，

王军逼我学手机”……一句承诺，让王

军成了老人的“军儿”。

2020 年 4 月 7 日一大早，王军照例

去看望老人，却发现大娘意识有些不清

醒。医院检查发现，大娘已是肺癌晚期，

癌细胞已扩散至大脑及全身，手术、化

疗都不适合做。此后，王军每天下班都

守在大娘身边。大娘身上疼，他给按摩；

大娘吃不下饭，他用给喂流食；大娘卧

床不能动，他给大娘剪指甲、换药、擦

身体……大娘每次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一遍遍念叨：“军儿，我的儿。”王军

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同事们，先后有 20 多

位同事加入到这场爱心接力援助中。

5 月 30 日，陈大娘因病抢救无效去

世。按照遗嘱，王军为大娘料理了后事。

4 年前，他送战友最后一程时，立下了给

老人养老送终的诺言；4 年来，他一直坚

守自己的承诺。陈大娘临终前把老伴托

付给王军。如今，王军就近把任大爷安

排在身边的养老院，依然每天去养老院

看望任大爷，推他到外面晒太阳、聊天，

帮他解决生活的困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一

诺千金”的重量。

近年来，王军积极无偿献血，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铜奖；先后资助青岛市黄

岛区、胶州市等地的 9 个贫困孩子上学；

为患病同事、战友母亲等捐款近 3 万元；

通过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捐款 5 万余元。

同事换肾在家修养，不愿接受单位组织的

捐助。王军自己买慰问品，逢年过节送去，

说是单位让他捎去的工会福利。就连难

得去一次的西藏自驾游，也是带着一车

衣物送给日喀则的贫困家庭。诸多数字

和善行，诠释了一名税务干部的无疆大爱，

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2019 年王

军先后获评“青岛市文明市民”“山东

好人”。

王军说：“这些事情，谁碰到了都

会去做。我在部队时就和自己约定，要

做一个雷锋一样的人。当别人有困难时，

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力而为。我感到特别

欣慰的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我能够

坚持到现在。”这就是王军最朴实的初心，

最平凡的动机。

一件小事，坚持下去就是大事。一

份承诺，始终坚守就是美德。王军没有

做舍生忘死的事，也没有做惊天动地的事，

只是用 20 年的“水磨功夫”一次次献血、

一次次捐钱、一次次帮助别人。因其数

量而成壮举，因其持久而铸厚德。王军

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深深鼓舞和感染着越

来越多的青开税务人奉献社会、服务人民。

他们的善举，将继续发扬传承下去……

王军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第二税务所四级主办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诚实守信】

1992 年，18 岁的王军入伍到雷锋生

前的所在部队——沈阳军区工兵团，成为

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部队中，王

军感受着雷锋精神。那时，他对自己立下

诺言，要做一个像雷锋一样助人为乐、无

私奉献、为民服务的人。1997 年，王军

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5 年 9 月，

王军转业进入税务系统，军装换成税服，

哨位变成岗位，但无论在哪里，他对诺言

对坚守丝毫没有改变，只要有人需要帮助，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热心助人、无怨无悔。

2016 年夏天，王军的战友、同事任

虎成意外去世。王军在悲痛之余，面对丧

失独子、痛不欲生的任大爷和陈大娘两位

老人，他轻声对老人说：“别怕，还有

我。”一诺千金重，一信日夜长。从此以

后，每日 60 公里的往返、柴米油盐、寻

医问药……1600 余个日夜，见证了他不

是亲子犹胜亲子的温暖陪伴。

家住在浮山后的王军，每天往返 60

公里到西海岸新区，带老人去海边散步、

聊天，帮他们做家务。老人想吃一家老

店现炸的油条，他大早起床去买；煤气

卡欠费，他立刻去充值；家里药没了，

他利用工作间隙去送药。一次，老人家

里电脑失灵，快把他们急哭了。王军知道，

颁奖词 : 口诺终不移

1600 多个日夜，你用无微不至的陪伴，抚慰了失独老人心中的伤。双臂上

的牙印，你不觉痛楚，那是老人视你如子的勋章。一诺千金重，一信日夜长，不

朽的雷锋精神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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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马上就往他家赶，到了现场，只见

几个人正七手八脚地把小伟往车上拖。

小伟扭曲的脸和无助的眼神深深刺痛

着她的心，她快步上前，使劲拉起小

伟的手，护住他。小伟也像找到救星

一样，抱住她，哭喊着：“老师，我

不要去精神病院，我要当你的孩子！”

她含泪拥抱着小伟。她深知 , 这个突然

间失去母亲的孩子，太需要关爱了。

从此，除了母亲一样的爱与关心，她

还用自学的心理学知识对小伟进行心

理疏导。几个月的持续努力，小伟变

得开朗阳光了。初三毕业，小伟拿到

平度一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偷偷塞

给孙老师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

师妈妈，谢谢您！”孙老师的眼睛湿

润了，这是多么珍贵又无价的回报呀！

像“高手”一样去担当，温润学

子的成长。2017 年，孙立芳到唐田中

学支教，接手八年级 2 班，老师们都

说这个班很叫人头疼。看似柔弱的孙

立芳只是淡淡一笑，毅然挑起了班级

管理的重担。班级成绩差、午睡纪律

不好，她干脆就住在教室，课间给学

生补课，陪着学生午休。一年来，她

一个安稳的午觉也没睡过。言传身教

的力量总是巨大的，二班奇迹般地成

为最优秀班级。期末家长会结束后，

家长们围着孙立芳，紧紧握着她的手、

流着泪……1 年支教结束，唐田的语文

成绩由全市的倒数第四名上升为全市

第七名。而当得知孙立芳在初三就要

离开时，好多孩子哭了，家长们写了

联名信，挤满了校长办公室，坚决要

孙立芳留下。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

难却家长们的盛情，孙立芳把身体每

况愈下的父母托付给丈夫照顾，毅然

留了下来。孩子们高兴地拥抱着她。

为了让曾患有肺结核的小雪消除自卑，

她还不顾别人的劝阻，毅然跟她谈话，

给她补课。她连续两年被评为唐田中

学巾帼英雄、教学贡献特等奖。也被

老师们称为“治乱高手”，学生们喊

她“全能老班”。她却说：“哪里有

什么高手过招，平凡如我，只是多些

职责担当，多些付出罢了。”

至今，50 岁的孙立芳老师依然在

送毕业班接毕业班的辛苦循环中，任

两个班的语文课，担任语文备课组长。

2020 年疫情后返校，一个班分成两个

班，她就教了 4 个班的语文，每天上

到 8 节课，还要给学生消毒，测体温，

中午和学生在教室同吃同睡，几个凳

子拼在一起，本来椎间盘就有毛病，

腰腿疼得更频繁了，腿也跑肿了，她

依然忍着疼痛站着讲课。仿佛站立，

就是她的职责。

孙立芳爱这三尺讲台，她爱一批

批飞鸟一样的学生，教育事业是她一

辈子挚爱无悔的选择。一瓣心香植厚

土，像母爱一样的初心大爱，让她充

满了职业担当和无尽的力量。她深知，

唯有爱，最能诠释教育的涵义，唯有

爱的奉献才能照亮学子们的心路。

孙立芳 平度市西关中学教师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

从教 30 年，她像一株芳香持久的

草木，坚守着脚下的土地，无论肥沃还

是贫瘠。从平度西南洼的张家坊小学到

北部山区的蟠桃中学，再到西部的唐田

校区，她把自己最美好的人生时光都献

给了农村教育，也从那一片片热土中得

到深情滋养。她爱生如子、倾心付出，

帮助一个个“问题”孩子重返正途；她

以淳朴的爱和无悔的站立，以富有特色

的精湛教学技艺，为一批批懵懂的少年

开启理想，让一群群雏鹰飞得更高更

远。她所带班级多次荣获青岛市先进班

集体。她，就是青岛市优秀教师——平

度市西关中学高级教师孙立芳。

那年，孙立芳刚接初三九班，就

发现班里的小伟（化名）状态异常，头

发蓬乱，神情迷茫，与同学们格格不入。

原来，他因母亲突然离世，受不了打击，

得了轻度抑郁症。孙立芳就像对自己的

孩子一样去照顾他，给他洗衣服、补课、

做了可口的饭菜叫他一起吃。渐渐地，

小伟跟孙老师开始主动交流了。

可正如坚冰的融化，并非一日之

功。一天，孙立芳突然接到小伟父亲打

来的电话，说小伟犯病把家里砸了个稀

巴烂，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孙立

颁奖词：芳木立厚土

一句“芳姐”，是那千百颗心灵最亲的呢喃，一声“妈妈”，是你三十年耕

耘最好的报偿。三尺讲台精确丈量你理想的高度，满身痛楚令你站得辛苦，却挺

起了孩子们的脊梁。育得桃李满天下，慈母之心绽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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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依然笃定地说：“每次疫情发生时，

你都有任务，这是你的职责，照顾好

自己，不用牵挂我们，一定做好防护。”

爱人说：“家里交给我，你放心！我

们等你平安回来！”家人的支持理解

成全了她的医者担当，更给了她逆流

而上的勇气！

越是艰难越向前。当时的湖北黄

冈疫情形势严峻，实际情况远比想象

中的更为艰难。孙文欣担任青岛医疗

队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和第四护理组组

长，既是前线冲锋的战斗员，也是最

基层的指挥员。

随队驻扎黄冈大别山医疗区域中

心后，由于该中心尚未启用，暖气、

空调等配套设施均未到位，地上还堆

着建筑垃圾，为了尽快完成隔离病区

建设改造接收救治病人，医疗队一边

与当地医疗机构、建设部门等积极配

合，一边号召各组组长、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攻坚克难、连夜“开荒”。

孙文欣和组员们冷了、饿了，就围着

一个“小太阳”边取暖边扒口盒饭；

累了、困了，就挤在铁架床上裹着棉

被打个盹，经过 30 多个小时的奋战，

隔离病区终于初具规模。

和感染病人的“亲密”接触。孙

文欣所在的病区有床位 50 张，接收的

多是病情较重的病人。由于病区没有

保洁员，病人也没有家属陪伴，护士

不仅要随时监测病人病情，还要给他

们吸痰、输液、送饭、打扫卫生、消

毒消杀、搬运物资。

“戴双层口罩、帽子、3 层手套，

再加护目镜、防护服等，会有些憋气，

行动起来挺笨重的。很快护目镜上就

都是水雾，根本看不清人。时间久了

口罩、护目镜会位移，但不能用手去调，

一个班下来，耳朵、额头、鼻梁都勒

得生疼。” 孙文欣说：“第一次给病

人打针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也摸不到

血管，但是那位阿姨很配合，她鼓励

我说：‘莫慌，慢慢来’。穿刺成功后，

阿姨开心地说：‘小姑娘打针好耍拉，

你蛮杠！’意思是：‘小姑娘打针麻利，

你真棒！’让我备受鼓舞。”

为拉近与患者的距离，土生土长

的青岛大嫚自学起了黄冈方言。孙文

欣随身携带方言常用语手册，主动和

患者沟通，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战胜病

魔。她在病人信息板上写下了这样一

句话：“比病毒更顽强的是我们，比

病毒传播更快的是爱！山东医疗队暴

击新冠，加油！”

黄冈清零凯旋而归。2020 年 3 月

18 日，随着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最后 2

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黄冈确诊病

例全部清零。经历了 57 天与新冠病毒

的生死竞速，孙文欣心里的大石头终于

落了地。山东医疗队共收治 411 名病患，

其中重症、危重症 92 人，这一切离不

开每一位队员的辛苦付出，孙文欣也整

整瘦了 10 多斤。2020 年 4 月 5 日，孙

文欣终于回到了家乡青岛，当看到丈夫

和儿子带着鲜花来接她的那一刻，她卸

下了坚强的外表，让泪水肆意流淌。 

孙文欣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护理部副主任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

2020 年 9 月 17 日，中央文明办发

布 2020 年 2 月至 7 月“中国好人榜”。

来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一线的 492 名身边好人登上“中

国好人榜”，他们中有一个熟悉的名

字——孙文欣。 

作为一名工作 20 多年的呼吸专业

护理专家，历经“非典”、H1N1 甲流、

禽流感、新冠肺炎等疫情的考验，多

次出色完成抗疫救治工作，先后荣获

“中国好人”“山东好人”“山东省

最美护士”“青岛市十佳女职工建功

立业标兵”“青岛好护士”等荣誉称号，

并获得青岛市五一劳动奖章。

逆流而上的勇气。2020 年新冠疫

情爆发，孙文欣便毫不迟疑地向护理

部递交了请战书：“我参与过非典、

甲流、禽流感的救治工作，无论专业

还是经验我都具备，没有人比我更适

合去一线，我随时待命！”疫情的考

验，培养出了孙文欣过硬的专业素养、

心理素质和医者情怀。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之夜，孙文

欣接到次日清晨随医疗队赴湖北抗疫

一线的通知。面对未知的凶险，万般

牵挂压在家人的心头，但是她的老父

颁奖词 : 仁心永流芳

白衣作战袍，慷慨赴荆楚；去时冬未尽，归来春芳菲。救治，分秒必争，你

与肆虐的病毒短兵相接；清零，平安凯旋，黄冈的大地上吟唱着你们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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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的工作、生活重压导致多年

顽疾爆发。2017 年年末的一次节目录

制前夕，李秋航因疾病连续数日水米未

进，为不影响节目排期，她录制了两期

节目。走下讲台时，人已经濒临虚脱，

仍坚持走到监视器前观看讲演录像，跟

编导沟通，确认节目录制状态完美后才

肯接受治疗。2017 至 2018 年期间，她

甚至有几次面临抢救，但就是在这样的

状态下，她依然保持每月录制 2 至 3 期

节目的高频节奏，最终 50 多期精彩节

目迎来高收视率。

2020 年 7 月李秋航更忙了，每周

她都会拿出固定时间跟同事们研究《民

法典》微视频的拍摄。当初在《民法典》

国草案征集修订意见时，她提交了 10

多条修订意见，部分意见在修订《民法

典》时被采纳。法案颁布后，李秋航率

先拍摄了百期公益普法微视频，网络点

击率已超百万。

铁肩担道义，为弱势群体奔走维

权。“法律援助献爱心，8年官司见晴天”，

这是李秋航办公室里挂着的一面锦旗，

是一级伤残的谭女士送来的。谭女士上

班的途中被撞成重伤，肇事车辆的所有

权单位却移花接木没了下落，没有任何

的结果，家中已经是家徒四壁，生活陷

入绝境。李秋航接案后，免费为其提供

法律援助，经过大量的走访，几十天的

调查取证，终于在一份改制档案中找到

了肇事车辆的踪迹。当 70 多万元的赔

偿款交到谭女士的手中时，她激动地说：

“我 8 年的官司终于看见晴天了”。

在李秋航的带领下，正航律师事

务所始终致力于妇女、儿童、老年人等

弱势群体、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工作，

被授予“山东省老年人公益维权服务示

范站”“青岛市反家暴公益维权服务站”

等称号。

2020 年，疫情来势汹汹。李秋航

坐不住了，她关心的是国家经济不能

垮、支撑国家经济的企业不能垮。她第

一时间加入了青岛市律师抗“疫”志愿

团，参与编撰了省律协法律顾问专业委

员会的《新冠疫情背景下企业操作指引

手册》，她带领正航律所的律师们，利

用网络视频会议的方式，为企业和个人

提供复产复工法律咨询，与合同纠纷的

双方当事人反复沟通，分析利弊，其中

成功化解了一起标的额近千万元的合同

纠纷案件。

作为政协委员，先后提交了《关

于疫情时期优化口罩配购案》《关于扩

大“保经营稳发展政策措施”适用主体

范围案》《关于疫情时期尽快实现青岛

互联网法院建设案》等提案。疫情期间，

还先后向青医附院赴武汉一线医护人员

个人捐款 5 万元、捐赠鸡蛋 100 箱，并

向贵州司法局捐赠口罩 522 个，用于支

援贵州的防疫宣传工作。2020 年 5 月，

李秋航被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民

政厅授予“全省抗击疫情优秀志愿者”

荣誉称号。

李秋航  现任山东正航律师事务所主任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

她秉承“不以代理案件数量和收入

多少衡量自己，而是以是否忠诚维护了

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准则，尽己所能的

用法律为全民普法、弱势群体和企业发

展护航，孜孜不倦的她展现出新时代法

律工作者的社会担当和魅力风采。

装着家国情，为全民普法不言乏

力。2008 年律所成立之初，正航律师

事务所就开通了免费为市民提供法律帮

助的热线，十几年来，李秋航带领所里

的律师奔走在青岛举办公益法律讲座，

在 12345 热线做值班律师，在青岛电视

台《新说法》栏目中做普法宣传……作

为按时间收费的律师，李秋航却把大量

时间用在了义务普法上，因为她心中一

直有着提升全民普法水平的家国情怀。

自 2011 年 通 过 央 视 海 选 成 为

CCTV-12《法律讲堂》主讲人后，李秋

航把所有闲暇时间都用在检索海量资料

中。时年她的律师事务所业刚成立，业

务量处于逐年上升阶段，加之丈夫在部

队，李秋航虽然独自承担律所和家庭两

大重任，仍然坚持精心打磨每期稿件。

选什么题，怎么讲，怎么让老百姓听得

懂、愿意听，在这些问题上，她永远追

求完美，最终把枯燥高深的法律条款变

成形成一个个生动易懂的法律故事。

颁奖词：侠义无反顾

公其心，万善出。三历生死，你从此为大义奔走，让冰冷的法律条文深入人

心，也有了温度。扶弱助困，坦荡荡一身正气；普法解惑，显昭昭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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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 米高的纸质资料整齐排放着，这都

是老陈的“心肝宝贝”。在陈呈章建立

的 22 种档案里，常住人口、流动人口、

重点人员，企业、商店、甚至流动的小

吃摊位无所不有， 40 多万字的社区资

料按人、物、地、组织分门别类、应有

尽有。凭着“行万里路、进千家门”练

就的硬功夫，陈呈章成了社区里的“活

字典”。

多年来，陈呈章始终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断探索社区服

务管理新方法。香港花园社区现有 80

余名孤寡、空巢及行走不便的老人 , 为

更好服务这些老年人,陈呈章建立了“警

民相约”机制 , 架起了一座便民服务的

“桥梁”。近年来 , 陈呈章上门为老年

人办实事、解难题 200 余件，受到老年

人的普遍欢迎。

香港花园外来人口多，聚集了来自

韩国、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位境外居民，走

在小区里，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随

处可见，这里仿佛就是一个小联合国。

多年来，陈呈章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多达

上千起，没有一起引起涉法信访事件。

为解决涉外纠纷这个难题，陈呈章成立

了由民警、律师、外管联络员组成的联

合调解小组，成功调解涉外纠纷50余起。

疫情面前勇逆行，做好平安守门

员。2020 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然

袭来。危急时刻，陈呈章挺身而出，联

合社区党员带领群众，演绎了一幕幕“抗

疫真情”。他带头成立社区“疫情防控

宣传队”，走街穿巷向过往行人进行疫

情防控宣传，张贴市南分局警方公告，

深入居民户、商铺进行详细解释。利用

党建 + 微信的形式，向群众推送疫情防

控知识。争锋多面把社区疫情防控知识

传递到居民心里。

疫情防控的重点是流调，关键是

居家隔离人员。陈呈章把摸排管控的责

任扛在肩，组建了 1 支由 120 人的摸排

突击队，仅用一周时间就把社区 13800

余人摸排了一遍。对摸排出的离青返青

人员，陈呈章通过电话询问，车辆查询、

机票确认等多种途径，掌握了湖北等疫

情高发地区人员来社区，社区居民去疫

区的活动轨迹，从中确定了 38 名隔离

对象，陈呈章冒着被新冠肺炎传染的风

险，亲自陪同医生上门随访，在给隔离

对象提供服务的同时，对他们实行 24

小时监督，确保居家观察人员顺利度过

了隔离期。 

在做好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

时，陈呈章主动请缨，要求承担入境人

员集中隔离酒店执勤任务。他舍小家顾

大家，把年迈的父亲托付给兄妹，克服

自身年龄大，患有高血压及多种疾病困

扰，积极投身隔离酒店抗疫一线。期间，

他对进入酒店的人员、物品，他逢人必

登、逢物必检，对思想不稳、心理焦虑

的留观人员，陈呈章总是耐心疏导、不

厌其烦，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做出了

应有贡献。

陈呈章 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珠海路派出所一级高级警长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

在香港花园社区里，有这样一位“平

凡”英雄——拎着一个旧布包，整天为

了家长里短东奔西走。晴天一身汗，雨

天一身泥，可脸上永远挂着温暖的笑容。

他就是陈呈章，一位从社区走出的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2002 年，当

陈呈章被派到香港花园社区时，这里已

更换了 4 任社区民警。香港花园是丁家

庄、辛家庄拆迁安置社区，片大点多、

地理位置优越，云集了近千家单位、场

所，是当时青岛出了名的“大杂院”，

治安状况十分复杂。“哪里需要离群众

近，我就到哪里去。”刚从部队转业入

警的陈呈章明知这是个“硬骨头”，还

是决心挑起这个重担。

陈呈章刚开始去走访，连门都敲不

开，没人听他讲话。“敲得开门、说得

上话、交得了心”——他将这作为贴近

群众的切入点，挨家挨户去走访，多时

一天楼上楼下能跑十几公里，仅落户材

料入户调查一项，每天就要完成近百份。

“陈警官真能吃苦，社区 20 多条大街

小巷，到处都是小商铺，5000 多户居

民不少都是出租屋，他白天晚上不停跑，

硬是将‘一标三实’的底数摸了上来。”

当时一位同事的社区干部评价说。

在香港花园社区警务室档案柜里，

颁奖词 : 壮心终不已

你是社区的“活字典”，也是警民的“连心桥”。十八载，你栉风沐雨，把

百姓的安危装在心里；千桩事，你事必躬亲，将警务细节做到极致。一名社区民

警的忠诚使命，被你升华为荡漾街头巷尾的和谐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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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管道阀门进行了升级改造，每年节

约资金 20 多万元；是他，独创了“电

烙水持温轴瓦修补法”，有效解决了汽

轮机轴瓦损坏只能返厂维修的弊端，为

企业节约资金 60 多万元；是他，自行

设计并安装了轴封加热器和自动疏水

器，成功解决了背压机组运行影响抽凝

机组掉真空的难题；还是他，带领他的

团队经过半个多月的苦心钻研，突破双

路水温可调节技术难关，每年节约蒸汽

5000 余吨，降低供热成本 100 多万元。

一个个闪光的科研成果，让胡克涛当之

无愧地成为一名行业尖兵。

然而，面对鲜花和掌声，胡克涛

很淡然，他的想法是：一个人力量是

微不足道的，一个班组的力量也是有

限的，企业的强大生命力必须依靠全

员创新。2013 年，公司创建了胡克涛

创新工作室，作为工作室的带头人，

他充分发挥工作室的作用，组织技术

人员策划技改方案；对年轻员工进行

技术培训和实地讲解。创新工作室也

成为能源热电青年技能培训实作基地

和青岛市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

在金莱热电，胡克涛还有一项很

出名，那就是“啥都不会”：不会打牌、

不会下棋、不会唱歌，几乎所有的娱乐

活动都与他不沾边。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2012 年 7 月初，胡克涛 80 多岁的

老父亲忽然觉得胸口发闷，咳嗽不止，

当时正值三号汽轮机大修，胡克涛天天

加班，脱不开身，便让妻子抽空陪父亲

去医院做检查，19 日下午，忙碌工作

中的胡克涛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老父

亲被确诊为肺癌转肝癌晚期，这个消息

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妻子劝他：“爸

爸一直想到南方看看，再不带他去，你

会后悔一辈子的！”领导得知情况后，

也找他谈话：“克涛，工作的事先放一

放，照顾父亲要紧。”沉思许久，胡克

涛缓缓起身，坚定地说：“请领导放心，

家里的事我能处理好！”他说服了妻子，

白天带领团队人员维修设备，晚上不管

加班到几点，他都会赶去医院守在父亲

病床边悉心照料，父亲心疼地对他说：

“涛啊，你的工作那么累，就不用管我

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看着父亲那

被病痛折磨的几乎扭曲的脸，他强忍着

悲痛，憨憨一笑：“没事儿，爸，我不

累，多陪你一会儿！”每天早晨他都是

满眼血丝的来上班，但却从未迟到过。

团队的人员都被他这股劲头深深地打动

着。直到历时 1 个多月的设备大修圆满

结束后，他才仔细地交代好所有工作，

陪父母乘上了南下的列车，在父亲的有

生之年帮他圆了期盼已久的江南梦。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企

业的发展，需要工匠精神做保证；社

会的进步，需要创新精神来驱动；民

族的复兴，需要担当精神来支撑。无

数像胡克涛一样勇于担当、争创先锋

的匠人们奋战在技术岗位的第一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

力。

胡克涛 青岛金莱热电有限公司汽机专工兼检修班班长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

胡克涛 1987 年参加工作，在热电

行业一线奋战了整整 33 个年头。33 年

来，他坚守着“精益求精、久久为功”

的工作作风，用自己一项又一项的创新

成果推动行业创新技术不断进步。

金莱热电是一个老企业，不少设

备因运行多年逐渐老化，供热效率大大

降低，每年都会给企业造成不小的经济

损失。对此，胡克涛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2012 年，他主动请缨，带领检修

班对投运最早的一号汽轮机进行技术

改造。他白天带领检修班的同事拆装设

备研究改造方案，晚上挑灯夜战攻读相

关书籍。就这样，凭着不达目的绝不罢

休的顽强意志，胡克涛带领团队仅仅用

了 3 个月时间就圆满完成任务，一号汽

轮机组一次性启运投产成功，为公司节

约资金 260 余万元。

在金莱热电，胡克涛是出了名的技

术狂人！对于工作，他身上有一种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钻头精神”，为了解

决一个难题，他甚至能连续几天不眠不

休，因此有人说：老胡工作起来就像个

疯子！可正是这样一股子“疯”劲，让

胡克涛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是他，

带领检修班将公司水处理系统的 60 多

颁奖词：怀技生暖流

你是资深“技术宅男”，更是城市“无价之宝”。34 年钻研练就一身绝技，

“钻头”精神磨砺出大国工匠的担当。父母妻儿你无法常伴左右，却让融融暖意

在千万个家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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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资格证书，不少人凭借在监狱里学

习的一技之长在刑满释放后自主创业

开公司、办工厂，走上了自食其力奔

小康的重生道路。

2020 年初，当孙明得知监狱即将

实行封闭执勤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向监

区请缨，要求首批带队参加封闭执勤。

“请监区同意我首批参加封闭执勤，我

给大家打前站，保证完成任务，请组织

放心！”在很多人还在家中“宅”着防

疫的时候，孙明已连夜带领着监区 7 名

执勤干警逆行出征，迅速投入战斗。面

对疫情初期的严峻、紧张形势，他连续

60 天坚守疫情防控第一线。他的父母

已年近 80，父亲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17 岁的儿子正在高考冲刺期，于情于

理他都应该多陪在他们身边，但他坚持

“工作更需要我，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在 2 月封闭执勤最紧张、最疲惫、最难

熬的日子里，妻子的“鸿雁传书”飞跃

大墙：“我心疼你不分昼夜的工作，但

我更理解你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的老公也是逆行

的英雄，祝愿所有监狱人民警察平安，

祝愿所有的家庭平安，祝愿伟大祖国国

泰民安”。然而，就在新一轮封闭执勤

即将换防回家、中秋团圆的黎明前夜，

孙明却没能履行回家的诺言、完成妻子

的心愿，没能回到他无时无刻不在挂念

的父母、妻子、儿子身边，永远倒在了

他的战场。

2020 年 9 月 29 日， 他 在 值 守 完

零点到 3 点的值班之后，放弃第二天

休息，一直靠在罪犯改造现场，进行

安全巡检，直到下午 17 点半收工，晚

上 19 点左右又组织分监区干警开会，

通报安全巡查情况，部署安排有关整

改工作。在将所有事情安排妥当，安

排 4 名战友回去休息后，他自己却坚

守岗位、值勤带班。晚上 19 点 56 分，

孙明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钟表不知疲

倦运转了 20 多个小时后，在执勤岗位

上突发疾病一头晕倒，无法站立，后

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时

间在这一刻静止，英雄永远地倒下了。

回看这一日满满当当的工作安排，孙

明把满腔的热血奉献给了党的监狱事

业，直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孙明

走了，走得是如此匆忙，他还有太多

的工作规划还没来得及实施，还有太

多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他再也不

能回到温暖的家，陪着父母安享晚年、

守着妻子一起变老、看着儿子成家立

业。他再也不能回到他挂念的工作岗

位，在高墙电网下挽救迷途的灵魂，

默默守护一方平安。他永远地离开了

这个世界，将生命定格在了 45 岁。

斯人已去，浩气长存。孙明从警

21 年来，怀着对政治信仰的不懈追求

和对监狱工作的满腔热爱，兢兢业业、

默默奉献，用无私无畏的实际言行，

践行了对头顶警徽的庄严承诺，谱写

了一曲监狱卫士的豪迈之歌，为平安

山东、平安青岛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孙明 生前任山东省青岛监狱第五监区副监区长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

投身警营，百炼成钢。怀揣着从

小到大的“警察梦”，孙明 1999 年从

天津理工学院毕业后就毅然投身警营，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监狱人民警察。参

加工作后，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

诚和对监狱事业的执着热爱，孙明始

终坚守监管改造一线，模范履职尽责，

主动担当作为。他所在的监区押犯构

成复杂，长年在押重刑犯超过 90%，

执法风险高、管理难度大、工作任务

重，是典型的“老虎笼”“炸药库”。

孙明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充分利用劳

动改造手段，创新生产组织模式，开

展罪犯劳动技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激发罪犯改造积极性，提高罪犯劳动

改造质量。作为监区骨干，孙明经常

早晨 7 点就到车间，晚上 22 点才回家，

有时办公室的灯一亮就是一个通宵，

时间太晚了就干脆睡在办公室，同事

开玩笑地说：“再不回家小心老婆不

让你进门了”。他却笑道：“她是教师，

晚上也要备课，我们这叫互不干涉、

两不打扰”，这种“上班两头不见太

阳、下班两头不见孩子”的状态，他

整整坚持了 7 年。在他的指引帮助下，

500 多名罪犯先后获得劳动岗位技能等

颁奖词 : 浩然怅忠魂

誓言铮铮，初心不忘，失足的人们有了一技之长。高墙内的安然无恙，铭刻

着你的奉献与担当。崇高的灵魂不以生命长短来度量。这一生，热血忠诚；你走

后，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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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没分过家。徐秀玉嫁到袁家已经

45 年了，这 45 年来，丈夫袁以松忙于

工作，照顾年迈的婆婆、收拾家务，基

本全靠徐秀玉一个人，但是她从来没有

怨言。婆婆袁栾氏是个闲不住的人，时

常也想帮徐秀玉分担点家务，可毕竟岁

数大了，力不从心，徐秀玉也从不敢“麻

烦”她。

徐秀玉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

帮婆婆洗脸、擦手、梳头，给婆婆做饭，

等到婆婆吃完饭，她又开始扫地、洗衣

服，忙着收拾家务，把家里打理得井井

有条。婆婆驼背很厉害，腰酸背痛，徐

秀玉总是拿来热水袋和抱枕，侍奉旁边，

焐在婆婆的腰处，减其疼痛；婆婆爱看

电视剧，但因视觉衰退，看不清楚，又

因记忆力、理解力退化，常常搞不清楚

剧情，徐秀玉就总是陪在身旁，细心解

说。

为了让老人过得舒心，有个好胃

口，徐秀玉在饮食上格外注意，一日三

餐换着花样做婆婆爱吃的饭菜，今天捏

水饺，明天包包子，后天擀面条，天天

不重样。婆婆喜欢吃肉，徐秀玉就隔三

差五地酱牛肉、红烧排骨、炖肘子……

费尽了心思，花费了工夫。“除了不吃

辣，其他不挑剔，胃口好的时候，一顿

能吃 10 个饺子呢。”徐秀玉一边说笑，

一边看着婆婆，满脸的宠溺与自豪。她

还经常陪婆婆说话、按摩身体。

长时间的照顾与陪伴让徐秀玉跟

婆婆之间培养出了非常深厚的感情，40

多年来婆媳二人从未红过脸、吵过架，

多年的婆媳变成了母女。

2019 年冬天流感肆虐，婆媳两人

都感冒了。徐秀玉深知高龄的婆婆经

不起感冒折腾，强忍浑身酸痛不适叫

来儿子一起把她送到医院治疗。在住

院治疗期间，婆婆胃口极差，她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可口的汤羹随时给婆

婆热着，在婆婆的病榻前守候，成了

婆婆的“特护”。

婆婆出院后，身体虚弱完全不能下

床，为了更好地照顾婆婆，徐秀玉跟婆

婆同睡一张床，喂饭、端尿、擦澡、按

摩，夜里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她就赶紧

起来，有时一晚上要起来好几次。3 个

月过去了，婆婆奇迹般地康复，从不能

翻身到下床如厕、客厅久坐，再到全家

围桌吃饭，老人家的精气神让子女们惊

叹不已。2020 年农历七月初八，家人

们为袁栾氏老人庆祝了 104 周岁大寿。

“我的这个儿媳妇，比亲闺女还亲，现

在不能走路了，一步也离不开她，也真

让她受累了……”徐秀玉的婆婆对她赞

不绝口。

传承优良家风，诠释孝行天下。

老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儿女工作顺

利、孙辈乖巧……对于现在的幸福家庭

生活，徐秀玉非常满足。在与婆婆一起

生活的日子里，徐秀玉的两鬓渐渐斑白，

那是岁月滑过的印痕，是历经沧桑的安

宁，而这传统美德早已深深烙印在子女

们的心里，一代又一代传承不息。

徐秀玉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城阳村社区居民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孝老爱亲】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提起青

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城阳村社区的徐秀

玉，村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慈祥、坚强、

能干，徐秀玉的丈夫由于常年忙于工作，

60 多岁的徐秀玉独自承担起照顾已进

入百岁之年的婆婆及家里的大事小事，

她用善良、坚韧和执着更好地诠释了中

华孝道文化的精髓。

45 年相守陪伴 , 演绎“婆媳情深”。

已经 68 岁的徐秀玉，婆婆袁栾氏出生

于 1916 年，已经是 104 岁高龄了。在

照顾婆婆的 45 年中，所有的酸甜苦辣，

无法用语言表达，徐秀玉不图名利，无

怨无悔，精心服侍婆婆的日常生活，40

多年来如一日。虽说有苦有累，在她看

来这是她做儿媳应该做的，她也为家中

有一个百岁老人而骄傲。

走过一个世纪的袁栾氏，无疑是幸

福的，袁栾氏身体还算硬朗，生活基本

自理。45 年的婆媳生活使得袁栾氏和

徐秀玉两人亲昵无间，婆婆的衣食住行

都装在徐秀玉的心里，徐秀玉的一言一

行婆婆也都看在眼里。

袁栾氏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出嫁后，她一直和儿子一起生

颁奖词：孝亲日月长

没有惊天动地，你用最朴素的美德，滋养出整个家庭的爱意满堂。孝悌之道，

家风绵长，岁月催白了你的鬓角，更彰显你的至善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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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收入 3 万多元；积极协调青岛市农

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等市直单位，争

取资金 700 余万元，对村庄的大街小巷进

行硬化、绿化、亮化、美化等，让老百

姓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20 年初，一场突如起来的疫情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因疫情防控需要，

西海岸新区王台镇的 13 家农贸市场全

部关闭，这直接导致了北柳圈村 0.67

公顷油菜、0.4 公顷菠菜、1.3 公顷大葱、

1 公顷香菜等出现了滞销，群众内心充

满焦虑。面对这些困难，西海岸新区

派驻王台镇乡村振兴工作队没有退缩，

在一边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一边主

动联系农业部门，组建起“王台镇蔬

菜种植户供需交流群”，对接引入蔬

菜协会、供销社、商超等大型客户，

推动信息共享，供需“见面”、电商

交易、线下订单发货、物流配送等，

实现蔬菜日交易量 5000 斤以上，解决

了菜农的“燃眉之急”。 

“舍小家、顾大家”是乡村振兴

工作队的真实写照。两年多来，乡村

振兴工作队冲锋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一线，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以深

厚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创造了不

平凡的联镇帮村业绩，向群众交上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市派平度市古岘镇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王人栋，虽然身

患重疾，但仍坚守扶贫一线，连续 6

年扎根基层，先后担任第一书记、乡

村振兴工作队，帮助前朱毛村争取美

丽乡村建设、污水处理、水肥一体化

建设、太阳能路灯等项目资金 1100 余

万，把一个远近闻名的“刺头混乱村”

变成一个稳定富裕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派驻以来，结合

自身实际，搭建对上沟通的载体和机

制，拓宽对上联系的渠道，帮助协调

整合各方资源，引进适合本地发展的

产业项目，以“攥指成拳”的合力，

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为镇街经

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发挥自身优势

构建联通“纽带”。镇街党委、政府

对上联系协调耗费时间长、精力多，

项目落地不顺畅，是乡村经济发展面

临的老问题。派驻平度市白沙河街道

工作队深入一线后，通过走访调查、

座谈，详细摸排镇村对上级政策的需

求，建立起资源与政策需求档案和实

办实事档案，帮助街道规划了占地 158

公顷的包装产业园，全力打造国内智

能化水平最高、产销规模最大的智能

包装印刷园区和包装行业第一个“无

人工厂”，已吸引 10 家企业入驻建设。

乡村振兴工作队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针对村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力弱化、村集体经济增收路

子不宽、民生和公共服务保障不够有

力等问题，坚持帮党建促引领、帮发

展促增收、帮民生促和谐，千方百计

为帮扶村庄寻找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推动帮扶村庄实现集体增收、村民致

富，有效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青岛市乡村振兴工作队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群体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8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强调要“把

脱贫攻坚战打好打赢，扎实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选派乡村振兴工作队，是中共青岛市委

落实中央、省委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要求，加快推动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

2018 年 4 月以来，中共青岛市委率

先在全省选派 20 个乡村振兴工作队，派

驻 20 个经济相对薄弱的镇街、100 个集

体经济空壳村薄弱村，开展联镇帮村工作。

按照中共青岛市委要求，市委组织部指导

相关区市选派 108 个乡村振兴工作队，派

驻 83 个镇街、601 个村，实现了集体经

济空壳村薄弱村全覆盖。派驻以来，工作

队成员带着责任、带着感情，扑下身子、

真抓实干，围绕“三联三作”强镇街、“三

帮三促”兴村庄，扎实开展联镇帮村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杨

东奇对青岛市选派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做法

作出批示：“很好！望继续推进工作落实，

适时总结经验。”

乡村振兴，农民群众是主体。派驻

平度市店子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始终坚持

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

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一大批

民生“老大难”问题入手，协调各方筹措

资金 105 万元，建设 2 公顷的避雨大棚，

租赁给本村农民创收，同时增加村集体经

颁奖词 : 山乡焕新颜

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心系百姓冷暖疾苦。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不舍昼夜

砥砺担当。舍小家，顾大家，不言悔，只为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掉队。你

们在青岛的沃野乡间，绘出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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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专业都形成了上万字的论证报告。

按照国外惯例，自动化码头的规

划设计至少要 3 年，从项目立项到建设

完工则需要 8 至 10 年。张连钢提出，“这

个速度等不起”，他带领团队集思广益，

大胆探索，对项目组织设计实行“并行

协同”，即规划设计、建设集成和商业

运营“三位一体”，使每个参与者都全

流程承担咨询师、设计者、建设者和经

营者等多职责角色，扁平化矩阵式统筹

推进全流程工作。

随着信息的汇总和无数次碰撞、讨

论，经过反复不断地推倒——重建——

再推倒——再重建，码头轮廓一点点

成型。仅仅是集装箱卡车出入码头的闸

口，团队就前后设计了40多稿布局方案;

装卸流程测试案例编写了 7000 多个，

反复测试达 10 多万次。就这样，团队

仅仅用了 15 个月就拿出了完全符合青

岛口岸实际的码头规划设计集成方案，

不仅打破了西方技术垄断，而且实现了

全面超越。

“连钢创新团队”始终坚守“忘

我拼搏奉献、担当时代使命”的崇高境

界。自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

肩上，敢于直面困难，一路迎难而上。

团队深知：创新就是九死一生。面对自

动化码头这个陌生的技术领域，团队没

有一人退缩，他们拿出靠上、拼上、豁

上的信心和勇气，全身心扑在项目上。

白天跑现场爬设备、开会研讨攻关难

题，晚上聚在一起修改方案、查源代码，

从一缕缕游丝般的光明中寻觅成功的希

望，从一次次失败的痛苦煎熬中探求胜

利的曙光。团队每个人都将自己对工作

的热忱和负责发挥到了极致：流程操作

组对 100 多个流程反复修改十几稿，有

时因为一个细节的调整，所有的数据都

要重新核算；IT 组勇担软件开发重担，

构建了基于企业云架构的码头双活数据

中心；设备组反复研究、比对、分析，

确定最佳设备规格；土建组只有一个人，

却以一当十。还有些人，把这项工作当

作事业和生命扛在了肩头。张连钢作为

团队主心骨，身先士卒，带着病躯始终

坚守在工作一线；被称为“拼命三娘”

的女汉子李永翠，刚进项目组时女儿只

有 5 岁，因为长时间扑在项目上，无暇

照顾女儿，年幼的女儿一听到“自动化”3

个字就会生气地捂住耳朵；负责网络系

统的徐永宁，在码头数据中心调试的关

键时期妻子确诊癌症，在妻子生命最后

的 1 年多时间里，晚上陪床，白天照常

上班，从没有耽误过工作；堆场组的管

廷敬，在最后攻坚决胜阶段始终坚守岗

位，甚至在母亲去世时，都没能赶回去

见上最后一面。

以码头堆场建设为例，堆场混凝土

梁面平整度，业内允许误差控制在 15 毫

米以内，但为了能让自动化设备在抓取

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群体奖

“连钢创新团队”是以工程应用研

究员张连钢同志为带头人，老中青搭配

的知识型、技能型、复合型创新团队。

核心成员 8 人，骨干成员 25 人，其中

党员 21 人。

张连钢是青岛港首席高级工程师，

自动化码头项目组组长，也是“连钢创

新团队”带头人。“连钢创新团队”始

终坚定“弘扬民族志气、勇争世界一流”

的家国情怀。带着“建设世界一流的全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为港口争气、为国

家争光”的初心，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时

代赋予的重任。在码头立项之初，为了

掌握第一手资料，“连钢创新团队”先

后奔赴荷兰、德国等国外自动化码头考

察。但国外同行并不展示核心技术和关

键数据，团队成员只能走马观花地远望，

考察交流没有取到“真经”。当时国外

企业也曾提出规划设计方案，但却开出

了天价，并且附带有系统不开放等条款，

一旦接受，就会陷入国外企业的掣肘。

张连钢和团队深刻认识到，“真经”难

求，核心技术买不来，成功只能依靠自

己！团队定下目标：要靠我们中国人自

己的力量，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动化

码头！

怀揣着为国争光的情怀，团队成员

千方百计搜集信息，如饥似渴“恶补”相

关专业知识，夜以继日地苦干，不到两年

累计召开了 3000 多个专题分析论证会，

颁奖词 : 大国多良匠

从“一张白纸”到“领跑世界”，历经磨难也动摇不了为国争光的信念，你

们让高高在上的“贵族码头”走下云端。英雄的团队还在路上，每一次自我超越

都是“中国智造”的传奇续写，迸发出激荡人心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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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阶段，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党员干部签下“军令状”、吹响“集

结号”、组织“突击队”，日夜奋战

在抗疫一线。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在

前，以血肉之躯铸成抵抗疫魔的巍峨

长城，保护着身后千万同胞；青岛市

派出的援鄂医疗队火速驰援湖北武汉、

黄冈两市，紧急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创造患者零死亡、零插管、零事故、

零复发且队员零感染的“青岛奇迹”。

青岛各区市、各单位以及广大志愿者、

志愿组织和普通市民等，用不同方式、

尽最大努力为抗击疫情作贡献，他们

用实际行动践行“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的伟大抗疫精神。

青岛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群体
荣获 2020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群体奖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青岛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行动、

周密部署，各条战线听党指挥、尽职尽

责，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协同

高效的立体防控体系，以昂扬的斗志打

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抗击疫情最危急、最吃紧的关

集装箱时，定位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团队硬是把这个标准控制到了正负 2.5 毫

米的极限，相当于一枚硬币的厚度，因

此创造了一项新的行业标准；针对自动

导引车的供电模式，团队大胆采用先进

的钛锂电池替代铅酸电池，设计制造了

不用换电池的导引车，作业过程中自动

完成充电，续航里程无限制，不但节能

环保，而且减重十几吨，大大降低了运

行成本，并节省换电站建设成本过亿元；

全球首创轨道吊“一键锚定”系统，解

决了大型机械防瞬间大风的全球性难题；

全球首创“氢 +5G”智慧码头建设等等。

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

2018 年，“连钢创新团队”应邀参加

在伦敦举行的全球自动化码头峰会。从

前，像这样的交流从来不邀请亚洲港口，

现在，中国不仅参加了，还以主报告人

的身份登场，实现了从“跟跑”到“领

跑”的飞跃！

“连钢创新团队”始终秉承“众

志成城图强、誓立时代潮头”的团队精

神。面对一道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

一项项苛刻的限制条件，“连钢创新团

队”不但没有被吓退，反而激发了凝聚

力、战斗力，整个团队就像一团火，不

断释放着激情、激扬着斗志。一幅码

头总平面布局图，团队对 9 种方案、16

种派生形式以及 8 个要素 , 进行反复综

合比较，得出最优方案；堆场设计，通

过对 16 个因素进行多次综合平衡优化

后，确定最终选择；自动化流程的测试

案例多达 7000 多个，在 17 套环境中进

行了十几万次测试……这一组组数据的

背后，是团队成员们一次次群策群力、

一次次挑战极限。

在设备制造最吃紧的时候，设备监

造组的同志兵分四路进驻制造基地，一

呆就是半年。一支手电筒、一把游标卡

尺、一个笔记本电脑是他们工作上的“三

件套”；方便面、榨菜、老干妈辣酱是

他们生活上的“三件套”。白天顶着酷

暑钻大梁、爬高空，晚上回到办公室，

对照图纸研究第二天的监造重点，每天

都要忙到夜里 10 点以后。到了测试阶

段，设备需要 48 小时不停运转，他们

也是 48 小时连轴转。流程优化组的同

志不断完善系统功能，拿着秒表盯在现

场，对流程作业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测

算，一秒钟一秒钟地细抠，不断提升作

业效率，一开港便创下了桥吊单机效率

26.1 自然箱 / 小时的全球自动化码头开

港最高纪录，后又五次刷新纪录，创出

了桥吊单机效率 44.6 自然箱 / 小时的世

界最高纪录。

2017 年 5 月 11 日，由“连钢创新

团队”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

营的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期开业了，

不仅实现了“五大突破”“十大创新”，

创出了全球自动化码头开港最高效率，

而且让高高在上的“贵族码头”走下

云端，成为可复制、可推广、可商业

化运营的“中国方案”。2019 年 11 月

28 日，二期工程开港运营，将工期又

缩减一半，再次创造了自动化码头建

设的“中国速度”。

颁奖词 : 戮力亦同心

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一次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医无私，警无畏，民齐心，人间大义，遍地英雄。

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负重前行的背后，一个个凡人善举所点亮的，既是一座城市的温暖记忆，更是

一座用行动熔铸的时代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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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d of May” 2020 Qingdao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文 /石薇娅2020 年青岛摄影大赛作品赏析

“五月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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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风”2020 年青岛摄影大赛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联、青岛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主办，青岛市展览工作室、青岛市新媒体协会、青岛市摄影家协会承办，《走向世界 帆

船之都》杂志、青岛图片库协办。

经过前期的精心组织和筹备，此次大赛共收到 165 位参赛作者的 2687 幅作品。内容涵盖对

外传播类、人文纪实类、城市风光类摄影图片，均反映了青岛城市变化的精彩瞬间。

摄影爱好者们用摄影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视角记录展现了 2020 年青岛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在建

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城市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精神风貌；展现了青岛在建设“开放、

现代、活力、时尚”城市过程中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和绮丽自然风光，以及全市在抗击疫情、进

行全员核酸检测过程中的精彩感人瞬间。通过一幅幅精彩的照片，彰显了青岛时尚魅力和人文情怀，

用摄影艺术推介着时尚青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带动着城市影响力的提升。

城市风光类金奖 张有平《青岛奥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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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银奖 袁大青《云海奇峰》

“The Wind  o f  May”  2020 
Q i n g d a o  P h o t o g r a p h y 
Competition was sponsored 

by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Qingdao 
Municipal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Qingdao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organized by Qingdao 
International Press Center, Qingdao 
Association of Newmedia and Qingdao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and co-
organized by OPENINGS SAILING CITY 
magazine and Qingdao Photo Gallery. 

Wi th  e laborate  organizat ion 
and arrangement, the competition 
committee received a total of 2,687 
works  f rom 165  par t i c ipa t ing 
photographers. The submitted photo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categori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biographical documentary and urban 
scenery, exhibiting the splendid 
moments of Qingdao’s urban changes.

With a  unique  ar t  form and 
p e r s p e c t i v e ,  e n t h u s i a s t s  o f 
photography recorded and reflected 
the spirit and great achievements of 

Qingdao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stylish” 
city in all fields in 2020. These works 
presented Qingdao’s ever-changing 
city appearance and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y. The touching moments of 
Qingdao’s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and conducting nucleic tests for the 
whole city are also recorded by the 
photos, demonstrating Qingdao’s sense 
of fashion and humanistic sentiment. 
These wonderful photos promoted 
the reputation of this stylish city and 
enhanced it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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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铜奖 姜虹《鸥聚栈桥》

城市风光类铜奖 李梅《大桥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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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Urban Scenery 

“城市风光类”主要指在 2020 年反映和展现青岛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标志性景观；展示城市人居环境、

生态环境和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展示城市山海风光、城市夜景等精彩画面。张有平的《青岛奥帆》荣获城市风

光类金奖，袁大青的《云海奇峰》、苗红田的《青岛新机场》荣获城市风光类银奖，李梅的《大桥雄姿》、吕建

军的《时尚青岛》、姜虹的《鸥聚栈桥》荣获城市风光类铜奖。此外，刘明元、王华等人的 47 幅作品获得城市风

光类优秀奖。

Among the “Urban Scenery”, Zhang Youping 
claimed the gold award with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Yuan Daqing and 

Miao Hongtian won the silver award by “Skyscrapers in 
Clouds” and “Qingdao’s New Airport” respectively, and Li 

Mei, Lyu Jianjun and Jiang Hong gained the bronze award 
through “Magnificent Bridge”, “Fashion Qingdao” and 
“Gull Flock at Landing Stage”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Liu Mingyuan, Wang Hua and other participants won the 
excellence award with their 47 pieces of work.

城市风光类银奖 苗红田《青岛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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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铜奖 吕建军《时尚青岛》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宋林继《画中游》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滕燕生《“蛟龙”入海》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袁福夏《崂山村落  犹如仙》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于胜宪《梦幻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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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刘明元《神龟驮雪》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王云胜《巨龙穿山》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邴起新《夕阳映照汇泉湾》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王华《“栈桥保姆”》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李春霞《巨浪》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姜庆伟《扬帆》



063
SAILING CITY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苗红田《动车组》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刘明元《海泉湾彩霞》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李春霞《雪后崂山一角》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苗红田《云海之上》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吕建军《助力青岛腾飞》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吕建军《石老人的传说》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李正斌《青岛港》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宋林继《最美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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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唐月梅《青岛印象》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王刚《火烧浮山湾》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韦聪《大海繁星》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杨雪梅《俯瞰即墨红枫林》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王德荣《醉美青岛湾》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王华《晚霞与灯光秀》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杨雪梅《璀璨夜景》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仲伟华《气吞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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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袁大青《古刹钟声》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修相科《朝气勃发的青春之岛》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袁大青《华灯初上》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袁大青《中国院子》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张有平《滩涂精灵》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张有平《魅力海滩》组照 1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张有平《魅力海滩》组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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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赵青《老城区》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杨雪梅《俯瞰中山公园》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王钺《星轨》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赵青《小麦岛》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袁大青《冲刷远古》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杨雪梅《俯瞰珊瑚贝桥》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刘明元《梦幻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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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崔琪《鸟瞰老城区》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吴磊《榫与卯》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于维健《秋红》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吕建军《时尚夏日》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杨雪梅《奥帆夜灯塔》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张琦《海市蜃楼》

城市风光类优秀奖 周济《雨后奥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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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纪实类 Biographical Documentary 

“人文纪实类”主要指体现青岛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特别是重点行业和企业在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

城市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城市发展历程中具有影响力、标志性、首创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生活百

态下的青岛掠影和精彩画面。此外，在人文纪实类中，新增“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板块，反映全市疫情防控期间，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过程中的精彩、感人瞬间。杨红的《致谢最美逆行者》荣获人文纪实类金奖，戴东风的《空中赞歌》、

宋旭光的《憩》荣获人文纪实类银奖，于胜宪的《疫生无情人有情》、杨宝营的《城市广场》、饶琦的《始于足下》

荣获人文纪实类铜奖。此外，郝孝舜、董志刚等人的 38 幅作品获得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In the category of “Biographical Documentary”, 
the gold award was presented to Yang Hong’s 
“Thank You, Heroes in Harm’s Way”, the silver 

award was granted to Dai Dongfeng’s “Hymn in the 
Air” and Song Xuguang’s “Respite”, and the bronze 

award was given to Yu Shengxian’s “Ardent People 
Fight Merciless Pandemic”, Yang Baoying’s “City 
Square” and Rao Qi’s “A Single Step”. The excellence 
award was conferred on Hao Xiaoshun, Dong Zhigang 
and other photographers with their 38 pieces of work. 

人文纪实类金奖 杨红 《致谢抗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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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纪实类银奖 戴东风《空中赞歌》

人文纪实类银奖 宋旭光 《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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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纪实类铜奖 于胜宪《疫生无情人有情》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李其德《盐田新曲》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宋建青《疫情》组照 2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宋建青《疫情》组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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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袁福夏《向病毒亮剑  核酸检测过千万》

人文纪实类铜奖 杨宝营《城市广场》

人文纪实类铜奖 饶琦 《始于足下》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于胜宪《时代楷模》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庚兴《夕阳下的沙滩》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庚兴《高  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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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孙宝金《中国家庭帆船赛》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庚兴《夏日风》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志刚《地铁 4 号线复工》.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志刚《市北网红墙》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志刚《春捕面条鱼飘香》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志刚《红墙印记》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志刚《那抹红守护脚下的土地》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董志刚《栈桥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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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姜庆伟《欢乐啤酒节》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李万红《复苏的青岛》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柳栋《生活依旧幸福从容》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杜春来《歌唱祖国》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姜庆伟《家有考生》组照 1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姜庆伟《家有考生》组照 2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孟宪朋《老街夜色》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郝孝舜《凭栏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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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苏文达《传承绝活》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孙东《较量》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孟宪朋《雨中情》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于胜宪《粉条飘香》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孙东《沉醉幸福》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孟宪朋《美景佳人》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姚向民《保畅通》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姜庆伟《青岛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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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李梅《青岛抗疫检测 五天 1000 万》组照 1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宋旭光《温暖善举助力志愿者》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王海玉《音符》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宋旭光《消杀队员抗击疫情》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李梅《青岛抗疫检测 五天 1000 万》组照 3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李梅《青岛抗疫检测 五天 1000 万》组照 2

人文纪实类优秀奖 郝孝舜《挑灯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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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类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为更好地对外讲好青岛故事、传播青岛声音、树立青岛形象，本届摄影大赛特设对外传播类奖项。

张进刚的《“复兴号”动车组生产线一片忙碌》和姜庆伟的《公园文化角》荣获对外传播类铜奖；孙

宝金的《波澜不惊》荣获对外传播类优秀奖，其余奖项均为空缺。

In  t h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u b l i c i t y ” 
category, Zhang Jin’gang and Jiang 
Qingwei won the bronze award by 

“Busy ‘Fuxing’ EMU Production Line” and 

“Park ’ s  Cu l tura l  Corner”  respec t ive ly , 
“Calm Amidst Wave” brought Sun Baojin 
the excellence award home, and the rest of 
awards were vacant.

对外传播类铜奖  张进刚《“复兴号”动车组生产线一片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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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类铜奖 姜庆伟《公园文化角》组图 1

对外传播类铜奖 姜庆伟《公园文化角》 组图 2

对外传播类优秀奖 孙宝金《波澜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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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韩海燕

青岛，那些和时尚有关的事儿

时尚是什么？

时尚是多元文化的沟通、交汇和融合；

时尚是旅游业态的丰富、完善和便捷；

时尚是体育产业的聚集、健全和繁荣；

时尚是会展品牌的高端、特色和魅力；

时尚是商贸资源的优质、一流和集聚。

Qingdao, Stories Between the City and Fashion

时尚不仅是引领发展潮流的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座城市最容易被人铭记的鲜明标识。（图 / 郝孝舜）

Fashion is not only a cultural form leading development, but also a most memorable and distinct symbol of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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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诸多影响。青

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直面疫情严重

冲击，在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在青岛市政协调研督促工作队的

督导下，在青岛各相关单位和全体市

民的大力支持下，建立应对疫情形势

下工作体制机制，主动应变、创新求

变，研究制定攻势作战方案 2.0 版，创

新性提出“以项目推动时尚产业壮大，

以平台促进时尚元素集聚，以活动放

大时尚品牌效应”的发展路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时尚与文化、

旅游、体育、会展、商贸融合发展，

全力打响五大战役，取得了超乎预期

的阶段性效果。国际顶级时尚权威杂

志《Vogue( 时尚 )》发布 2020 年中国新

时尚之都指数显示，青岛入围十强。

创新思路理念，转换路数打法，
纵深推进时尚城攻势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

委书记王清宪指出，“要更全面敏锐

地捕捉、引进时尚产业的新业态、新

样式，引进更多更大的时尚产业大项

目”。因此，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

势鲜明提出 “坚持把项目放在第一位，

做大优势产业、做强特色产业、做优

新兴产业，打造现代优势产业集群。”

基于此，不断创新项目招引方式、细

分行业类别，通过网上招商、视频洽

谈、线上签约等途径，对目标企业进

行跟踪联系、精准招商，扩大项目来

源，招引了一大批头部企业、重点企

业，形成各具优势和特色的产业集群。

全年推进莲花山华侨城、中歌世纪等

时尚产业项目 1200 多个，是 2019 年的

4 倍。总投资过百亿元重大项目 30 多个，

计划投资总额近 5600 亿元。2020 年全

年新开工项目 750 个，建成 518 个。

具体而言，这些举措包括：放大

精品旅游、影视制作等优势时尚产业

资源禀赋，强化产业链招商，推动优

势产业更强。开工东方伊甸园，引进

环球融创海洋文旅城等知名主题公园

项目，打造青岛旅游核心吸引源；推

进东方影都产业园、藏马山影视外景

地等建成投产，新增影视企业 336 家 ,

比 2019 年增长 15.8%，“电影之都”

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

其次，立足青岛在发展休闲体育、

文化创意、时尚商贸等领域独特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时尚产业，推动特色产

业更精。积极推进亚洲杯专业足球场、

中国足球学院青岛分院、英派斯体育

运动文化中心、雷神电竞等时尚体育

项目，引领体育产业高端发展。稳步

推进米兰时尚周、北服时尚产业园等

高端文创产业资源在青岛集聚。

此外，盯紧国家政策动向，大力

发展 5G 高清视频、人工智能、康养旅

游等新业态，推动新兴产业更优。加

快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

区建设，发布 5G 高新视频系列技术白

皮书，为互动视频、VR 视频、沉浸视

频、云游戏等提供行业标准，引进华为、

京东方、浪潮等 63 家头部企业重点企

业，建成运营国内首个影视工业化云

制作平台，初步形成全新产业生态，

成为全国高清视频技术产业引领区。

敏锐捕捉疫情中蕴含的“机”，加快

康养旅游发展，引进中科院康养旅游

基地、国科健康科技小镇等 23 个康养

旅游项目落地建设。

与此同时，以平台思维做发展乘

法，以生态思维优发展环境。将平台

建设和项目招引、活动开展作为推动国

际时尚城建设的“三驾马车”，聚力

写好“剧本”、搭好“舞台”、邀来“名角”，

让更多时尚产业主体、时尚人才等在

青岛唱好时尚大戏。全年共搭建园区

平台、企业平台、会展平台等发展平

台 530 个，有效汇聚起时尚要素和产

业资源，形成了深度关联、跨界融合、

开放协同、利他共生的生态系统。

时尚不仅是引领发展潮流的文化

形态，同时也是一座城市最容易被人

铭记的鲜明标识。

在青岛迈向“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国际化大都市”征途中，势必

要深度依托文化、旅游、体育、会展、

商贸等产业的融合，凝聚青岛的时尚

力量，展示青岛的时尚形象。

 2020 年，时尚对于青岛而言，有

着更为特殊的含义。

对于时尚的坚守，对于国际时尚

城建设的努力，在这一年创造出了一

段精彩纷呈的城市篇章。时尚与文化、

时尚与旅游、时尚与体育、时尚与会

展、时尚与商贸五大“战役”全面起势，

不仅打出了漂亮的一仗，更打响了一

座城市的知名度。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一度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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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包括：引进规划建设青

岛时尚创意产业园、歌尔科技产业园

等时尚产业园区 95 个，持续打造中国

北方时尚产业发展的集聚地和新高地。

培育台东步行街等 23 处休闲购物街区、

青岛鲁邦国际风情街等 21 处休闲餐饮

街区、星光里等 25 条音乐酒吧街、太

平角街区等 16 条时尚艺术街区，成为

繁荣青岛夜经济重要载体，台东步行街

获批全国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青岛入

选“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

创新设立“青岛·全展汇”平台，

开展“云展览”“云洽谈”“云签约”。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积极探索线上线下

办展新模式，成功举办较大规模会展活

动 330 余项，成为全国重启线下会展活

动最早、举办会展活动最多的城市之

一。借助中欧企业家峰会、青岛影博会、

中国（青岛）艺博会等重点会展平台，

签约重点项目近百个，促成意向投资超

2000 亿元。青岛先后荣获中国最具竞

争力会展城市、中国十佳会展名城等荣

誉称号。

同时，将平台企业作为“城市合

伙人”，引进国内最专业、规模最大的

专业咨询机构华夏基石，导入 2 家头部

企业、5 家上市公司和 2 家深圳行业协

会；建设国际时尚工业互联网中心，让

平台业务循环带动大产业循环、大资本

循环。引进春光里“青岛智谷”项目，

不到两个月时间，与京东数科等 120 余

家知名企业达成落户意向。贯彻中共山

东省委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成立胶东经济圈文旅、体育、

会展、工业设计、智库等系列合作联盟，

促进胶东半岛各类时尚资源在青岛互

动耦合。

并将政策扶持引导作为攻势推进

的强力“助推器”，着眼应对疫情影响，

出台支持文化、旅游、体育、会展、商

贸业发展、疫情防控指南等相关政策 5

项，聚焦 5G 高新视频、时尚消费等关

键领域出台相关鼓励政策 7 项。聚焦海

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制定《青岛市

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总体方案》，密集

出台《青岛市游艇租赁管理办法》《海

洋潜水项目管理与服务导则（试行）》

等规范发展政策 8 项，旅游码头分级分

类管理办法、帆船运动旅游管理办法等

相关政策还将陆续出台，培育海洋旅游

新业态，推动青岛成为国际知名海洋休

闲旅游目的地。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国际时

尚城建设攻势着眼建设青春之岛、创业

城市，创新开拓“线上”时尚活动新领

域，创意打造“线下”时尚活动新板块，

开展各类时尚活动 1000 余项，有效提

升青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是开辟线上活动新领域。积极

应对疫情冲击，组织开展“云课堂”“云

展览”“云上歌王 LIVE SHOW”等线

上活动 400 余次，策划推出“天下青岛

人”云艺演，直播点击量达千万。组

织各类线上体育健身活动 50 余项，吸

引 1000 万余人在线参与。开展“百日

万店消费季”“八八青岛购物节”等

2000 多场活动，拉动消费增长 200 多

亿元。二是创新“线上 + 线下”新模式。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第 30 届

青岛国际啤酒节线上总曝光量达 4.57

亿，举办线下活动 660 余场，累计接待

游客 205.42 万人次，为疫情防控常态

化后举办大型活动贡献了“青岛样本”。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以此作为有力例

证回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关于中国疫

情防控不力的无端指责。青岛凤凰音乐

节，取得艺人阵容、社会影响力全国第

一、票房收入第二的佳绩。推动青岛黄

海青港足球队成功保级，点燃城市激

情。作为 2019—2020 赛季 CBA 联赛季

后赛、总决赛惟一举办地开创了联赛历

史，中国篮协授予青岛市“2020 中国

篮球特殊贡献奖”。

三是创新时尚活动宣传新渠道。

充分发挥新媒体矩阵优势，做好城市宣

介文章。网络索引各类媒体宣传青岛重

大会展活动信息 5 亿多条。青岛凤凰音

乐节，微博话题点击量 4.1 亿次，抖音

点击量 2.2 亿次；2020“发现·青岛”

城市定向赛，抖音官方话题播放量超

1000 万；居家健身“抖音挑战赛”总

浏览访问量超过 1000 万，成为享誉全

国的新时尚活动品牌。

坚持目标导向，理清工作思路，
狠抓工作落实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站在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如何总

结经验、谋划未来，写好时尚城建设

攻势这篇文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将抓

住“青岛把重大机遇转化为发展优势、

把开放大势转化为具体实事的绝佳时

期”，充分挖掘城市时尚资源、释放

城市时尚气质，组织实施时尚产业孵

化、时尚品牌培树、时尚地标打造、

时尚城市宣介“四大工程”，持续擦

亮青岛时尚名片，全面彰显国际时尚

魅力，全力打造创意活跃、消费时尚、

文化多元、体育发达、展会高端、令

人向往的国际时尚城。

立足“十四五”开局之年，围绕

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项目落地年”部

署，继续坚持把项目建设放在第一位，

统筹项目支撑、平台赋能、活动造势“三

驾马车”，重点突破文化创意、影视制

作、精品旅游、海洋旅游、轻奢时尚、

时尚体育、时尚会展、时尚商贸 8 大产

业集群。

一是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加

快青岛乐都音乐谷、西海艺术湾、长江

地一城（青岛地铁长江路站地下空间）

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时尚艺术街区建

设，推进梅纽因音乐学校、山东艺术学

院电影学院建设。引进草莓音乐节、麦

田音乐节等时尚 IP，擦亮凤凰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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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0, fashion was given a 
special meaning in Qingdao.

Qingdao wrote a wonderful 
chapter though its commitment 
to fashion and efforts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fashion city. The five 
“battles” of promoting fashion in 
culture, tourism, sports,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and commerce were 
in full swing. The city not only 
secured remarkable victories in 
these battle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reputation of the city.

Despite the sever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efforts to 
establish Qingdao as an international 
f a sh ion  c i t y  have  ma in ta ined 
momentum. Led by the CPC Qingdao 
C o m m i t t e e  a n d  t h e  Q i n g d a o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organized by the research and 
supervision work groups of CPPCC 
Qingdao Committee, the mechanism 

of progressing work in the face of the 
pandemic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support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all citizens. The city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eek changes and break 
new ground, and upgraded the 
strategic plan to keep with the time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was charted 
to “promote the fashion industry 
based on products, bring together 
f a sh i o n  e l emen t s  o n  r e l evan t 
platforms, and amplify the brand 
effect through promotional events”. 
In so doing, fashion could grow 
in tandem with culture, tourism, 
sports,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and commerce .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fashion in the five 
areas was boosted in a systematic, 
coordinated and all-round way. So 
far, the five areas have gathered 
steam, and delivered better-than-
expected outcomes.

国际吉他艺术节、国际小提琴比赛、古

城民谣季等自主品牌。推进原创音乐扶

持计划，举办中国（青岛）艺博会，吸

引更多文化创意人才来青岛创造创业，

推动形成文创产业良性发展局面。

二是落实影视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加大影视制作产业招商力度，吸

引更多影视作品在青岛拍摄制作。加

快推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青岛国

际虚拟现实产业园、中国电影云基地、

影都后街等重点项目建设。组织举办

2021 青岛影视博览会等品牌活动，擦

亮电影之都品牌。

三是加快推进东方伊甸园、方特

熊出没动漫谷等主题公园，环球融创海

洋文旅城、俄罗斯雅钻文化旅游交流中

心等综合文旅项目，莲花山华侨城、国

科健康科技小镇、中国医药康养艺术园

区等康养旅游项目，红景新区等特色旅

游项目建设，发展民宿体验、研学旅游

等新业态。

四是全力推进海洋旅游高质量发

展一系列政策落地，深化海洋旅游产品

体系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海

陆联动的旅游交通体系，完成海洋旅游

码头、海洋旅游企业整合，成立海洋旅

游票务公司，引进皮划艇、滑水、拖伞、

香蕉船、飞鱼船等一批旅游新业态，丰

富白天、夜晚海上旅游的内涵，塑造具

有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海上画廊”

青岛海洋旅游品牌。

五是大力发展以服装、鞋帽、家

纺为核心的时装服饰产业，以智能家

电、动漫、网游等为代表的数字传媒产

业，以珠宝首饰、黄金制品等为主体的

珠宝产业，以节庆、婚庆、流行发布、

秀场展示及其相关服务为内涵的时尚

服务产业。加快推进北服青岛时尚学

院、萨尔马时尚纺织园、本依凡时尚产

业园、钻石小镇等重点项目建设。推进

“米兰时装周青岛行”，提升中国青岛

国际时装周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轻奢

时尚产业主体和设计人才到青岛发展。

六是加快建设国信金融中心、海

天中心等的专业会议场馆建设并投入

运营，做好奥帆时尚中心项目论证与推

进工作。办好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

论坛大会、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全球创投风投大会、中欧企业家峰会等

重大会议，上合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

会、中国国际纺织博览会等重点会展，

青岛国际啤酒节等重点节会，培育青岛

会展业“领头雁”。推进与德国汉诺威、

法国智奥、瑞士迈氏等会展巨头的投资

洽谈，力争引进更多城市“合伙人”和

会展项目。

七是加快推进泰山体育产业集团、

世界羽联总部机构、IBF（国际拳击联

合会）中国区域总部等项目落户。加快

英派斯体育产业园、雷神电竞产业园、

亚洲杯专业足球场建设。积极稳妥筹

办 CBA 全明星周末、哥德杯·中国世

界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等重大赛事活动。

组织举办时尚体育产业大会、远东杯帆

船拉力赛、青岛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探

索成立体育发展基金会、胶东五市冰雪

运动产业促进会。

八是加快推进爱琴海购物公园、

王府井城市奥莱、苏宁（上合）跨境电

商产业园、绿地缤纷城等一批重大商贸

项目开工开业。积极引进批发贸易总部

型企业，整合提升浮山湾国际时尚商

圈，加快台东步行街、李村步行街等街

区改造，每个区市都打造 1 条特色街。

鼓励发展直播电商、内容电商，扶持音

乐酒吧发展，打造音乐酒吧特色街区，

搞活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潜力。

2021 年，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

势将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持续强化项目要素

保障，大力实施品牌强市战略，不断深

化全球全网顶格宣传，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推动五大战役狂飙突进，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真正为立体、

综合、全方位、内生地“搞活一座城”

贡献时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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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aside worries of the day, drink a bottle of pure whi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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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威士忌事务所

如果说，酒吧给青岛的夜色增添了十足的动感和活力，那么，THE WHISKY FIRM “威

士忌事务所”的出现，则让这座城的月光故事多出许多品位和格调。

如何定义“威士忌事务所”？

这，取决于你对它的认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间由专业人士主理的威士忌博物馆。

Welcome to THE WHISKY FIRM

600 公升橡木桶，我们都能满足你——

这，是“威士忌事务所”的宗旨：专

门处理与威士忌有关的一切事务。

不必跨过半个地球寻找，只要走

进“威士忌事务所”就会收获，因为

能成为 BB ＆ R 授权的“大使馆”，

其实力自然是不容小觑的。

两层的“威士忌事务所”被分为

酒吧区和会员俱乐部两个部分。酒吧

区是典型的英式风格，黑白两色地砖

铺陈出类似国际象棋的棋盘格，经典

的黑棕和雅致的专属绿搭配出复古的

格调，垂坠着的水晶灯球和绿玉玻璃

壁灯低调又不失品位。这里分吧台区、

独坐区和卡座区，不同的区域于无形

间给客人营造了独属的话境。300 多款

苏格兰威士忌陈列出的酒墙是威士忌

的殿堂，有着“喝不到尽头”的气势。

不经意的一瞥便是一支价值 8.4 万的拍

卖会藏品，而一支价值 14 万的收藏级

苏格兰威士忌是翀的心头好，毕竟这

世上只有极少数人喝过它，这里还有

就连很资深的苏格兰威士忌爱好者也

认不出的“老古董”，因此“这里很

难喝通关的”。

这 里 的 每 一 款 苏 格 兰 威 士 忌 都

彰显着主理人的选酒哲学——翀喝过

2000 多款威士忌，他把自认为比较好

的买回来摆在这里分享给众人，在他

看来，威士忌精神即是分享。当然，

只有达到足够的深度以及拥有足够好

的酒才有资历去评判和分享，“我们

品尝过 10 万、15 万的酒，才会有资格

告诉别人‘这支 2000 块的酒好喝’，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味道’；

我们品尝过上世纪 70 年代甚至更早的

酒，才会告诉你‘这支 500 块的新酒

很好’，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性价比

有多高。”威士忌爱好者之间交流的

乐趣，也在于此。

“威士忌事务所”的考究，从细

节可见一斑：放眼所见之处，像木头

的地方都是实木，像皮的地方都是真

皮，就连吧台正下方看不到的立面也

用柔软的皮革包裹起来；椭圆的水晶

烟灰缸甚至雪茄钳都透着一股饱满圆

润；墙上每一幅装饰画都是认真挑选

过的，老旧的威士忌广告画满是故事，

英王肖像插画则取自 100 多年前的书

籍……这些细节并没有刻意为之、哗

众取宠，真正考虑到来访者的体验感

并做到了极致。

酒单里的世界
墨绿色的皮革酒单也彰显着“威

士忌事务所”的品位，与格兰凯恩闻

香杯、郁金香杯、纯净杯、冰球杯等

一众酒具契合出一种难言的默契。翻

开酒单，便进入了翀为来访者打造的

苏格兰威士忌世界，那是一场充满惊

跨越半球的英伦风
夜幕下，浓郁的英伦风透过“威

士忌事务所”那厚重的木质门窗溢出，

瞬间会有一念：这里的主人会是一身

经典行头的英国绅士——翀，的确如

料想的那样，言谈举止间尽显绅士的

品格。

拉开深棕色的厚重木门，迎面的

徽标及底色似曾相识。没错，这正是

英国皇室御用酒商 BB ＆ R 的经典招

牌。在电影《王牌特工》中，BB ＆ R

在英国的大本营作为王牌特工新总部

出现了数次。让人没想到的是，“威

士忌事务所”竟是 BB ＆ R 的深度合

作方，皇室徽标和专属底色的搭配，

看似低调却让人移不开眼睛——即使

不介绍，每一个威士忌爱好者都明白

BB ＆ R 这个牌子背后的份量：它有着

超过 300 多年的历史，作为英国最古

老的威士忌专业酒商，拥有两份英皇

室授权徽章，而公司的主席任职皇室

酒窖主管。

门廊窗前的古董小圆桌、高背皮

质老虎椅和装满“记忆”的陈列柜，

氤氲着怀旧老时光的味道，让人好奇

接下来会去到怎样一个空间。

苏格兰威士忌的殿堂
只要你爱苏格兰威士忌，无论是

30 毫升的一杯酒，还是远在苏格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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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探索之旅。

酒墙上的 300 多款苏格兰威士忌

中，有 180 多款是可以开单杯品尝的，

你能喝到“全国只有几支”甚至“全

球只有十几支”的好酒，也能喝到日

本、英国的高手挑选的好酒，当然还

有“威士忌事务所”自己挑选的苏格

兰威士忌。

如果你是爱好者，酒单第一页的

BB ＆ R 皇室酒窖精选，闭着眼睛都不

会选错——斯宾塞经典威士忌、雪莉

炸弹威士忌、艾雷泥煤威士忌、复古

高地风威士忌、典藏单桶 2006 克莱嘉

赫 12 年、典藏单桶 2008 本利亚克 10 年、

典藏单桶 1999Burnside（百富）20 年……

足以满足你的期待。

如果你是门外汉，酒单第二页的

组合套餐，可以让你一次打开多个新

世界的大门——从 180 元 3 杯的威士

忌初探组合，到 490 元 4 杯的大师匠

人 选 桶 组 合， 再 到 2350 元 4 杯 的 传

奇威士忌组合，你完全可以在这里完

成从外行人到爱好者的进阶之旅。如

果你有选择困难症，别忘了，专业的

Bartender 小志随时乐意给你最到位的

推荐。

而苏格兰威士忌老饕，则将目光

投向酒单后面的宝藏——“威士忌事

务 所” 发 行 的“ 畅” 单 桶 1990· 麦

卡 伦 30 年 雪 莉 桶 及“ 财 神” 单 桶

2003·17 年雪莉桶、威士忌坊山海经

帝江 40 年雪莉桶调和威士忌、高登麦

克菲尔 1989 高原骑士 29 年、郑问三

国志曹军百万 1989 拉弗格 30 年、道

格拉斯梁 XOP 单桶格兰花格 30 年……

每一个名字，都足以满足威士忌老饕

的需求。

光影朦胧，爵士低回，柔软时光

中品最烈的酒，这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让身心得到充分的舒缓。

威士忌的博物馆
“每个人一生，或早或晚，最终

都会沉醉于威士忌。”这句话，如果

随便从某个人的口中说出未免有些狂

妄，但从翀的口中说出，你会深信不疑。

从 2006 年算起，翀至今喝过 2000

多款威士忌，且收藏着数量众多的殿

堂级好酒。“威士忌事务所”二楼所

陈列的，便是他的部分收藏。这里就

像是小型的私人博物馆，对于爱好者

而言，这里的每一支苏格兰威士忌都

令人血脉贲张，20 万 3 瓶的拍卖级轻

井沢、5 万 1 瓶的云顶 1966、花 40 万

购买其他威士忌才争取来的两瓶拉弗

格 21 年、花近千万元购得整桶的麦卡

伦 30 年……单单是在举行沙龙的包厢，

里面就陈列着价值超过百万的苏格兰

威士忌。即使是门外汉，也会在听到“限

量”“停产”“世界上存量极少”“已

经很难找到”“拍卖会上拍来的”“鉴

赏家级别”等等关键词时赞叹不已。

翀的威士忌收藏一直在继续。“在

中国，威士忌的圈子很小众但一直在

增长。威士忌收藏是一个世界性的主

题，你会发现中国台湾、日本收藏威

士忌从 20 年前甚至更久就开始了，而

西方国家收藏威士忌的历史更悠久。”

苏格兰威士忌酒已有 500 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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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忌事务所”里，浓郁的英伦风仿佛跨越半球而来。

A typical British atmosphere comes to THE WHISKY FIRM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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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skey Firm would be 
a wonderful place to put 
aside worries of the day and 

have your own moment to the full. 
Here you can enjoy a typical British 
atmosphere while drinking a bottle of 
pure whisky.

The whiskey l ist  reveals how 
professional the Whisky Firm is. At 
the first page, a fine selection of BB & 
R Royal Cellar spirits can definitely 
fulfill expectations of whisky-lovers: 
Speyside Classic Whisky, Sherry Bomb 

Whisky, Islay Peated Whisky, Vintage 
Highland Whisky,  Craigel lachie 
Reserve 12 Year Old 2006 Single Cask, 
Benriach Reserve 10 Year Old 2008 
Single Cask, and Balvenie Reserve 20 
Year Old 1999 Single Cask...

As a close partner of BB & R, an 
official spirits supplier to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he Whisky Firm is 
undoubtedly an expert in whisky. 
And as the creator of specialized 
independent bottling, we can bring 
more surprise to whisky-lovers.

是世界上最好的威士忌酒之一，人们

对于苏格兰威士忌的痴迷源于它用上

百年的时间坚持它的高品质，并始终

屹立于烈酒之巅。翀表示，苏格兰威

士忌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执行标准。之

所以能够风靡全球打动无数的人、让

他们喊出“我要喝 Scotch”，源于它的

魅力——品位的象征。

“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有一个基

本要求，那就是所有的酒都要在苏格兰

完成装瓶、贴标，否则不能被叫作‘苏

格兰威士忌’，它可以叫‘烈酒’‘威

士忌’，但对不起，不能叫‘苏格兰威

士忌’。苏格兰威士忌的严格还体现在

酒液的品质中，举个例子：如果酒标上

标有‘18 年’的字样，那么瓶中就不

会有一滴低于 18 年的酒液。”翀是威

士忌大师班讲师，也是威士忌专栏作

者，更是威士忌收藏家、品鉴家——如

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专业”最贴切

不过，正如他的“威士忌事务所”一样。

“威士忌事务所”不生产酒，但

发行酒。翀和伙伴们会先去苏格兰的

酒庄挑选一桶自认为足够好的威士忌，

买下后用自己的方式去设计包装，最

后在苏格兰完成装瓶、贴标，成为自

己的产品呈现给众人。于是，就有了

眼前这支麦卡伦 30 年，打开像中国古

代珠宝匣一样的酒盒，映入眼帘的是

画家林良丰的“西藏的秋天”，这款

苏格兰威士忌限量发行 100 多瓶，深

受收藏者的喜爱。实际上，“威士忌

事务所”的第一支定制单桶，同样来

自于苏格兰，酒标“财神”也出自林

良丰之手，纯手工打磨的漆盒像一件

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更显瓶中酒的卓

尔不凡。不难想象，当它出现在 2021

年的拍卖会时会是何等惊艳，注定要

成为众人目光追逐的焦点。

“一起探索威士忌世界吧，这里

有流动的诗，杯中的画，渐行渐远的

海岸线与冷酷世界的避风港。”这句

翀写在公众号简介里的话，是对威士

忌爱好者最好的邀请。

（本文部分图片由威士忌事务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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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忌事务所”的出现，让这座城的月光故事多出许多品位和格调。（组图）

THE WHISKY FIRM brings more elegance and style to the night of thi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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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以“携手金牌合伙人共创崂山新未来”为主题的 2021 青岛市崂山区企业家和产业领军人才大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On January 17th, under the theme of "Joining Hands with Golden Partners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of Laoshan", the 2021 Qingdao Laoshan Entrepreneurs and Industry 

Leading Talents Conference was hel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文 /韩海燕

携手金牌合伙人  共创崂山新未来

千山叠成嶂，万水汇为川。

“一山一海一城”大概是对崂山最恰当的形容，这里有中国海岸线海拔最高的巨峰崂山；

有青岛最著名的观光景点石老人；有历史文明的丰沃园地青岛博物馆；有体育健儿的聚集地

国信体育中心；有山海紧错、岚光变幻的雕龙嘴村；有山海城一体的观海胜地仰口……正可谓

千载人文崂山，万般山海风情。

Join Hands with Golden Partners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Laoshan

——2021 青岛市崂山区企业家和产业领军人才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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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更迭，如今的崂山是青岛旅

游的金字招牌，也是青岛惟一的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基地。

有人说，读懂一座山，需要长远

的眼光和前瞻的视野，守住一片海，

则需要改革的智慧和创新的魄力。在

建设开放创新怡居的山海品质新城的

奋斗进程中，崂山不断释放着独属于

她的山海魅力，并大有作为。

让有风景的地方，有新经济、新

产业、新业态。对于劈海前行的崂山

而言，创新基因和传统早已有之。依

托崂山区旅游、金融、科技、文化等

优势资源，国内首创“文旅融创示范

基地”，以培育扶持中小文创、设计、

研发公司为目标的“创意”产业孵化

基地；以旅游投融资集团、旅游设计

研发机构、虚拟旅游开发、旅游大数

据与智慧旅游产品开发机构等新业态

为主的高端新兴旅游业态聚集区，助

崂山区建立企业家和人才金牌服务卡制度。

A gold medal service card system for entrepreneurs and talent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Laoshan District.

推旅游产业扩容、增值。将技术的创

新嫁接到产业链的打造，构筑起农旅、

工旅、文旅结合的新产业载体和绿色

生态空间。休闲农业园、特色乡村成

为“青年国际乡村双创优秀实践地”；

海尔工业园、华东葡萄酒庄园等工业

旅游项目有效释放产业动能；如是书

店、崂山绿石博物馆等镌刻着崂山文

化印记，打造文化名家、名品、名企、

名牌聚集地。

1 月 17 日，以“携手金牌合伙人 

共创崂山新未来”为主题的 2021 青岛

市崂山区企业家和产业领军人才大会

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大会

亮点频现，精彩不断：在全国首家建

设并启用“免申即享”政策兑现平台，

奖励资金实行刚性兑付和不见面对付；

在全国率先出台《崂山区支持产业发

展集成政策》；在全省以最高金额奖

励企业家和产业领军人才，一次性发

放奖励资金 1.3 亿元；在全市首次由国

内权威机构发布区级高成长性企业榜

单；建立企业家和人才金牌服务卡制

度等。这些亮眼的举措，体现了崂山

区尊重、服务企业家和人才的鲜明态

度，彰显了崂山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聚力打造“双招双引”强磁场、

推动政企携手共克时艰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信心和决心。薛庆国、李伟、邹

川宁、卞建平等市领导，孙海生、王

锋等区领导出席大会；来自全区各行

业的企业家、产业领军人才代表以及

驻区高校、重点科研院所、省市驻青

的商会、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的负责

人受邀参加大会。

真心实意服务企业，
真金白银重奖企业 

企业是助推城市发展重要的活力

源泉，成全企业家就是成全高质量发

展。大会宣读了企业家、引才育才奖

表彰决定，授予海尔集团、山东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海信

集团 3 家企业“发展功勋奖”，给予

每名企业家 300 万元奖励；授予青岛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

业“杰出成就奖”，给予每名企业家

100 万元奖励；授予特锐德等 50 家企

业“优秀贡献奖”，给予每名企业家

50 万元奖励；授予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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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青岛分行等 10 家企业“新锐贡献

奖”，给予每名企业家 30 万元奖励；

授予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等 6 家

单位“引才育才奖”，奖励吴松华、

屈东明等 116 名人才 3620 万元。会上，

市区有关领导向企业家代表、产业领

军人才代表、引才育才奖获奖单位代

表进行颁奖，向 10 名企业家代表发放

企业家金牌服务卡。长城企业战略研

究所发布了崂山区高成长性企业 50 强

榜单，崂山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向 10 家

高成长性企业代表授牌。

据悉，本次大会崂山区一次性发

放约 1.37 亿元，以全省最高金额奖励

企业家和产业领军人才。除了重金奖

励，该区还建立企业家金牌服务卡制

度，为企业家提供专员服务，持卡可

免费游览崂山景区、使用文化会客厅、

参加体检等，通过这些举措让厚待企

业、厚爱企业家成为崂山区独有的城

市特质。

推出一批首创性领先性产业政策，
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营商环境是最靓的城市名片。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细化产业政策，

崂山区对标深圳，借鉴上海、苏州等

地先进做法，对产业政策进一步优化

调整，制定了高端服务业相关扶持政

策，形成全国领先的产业政策体系《崂

山区支持产业发展集成政策》，并在

大会现场进行了发布。该集成政策对

经济贡献主要条款进行了全面提升修

订，加大了扶持力度；在高成长企业

奖励方面，进一步突出增量奖励，明

确刚性兑现机制和“免申即享”兑现

政策等服务模式，着力打造政策最优、

服务最便捷、系统最集成的“一业一策”

政策体系，全力做到政策含金量最高、

竞争力最强。

在 2020 年“助企服务 15 条”基

础上，崂山区按照建立产业激励政策

刚性兑现机制要求，在全国建立了首

家“免申即享”政策兑现平台并在本

次大会上正式上线启动，对独角兽、

隐形冠军、瞪羚、专精特新等企业兑

现政策资金 8966 万元，同时在全市率

先由权威机构发布区级高成长性企业

榜单，促进独角兽、瞪羚企业培育。

2020 年，崂山区新增独角兽企业 3 家，

总 数 达 到 6 家， 位 居 全 省 第 一 位。

2021 年，崂山区将坚持平台思维做发

展乘法，发挥好“免申即享”政策效应，

用足用好创业黑马等机构的专业优势，

加快集聚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力争

新增独角兽企业 2 家、瞪羚企业 4 家，

积蓄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培育一流人才生态圈，
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近年来，

崂山区着眼于打造青岛高端产业引领

区，坚持“引进一个人才、落地一个

项目、带动一个产业”，制定了国内

一流的产业扶持政策和人才激励政策，

连续举办 4 届国家高层次人才峰会，

成立“人才创新创业生态联盟”，探

索实践人才、技术、产业、资本、服

务的招才引智“千山模式”。搭建优

质载体和互动平台，出台鼓励支持人

才平台载体建设指导意见，首次表彰 6

家引才育才先进单位，打造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四链合一”

加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环境的“4+1”发

展生态，为产业发展“拔得头筹、占

据优势”营造良好环境。

“人才新政 22 条”“高端人才集

聚计划”“产业巨峰人才引进计划”

全国首家“免申即享”政策兑现平台在本次大会上正式上线启动。

China's first application-fre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latform is officially launched during thi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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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anuary 17th, under the 
theme of “Join Hands with 
Golden Partners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of Laoshan”, the 2021 
Qingdao Laoshan Entrepreneurs and 
Industry Leading Talents Conference 
was hel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This 
conference boasts many highlights: it 
built and opened China’s first policy 
implementation platform where reward 
funds are rigorously paid online 
without any need for application; it 
took the lead in issuing the integrated 
policy for suppor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Laoshan District in 
China; it rewarded entrepreneurs 

and industry leading talents with the 
highest amount within Shandong 
province, with one-off payment of 130 
million yuan; the list of district-level 
high-growth enterprises was released 
by domestic authorit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ity; and a gold medal 
service card system for entrepreneurs 
and talents was established. These 
uplifting moves reflect the decisive 
attitude of Laoshan District to respect 
and serve entrepreneurs and talents, 
and demonstrate the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of Laoshan Distric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ttract talents and 
promote investment”,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of the time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unicipal officials 
including Xue Qingguo, Li  Wei , 
Zou Chuanning and Bian Jianping 
and District officials including Sun 
Haisheng and Wang Feng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s of 
entrepreneurs and industry leading 
talents from all industries in the District, 
heads of universities,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in the District, as well as head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with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invited 
and attend the conference.

等一揽子产业、人才政策的出台，把

崂山区打造成了高端人才集聚的强磁

场。目前，崂山区已集聚两院院士及

外聘院士 45 人、国家高层次人才 78 人、

泰山学者及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221 人，

汇集了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青能所

等高层次科研院所 13 个，2020 年新培

育市级以上技术创新中心 26 家，为突

破“战略北进”、深化再次创业搭好

了智库，攒足了“人气”。人才、产

业、资本在这里互动耦合、加速蝶变，

让崂山区成为海内外人才创新创业的

首选之地。

携手金牌合伙人，
共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尊 重 企 业 家， 不 仅 要 让 企 业 家

站 C 位，更要让企业家谈发展。会上，

海 尔 集 团 董 事 局 副 主 席、 总 裁 周 云

杰， 青 岛 镭 测 创 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吴 松 华， 青 岛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郭 少 泉 作 为 企

业 家 和 人 才 代 表 进 行 发 言， 结 合 企

业实际，与城市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共话未来。

企业与城市必须同频共振，才能

实 现 合 作 共 赢。2020 年， 崂 山 区 坚

持高端引领，创新驱动，深入开展“鼓

励创新在崂山”大讨论，建立包容审

慎监管制度，健全“要素跟着项目走”

机制，用好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工作

法，强化线上招商、平台招商、以商

招商，新落户东华软件、新希望六和

等总投资 898 亿元的重点项目 132 个，

增长 50%；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82 个、

10 亿元以上大项目 24 个，分别增长

30% 和 40%，已初步形成产业集聚优

势。组建区楼宇经济发展中心，坚持

向南提升楼宇经济发展品质，出台全

市首个楼宇经济专项政策，制定全省

首个县区级商务楼宇等级评定规范，

新建和投用楼宇面积 150 万平方米，

新 增 亿 元 税 收 楼 宇 6 座、 总 数 达 到

26 座，楼宇经济成为崂山发展的新

亮点。正是得益于这些项目的有力推

进和工作路数打法的有效落实，2020

年，崂山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

市前列，完成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8 亿元、增长 3%，税收收入增长

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 20%，

区域综合实力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

再上新台阶。

2021 年 是“ 十 四 五” 规 划 的 开

局 之 年， 也 是 崂 山 区 突 破“ 战 略 北

进”、深化再次创业、全面开启城市

转型升级新篇章的关键一年。新的一

年里，崂山区将围绕中共青岛市委提

出的“项目落地年”工作部署，持续

深化鼓励创新长效机制建设，进一步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力争新增“专精

特新”企业 30 家、高新技术企业 80

家，构建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

梯队。深化推进“双招双引”，突出

抓好招大引强，紧盯世界 500 强、行

业 500 强项目，实施精准招商，力争

引进 500 强企业 5 家、总部项目 5 个，

过亿元项目 80 个，新引进金融机构

和类金融机构 100 家以上，推动形成

以优质企业、重大项目为引领，以现

代金融、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旅游、

医药健康“四大产业”为支撑的新发

展格局，加快形成崂山高质量发展的

新优势，以优异的成绩喜迎建党 100

周年。

本次大会采用“主会场 + 分会场

+ 同步直播”的方式，实现线下、线上

同步举行，在崂山全区上下营造了尊

商重企、亲商助企、尊重人才的浓厚

氛围。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

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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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而上开新局，乘风逐浪勇前行

回首 2020 年，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里，海湾化学逆势而上，向阳而生，交出了一张亮

眼的成绩单。

2020 年 1 月，海湾化学扛起国企担当和社会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疫物资应急生产部署，

全力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

文 /石薇娅

Weathering Wind and Waves, Sailing to New Success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青岛的“项目落地年”。于海湾化学而言，也是重中之重的一年。

2021 is the first year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Year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of Qingdao. It is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Qingdao Haiwan Chemical Co., Ltd. 

(Haiwan Chemical).

疫情防控是硬任务，企业发展是硬

道理。海湾化学在全力支援抗击新型肺

炎疫情的同时，不忘抓生产经营，围绕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步步为营，发起攻

势。紧绷疫情防控弦，工作力度不减，

使疫情防控与安全管理无缝对接。

2020 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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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彰显出海湾的建设速

度，更体现了海湾人的精神担当；

2020 年 12 月，氯乙烯二期氧氯化

装置成功投产，宣告海湾化学二期项

目全部投产，标志着海湾化学高质量

发展进入新阶段。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同时也是青岛的“项目落地

年”。于海湾化学而言，也是重中之

重的一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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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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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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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

化学 2022 年销售收入将达到 140 亿元，

2025 年将达到 210 亿元，品牌效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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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动员广大干部员工凝心聚力、

昂扬斗志，抢抓发展机遇，全力大干

一季度，为全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在听取了公司关于 2020 年各项任

务、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以及 2021 年总

体目标和工作打算的汇报后，海湾集

团董事长李明指出：全力大干一季度，

以季促年，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是新一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的保障。

围绕一季度重点工作，一要抓好能耗

物耗，VCM 蒸汽消耗、乙烯消耗等关

键指标要严格控制，确保保持行业领

先水平；二要抓好项目建设，聚苯乙烯、

双酚 A 等项目要加快进度争取早日投

产、早创效益；三要抓好安全环保，

聚焦“两重点一重大”，加强生产现场、

项目建设现场的管理，进一步推进安

全文化的落实落地；四要抓好市场营

销，瞄准聚氯乙烯第一品牌，针对新

增产能提前谋划、统筹思考，全面布

局中高端市场，多措并举保障产销平

衡、创造规模效益。企业领导要做好 

任务分解和责任细化，定指标、包项目，

奋勇争先，全力攻坚，争取为集团取

得首季开门红贡献力量。也正是领导

班子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

风，带动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海湾化学先后被评为国

日渐凸显，既而更好地完成集团“三

步走”战略。

新形势下的新海湾，在历史的机

遇中、在青岛的化工企业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着青岛化工

企业的腾飞和发展。

四流南路 66 号的老厂区是一段辉

煌历史的终结，永远载入海晶化工发

展的史册；

港丰路 66 号的新厂区则是一段新

辉煌历史的开端，开启的是海湾化学

的一次新征程。

从海晶化工到海湾化学，不只是

一次空间意义上的转移，也不只是一

个名字的更替，更是一次产业升级、

技术升级和装备升级的机遇。海湾化

学借搬迁之机，获得了转方式、调结

构的新动力，更赢得了跨越式发展的

新空间。

2020 年，海湾化学聚氯乙烯、烧碱、

偏硅酸钠获得山东省优质品牌，聚氯

乙烯上榜“国家绿色产品”，海湾化

学 PVC 获第三批西海岸新区工业品牌

“琅琊”榜上榜品牌，获 20 万元奖励。

与 此 同 时， 海 湾 化 学 上 榜“ 青

岛金花”培育企业，众多荣誉的取得

凸显了海湾化学在品牌建设工作上的

突出成绩，用实际行动擦亮了品牌。

2020 年 9 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化工

展，海湾化学聚氯乙烯产品在内的海

湾集团旗下化工产品一一亮相；2020

年 11 月，海湾化学首次参加第二十届

中国国际染料工业及有机颜料、纺织

化学品展览会。借助两次国际展会，

公司聚氯乙烯、烧碱、苯乙烯和偏硅

酸钠等产品知名度越来越高，品牌影

响力逐年递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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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海湾集团印发《关于开展

“大干一季度 实现首季开门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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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海湾化学再添

一新的荣誉，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海湾化

学荣获“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

体”称号，再一次印证了这是一个敢

做事、会做事、做成事地方重点国企。

实业兴则国家兴，实业强则国家

强。在讲究速度的现代商业世界，海

湾化学以高标准、严要求、高效率、

质量优在青岛化工企业中脱颖而出。

穷则变，变则通。时代如同催化剂，

在企业有条不紊的内在演进中，引爆

激烈化学反应，加速了企业升级迭代

的进程。一家能跨越时间不断发展的

企业，有两组需要辩证看待的相对关

键词：快和慢，保守和创新。海湾化

学做到了在快中做优、在创新中做好。

有人说，时间总是最好的见证者，

这话一点不假。如今，正乘风逐浪、

踏步前行的海湾化学就是最好的佐证。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提供）

Everything takes on a fresh 
look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year.

2021 is the first year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Year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of Qingdao. 
It is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Qingdao Haiwan Chemical Co., Ltd. 
(Haiwan Chemical).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of port logistics,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ously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 with imported 
ethylene, benzene, propylene and 
self-produced chlorine, hydrogen, 
caustic soda as raw materials. It will 
continue to put into production 

p o l y s t y r e n e ,  b i s p h e n o l  A , 
isopropanol, epichlorohydrin, epoxy 
resin and other products, embarking 
on the journey of high-end green 
and recyclable development. Besides, 
its production will be expanded 
from only chlor-alkali process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lor-
alkali process and petrochemical 
process, and from basic chemical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to terminal 
applied chemical produc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llow-up 
projects, the sales revenue of Haiwan 
Chemical will reach 14 billion yuan in 
2022 and 21 billion yuan in 2025.



时尚·悦读 ashion 
ReadingF

092
SAILING CITY

文 /王溱

Lovely Spring Festival

过年真好

小年，浓浓的情怀在心头
中国的传统节日很多，年前年后

就有冬至、元旦、腊八、小年、春节、

元宵节。

这其中冬至、元旦、腊八都比较

简单，一般吃个饺子，喝个腊八粥就

算是庆祝了，赶到小年，情况就不太

一样了，绝不是仅仅的吃吃喝喝。

记得小时候，小年一到家家户户

忙年的节奏明显加快。集中忙碌的是

清洁卫生。被子、褥子、床单、厚棉衣、

大衣等等一些平时不太清洗的衣物，

都要拿出来洗的洗、拆的拆、缝的缝。

那年月，没有洗衣机、烘干机之类的

现代化设备，全靠双手搓、拧、抖。

也没有热水，烧一壶要花一段时间不

说，即便倒在洗衣盆里，一会儿也就

凉了。关键还舍不得，那要费煤啊！

公休日，大院里但凡能见到太阳的地

方都拉上了绳子，到处晾晒着衣服被

单什么的，不知道的以为是进了洗染

作坊呢。

有的人家还要刷房子。今天回想

起来也挺有趣，大冬天的凑什么热闹

啊？当时刷墙都用白粉，先用水泡开，

搅匀，然后用刷子一点点刷在墙面上。

刷上后要四下通风，否则干不了。那

北风虽然呼呼吹得很来劲，但是凉风，

人冻得要命，墙面还不上干。但人们

照旧赶在那个时候不亦乐乎地忙。为

啥？“时辰”好。小年通常被视为忙

年的开始，有的地方称之为“迎春日”，

是人们表达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美好

愿望的“良辰吉日”。在这个时候忙

活，心理上似乎有种特殊的意味。所

以，不少人家平日里不太大规模的清

理卫生，此时却兴师动众，全家忙活，

直折腾得“腰酸背痛”“满身疲惫”，

心里似乎才得以宽慰。即便有人不想

动，也不得不动。因为周边的人都热

火朝天、激情无限，自己静悄悄，显

得“落落难合”，心中自然不安。于是，

“从众”也好，“随大流”也罢，总之，

哪家也闲不着。那阵势现在回想起来

还“激情四溢”，因为忙活中寄托着

人们对新生活满满的期盼和向往。

家里干净，人更要干净。小年过

后澡堂人满为患，理发店从一开门便

开始排队，一直到晚上十点都关不上

门。以前条件差，北方好多城市家里

没有供暖，也没有热水器之类的，理

发店、浴室也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到

了小年，这些行业自然成了“香饽饽”。

我的一位朋友曾是当地一家有名的理

发店的理发师，专剪女发，价格不菲。

平时大都是电视台的播音员，或一些

有脸面的女士理发。赶到小年前后一

大批陌生面孔涌来，也不在乎价格高

低了，只要能排上就笑逐颜开。那些

日子朋友累得一靠枕头就能睡过去，

但睁开眼又精神抖擞地站在理发椅旁

忙碌起来。看着那些热爱“美丽”的

人，朋友觉得世界是那么的美好。“爱

美”，实际也是传统习俗发酵的缘故。

逢年过节注重形象，以崭新的面貌出

现，这是迎新春的重要标志，蕴含着

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的期待和憧憬。。

小年北方人还是流行吃饺子，这

也是保留“食谱”，起码有上千年历

史了。南方人依旧以汤圆为主。“北

咸南甜”，这饮食习惯也很难改。不

过小年北方人也有吃“甜”的习俗。

年是中国人的盛典，是一年中最有情趣和意义的日子。过年真好，这是亿万华

夏儿女的心声，更是对未来新生活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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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这些城市不用说了，大栅栏、前

门大街小吃街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在山

东鲁西地区小年兴吃“粘糕”，用黄米面发

酵后，加上糖、红枣之类，放在锅里蒸熟。

黄橙橙、松软软、劲道道，很受欢迎。在我

们青岛，过年也兴买些“甜品”。不过以前

物质匮乏，这些属于“稀罕”物，大都是年

前才出现，平常很少能看到。记忆很深的是

跟着大人去逛“下村庙”。那是一个古老的

集市，有上百年历史了。商家大都是周围农

村赶上来的小商小贩。在那里能买到平时看

不到的糖瓜之类的小食品和各种传统“年货”，

像泥老虎，布娃娃什么的。现在回想，年前

出现这些“传统”食品，实际也是习俗的传承。

因为传说吃糖瓜、年糕、麻糖这些民间食品，

是为了祈求“灶王爷”嘴甜些，上天言好事，

保佑天下人。这是人们朴素的祈盼，美好的

愿望，也是一种和谐友好的情感表达。遗憾

的是当时小，只知道吃了甜嘴，根本想不到

这“吃”里面，也有深邃的寓意。

现在一切条件都改变了，尽管进了小年

许多人家还忙活，但形式和内容都有极大的

改变。然而，以前的那些刻骨铭心的光景依

旧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是那么的

亲切、温馨。

小年，其实一点不小，因为它是分界线，

是节点，是“预演”，充满了期待和激情。

向前跨一步，春节就近一步，人心由此开始

变得“激动”，同时又有些“浮躁”。人其

实挺有意思，要过节了有什么可“浮躁”的？

现在方方面面条件如此之好，什么也不缺，

什么也不愁。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年，疫情

肆虐，令全球恐慌不已，唯独咱中国全民动

员，众志成城，打造了一片令世人羡慕和惊

叹的“净土”。人们健康幸福，生活有条不紊。

这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啊！

然而，道理都明白，事实都清楚，但还是 “心

潮难平”。实际说起来也不难理解：传统节

日本来就是欢欢喜喜，红红火火，激情如涌，

一下子还真淡定不了！

春节，充满美好
如果要举办一次最美好节日的评选，春

节一定名列头榜，非其莫属。

春节，中华民族古老而具有丰厚文化底

蕴的节日，是华夏儿女普天同庆，最隆重，

最有仪式感，也最有亲和力的传统“大典”。

其内容、形式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却始终

蕴含着两个字：美好。

美好是人类生存的最高追求和境界。春

节是喜庆之日，而喜庆本身就充满了欢乐和

幸福。这是“美好”最直接的“诠释”和体现，

贯穿在春节的每一项内容和活动之中，让人

无时无处不感受到浓浓的亲情与厚谊、和睦

与挚爱、欢欣与甜美。

年夜饭是春节的重头戏，可以说是一

年中最有意义的一顿饭。它不仅丰盛，更重

要的是温馨。因为坐在桌旁的每一个人都是

最亲的人，他们有的平时就在身边，有的身

处异地他乡，还有的甚至远居海外。但大年

三十这一天，一定不会缺席。哪怕是路途遥远，

隔山隔水，千辛万苦；哪怕是坐着“摩的”、

拖拉机，一路颠簸。但为了团聚，什么样的

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样的磨难都可以忍受。

一顿饭再好吃再能吃也有结束的时候，

然而聚在一起的美好感觉却始终留在心里。

多少年过去了，什么都可以忘记，年夜饭的

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却永远抹不掉。这是最

幸福的记忆，最甜美的回眸，刻骨铭心，终

生难忘。那一晚无数人感到了“家”的温暖，

亲人的重要、团聚的喜悦、生活的甜蜜、世

间的美好。

年夜饭是最温暖、最贴心、最舒适，也

是最“昂贵”，最值得珍惜和回味的一顿饭。

无法用金钱、技艺衡量、评价。它是用亲情

和愉悦烹饮出来的特殊滋味的晚餐。留给人

们的除了美好，还是美好。

因春节而诞生的“春运”，是中华大地

一年中最壮观的“迁徙”。成千上万的“游

子”从四面八方涌来，又朝着不同方向涌去，

只为了一个目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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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家更重要

更吸引人？家是每一个人的归宿，终

点。无论走得多远、跑得多偏，甚至

过去了多少年，家，永远是心中的暖窝。

因为那里有自己最挚爱的人、最感恩

的人、最牵挂的人。

春节最能显现出家的重要性。那

些天上飞、地上跑、乘高铁、坐大巴、

自驾忙着往家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富贵也好，贫穷也罢，哪一个都

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往往人还在旅

途中，许多人脑海里就呈现出见到亲

人那一刻时的激动场面。这是最美丽

的画面，感动而温馨，热烈而动人。

这也是春节送给人们的最大礼物，里

面蕴藏着满满的亲情，是人间最美好

的一刻。

春运让整个国家整个大地、天空、

河流、山川为之沸腾。那“啪啪”的

脚步声、“哗哗”的拉杆箱声，还有

那欢快的“呵呵”欢笑声，以及飞机、

火车、轮船、汽车的轰鸣声、喇叭声，

鸣笛声，交织成一曲宏大而优美的迎

春交响乐，响遍大江南北，感染每一

个听众。这是史上最欢快的奏鸣曲，

声动梁尘，令人陶醉，久久环绕在人

们的心头。那悦耳的每一节旋律，每

一个音符似乎都在跳动着“美好”！

春节是最洁净也是最靓丽的日子。

每个人从里到外都是“新”的、“干净”

的。新衣新帽新鞋，即便不是新的，

也是烫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屋

里门外窗明几净，周边看不到一点灰

尘。“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人们的“讲究”，让世界似

乎都变了模样。无论走到哪里、看到谁，

都是一派“新景象”。

美好的象征是纯洁，面貌一新与

其“遥相呼应”“珠联璧合”。

春节是最隆重的节日，人们自然

要用最美好的形象来迎接。人利索，环

境整洁，是对传统节日的尊重，也寄寓

着对未来的憧憬。谁不期盼来年有个清

新美丽的年景，谁不喜欢未来的世界绚

丽而新颖？人们用“俊秀”和“美观”，

展示了心中的向往和心愿，期待的就是

来年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美好。

春联是春节的“孪生姊妹”，看

到春联，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春节。

这些年贴春联、窗花的渐少，但并不

意味着人们不再热衷，恰恰相反，许

多人写得更勤、剪得更多。每年进了

腊月门，各地的书法家们纷纷行动，

走向农村、福利院、军营、学校、甚

至列车上，泼墨挥毫，为人们献上一

幅幅“福”字。民间艺人们，一把剪

刀在手，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展示功

夫，一张张精美的彩纸顷刻间变为“艺

术品”。

书写绘画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重要

形式之一。许多未来的向往，内心的

愿望，有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那

些言简意赅的文字，那些栩栩如生的

画面，却将人们的所思所想恰如其分

的表达出来。墨香中散发着淡淡的芬

芳，“豪锥”下涌动着浓浓的情思。

风俗大雅的特殊文学形式，抒发的是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事业、健

康的祝愿，里面倾注了满满的“美好”。

春节许多人家的门面上、玻璃窗

上，甚至院墙、过道上，都会贴上红

红的“春联”。那些寄予着祝愿之意

的“福”字，展望来年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万事如意的对联，和手艺精湛、

图案俏丽的剪纸，给春节增添了“红

红火火”“热热闹闹”的色彩。人们

在这喜庆的氛围里，会倍加感到生活

的滋润，更加体会到传统节日带来的

幸福美好。

春节是人与人交流沟通的“高潮”

期，是一年中相互走动的“顶峰”期。

而这一切都融入在“拜年”之中。

从大年初一开始，人们就开始了

密集的“互动”。晚辈要给长辈拜年，

徒弟要给师傅行礼，学生要给老师问

好。邻居之间也要登门祝福，尽管天

天相见，但一夜之隔，似乎人人赋予

了新的“面貌”，相互间变的格外客

气、友好、温情。即便昨日还有点“小

摩擦”“不痛快”，第二天见面，立

马变得“豁达”“开通”起来，是最

现实版的“相逢一笑泯恩仇”。

拜年的主题是祝愿、祝福，也是

亲情友情的延续和加固。一句问候、

一次握手、一个拥抱，曾经淡漠的情

谊很快升温，变得绵绵难舍。春节的

魅力此时展示得淋漓尽致。

人是感情动物，维系友谊甚至亲

情，不能离开相互“牵挂”。一年中

因为忙，因为种种缘故，可以“杳无

音讯”，但春节不能缺失“祝福”。

有了这简单的两个字，如同架起了一

座桥梁，一头是情谊，一头是温暖。

人在世上，最不能放弃的是情感，无

论是至亲还是朋友。身边围绕着无数

的“爱”，才会觉得生活有滋有味，

其乐无穷。春节提供了硕大的舞台和

浓郁的氛围，让人们从中体验和感受

到世间的真善美，该是多么的美好啊！

春节，充满了美好。无论有什么“风

风雨雨”“沟沟坎坎”，人们也都会

一如既往地呵护和珍爱这个传统大节。

即便 2021 年疫情仍在蔓延，即便大多

数人会留在工作地，无法与亲人团聚，

但依旧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和激动，

更影响不了对未来的期望和向往，因

为美好驻扎在人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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