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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 @Qingdao

Following the Footprints of  the 
Revolution and Revisiting Red Memory

68 追寻革命足迹，重温红色记忆

遥想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正是无数英雄

儿女怀着崇高的信仰，在无比艰苦的环境中励

精图治、前仆后继，才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他们是一部部英雄史诗，道尽了忠诚与

奉献的深刻内涵，发扬红色文化，为的是让党

和国家的奋斗史进一步星火传承；聆听党史故

事，为的是将革命精神与无畏来传颂。

54 2021 "International Friends@Qingdao" 
& Jiaodong Cultural and Tourism 
Exchange Event 

6月11日，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青

岛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合示范区管委联合主办，中共青岛市委网信

办、青岛市外办及胶东其他4市文旅局共同协办

的2021“国际友人@Qingdao”暨胶东文旅交

流活动在上合示范区正式启动，来自北京、上

海、南京、昆明、太原、扬州、青岛等10个城市

的文旅界代表，以及40多个国家的100余名国

际友人共同参加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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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青岛 Snapshot in Qingdao

国际友人 @Qingdao

夜色下的惬意生活

动感青岛 Dynamic Qingdao 

走进帆船，感受乘风破浪的魅力

以帆为媒，以海聚情

青岛好礼 Qingdao Goodies 

青岛“老三样”：酥脆香甜青岛味儿

相遇博物馆 Meet Me at The Museum

追寻革命足迹，重温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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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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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青岛”城市定向赛焕新而来

青岛，与世界干杯

以“少年榜样”筑梦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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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nnial Journey Is Magnificent, CPC’s 
Aspirations Remain Unchanged and Become 
Stronger

10

“发现·青岛”城市定向赛焕新而来

还记得那场走过城市街头巷尾，打卡景点做任务

的比赛吗；还记得那些身穿五彩斑斓的参赛服，每个人

都笑脸盈盈的比赛吗；还记在遇到困难，都让人不得不

聚精会神，靠团队的“精气神”拿下目标的比赛吗；还

记得那场让你在过程中发现全新青岛的比赛吗？

New “Discovery—Qingdao” City Orienteering 
Tournament Comes 

4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是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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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青岛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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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举办的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于近日在青岛召开。
The 2nd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QMS),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Shandong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was held in Qingdao.

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提供的合作平台正当其时，来自全球

政、商、学各界代表充分利用峰会平

台对话交流，深入探讨、分享经验、

研究对策。峰会在山东举办，但着眼

全国开放大局，服务全国各省市，在

汇聚全球知名跨国公司高层的同时，

面向全国企业开放，来自境内外的跨

国公司参会，开展务实合作交流，为

中外跨国公司交流合作，为地方政府

高质量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为中国

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搭建起机制化交

流平台。

接下来，山东将用好跨国公司领

导人青岛峰会带来的巨大红利，推动

开展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

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继续努力将跨国

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打造为服务中国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

开放的重要平台。

扩充“新成员” 
规模进一步扩大

与首届相比，第二届跨国公司领

导人青岛峰会规模进一步扩大。本届

峰会期间，沙特阿美、瑞士嘉能可、

美国惠普、日本住友商事、韩国希杰

集 团、 美 国 波 音、 法 国 电 力、 美 国

IBM 等 39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及 517

家行业领军企业齐聚，商务部、海关

总署、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8 部委负责

人出席，2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商务主管部门首次参会，与会总人数

超过 1 万人。

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 -

伊维拉谈到，中国是稳定全球价值链、

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工

发组织总干事李勇指出，支持跨国公

司从中国巨大国内市场中受益，支持

中国保持全球供应中心地位；沙特阿

美首席执行官阿敏·那瑟尔表示，峰

会影响力迅速扩大，体现了中国发展

的速度之快、开放程度之深；日本住

友会长中村邦晴说，峰会有力推动了

山东省、中国乃至世界市场环境的不

断向好。

此外，本届峰会得到境内外媒体

的高度关注，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7

家媒体报道峰会，“青岛峰会”成为

全网高频搜索热词。

系列活动形式多样
峰会内容丰富精彩

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精心组织了 12 大类、28 场活动，既有

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召开的

政策闭门会，又有特色鲜明、精彩纷

呈的主题论坛，并举办了 3 场跨国公

司路演、3 场城市路演、6 场城市对接

交流会。

文 /张文萱  图 /王勇森  杜永健

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举办的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于近日

在青岛召开。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以“跨国公司与中国”为主题，举行了开幕式、主题

沙龙、闭门会议、平行论坛、重点项目签约、合作路演、城市交流、配套展洽会等 12 大类 28

场活动。

The 2nd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Following Fruitful Discussions

聚商融智  合作共赢
——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圆满落幕 本届峰会举行了 12 大类 28 场活动。

The summit held 28 events in 12 categories.

本届峰会成果尤为丰硕，对话交流成效显著。
This summi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dialogue and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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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首届相比，本届峰会活动内容

更加丰富、议题更加广泛、形式更加

多元。各项活动中，与会嘉宾围绕维

护多边主义、融入 RCEP 大市场、碳

达峰碳中和等热点议题领域，开展政

策解读，进行深入交流，凝聚广泛共识；

济南、青岛、烟台、滨州等市聚焦新

旧动能转换、产业链协同、自贸试验

区高质量发展等内容进行重点推介；

大陆集团、林德集团、三菱日联银行、

思爱普等世界 500 强企业，通过路演

发布新技术新产品，阐释了行业发展

新方向。

峰会成为研判跨国投资新趋势、

汇集跨国投资新理念、聚合跨国投资

新共识的高端平台。与首届相比，本

届峰会的议题数量增加了一倍，共有 8

个议题，且密切关注着全球经济与社

会的发展动向。在这 8 大议题当中，

包括跨国公司与山东、“十四五”规

划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以及融

入 RCEP 大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这些议题也是东盟国家的跨国企业相

对关注的议题。其中，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RCEP）成功签署后，预计

将在两年内完善与正式落实。山东省

作为过去对接日本与韩国的节点城市，

如何在 RCEP 的框架中，高效地衔接

东盟国家与日韩市场，形成有效的东

盟 +3 经济圈，将是东盟跨国公司关注

的焦点。

作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内容，发布

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新格局孕育新

机遇》研究报告，全面梳理跨国公司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

以及新发展格局为跨国公司成长提供

的新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峰会创新采

取“线上线下”方式，连续举办了 7 场“山

东与世界 500 强连线”活动，一批重

点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跨国公司万

里相隔“常相见”，招商引资“不断线”，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境内境外互动”

方式举办，线上参会嘉宾达到 5000 余

人。

对话交流成效显著
峰会成果尤为丰硕

本届峰会举办了集中签约活动，

合 计 签 订 外 资 项 目 96 个， 总 投 资

118.5 亿美元、合同外资 50.2 亿美元，

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医养健康、现代农业

等产业。总的来看，这些产业项目具

有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

景好等特点。

从投资领域看，主要涉及高端装

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化工、

新能源新材料、医养健康、现代高效

农业、文化创意、现代海洋等领域。

其中，“十强”产业项目 58 个，占项

目总数的 60.4%；制造业项目 72 个，

合同外资 29.8 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

数的 75%、合同外资总额的 59.4%; 从

地区分布看，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日本项目 16 个、韩国项目 15 个、

新加坡项目 11 个、美国项目 5 个、德

国项目 3 个 ; 从大项目情况看，总投资

过亿美元项目 32 个，合同外资过 3000

万美元项目 65 个，分别占项目总数的

33.3% 和 67.7%。来自 500 强企业投资

项目 14 个，其中，总投资过亿美元项

目 8 个，合同外资过 3000 万美元项目

11 个，项目来自（日本）丰田、（日

本）永旺、（韩国）现代重工、（韩国）

希杰、（新加坡）丰益国际、（美国）

泰森食品、（德国）林德、（荷兰）

路易达孚等多家知名跨国公司。

此外，与峰会配套举办的 2021 新

动能·青岛展览洽谈会，采取线下线

上相结合方式，吸引来自日本、德国、

瑞士等国家和国内的一批 500 强企业

和行业领军企业参展，展出了智能化

养老系统、超高功率智能激光切割设

备、矿用高可靠 5G 专网系统、高端氢

燃料牵引车等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

截至 7 月 16 日 12 点，共有 1.7 万人次

专业客商线下观展，线上观展人数超

12.6 万人次。

（本文部分图片由第二届跨国公司领

导人青岛峰会组委会提供）

Ap p r o v e d  b y  t h e  S t a t e 
Council, the 2nd Qingdao 
Mult inat ionals  Summit 

(QMS),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Shandong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was held in 
Qingdao from July 15 to 16. Thanks 
to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all parties, 

the summit has yielded fruitful 
outcomes.

With the theme of “Multinationals 
and China” ,  the 2nd QMS held 
28 events under 12 categories , 
includ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med salons, closed-door meetings, 
parallel forums, key project signing 

activities, cooperation road shows, 
city exchange events and supporting 
exhibitions. Going forward, Shandong 
will continue to leverage the huge 
dividends brought by the QMS to 
promote a new round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and build new pioneers in 
opening up.

峰会成为研判跨国投资新趋势、汇集跨国投资新理念、聚合跨国投资新共识的高端平台。
The summit has become a high-end platform to study and assess the new trend of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pool new ideas and gather new consensus on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与峰会配套举办的 2021 新动能·青岛展览洽谈会吸引来自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和国内的一批 500 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参展。
The 2021 New Growth Drivers Fair·Qingdao, held in parallel with the summit, attracted a number of top 500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 leaders from China, Japa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hibition.

本届峰会得到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7 家媒体报道峰会。
The summit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media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117 media outlets 
from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vering the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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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marks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lebrating the 
centenary is an important move to fully imple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t is a 
major event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and also a major political task for 
Qingdao at pres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CPC provincial 
committee, Qingdao celebrates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holds a variety of celebration activities.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mbarking on the new 
journe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building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fashionabl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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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青岛当前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青岛隆重热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对于全面开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月 28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岛主题展在青岛邮轮母港开展。（图 / 王勇森）
The Qingdao Theme Exhibition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at 
Qingdao Cruise Homeport on June 28.

The Centennial Journey Is Magnificent, CPC’s Aspirations Remain Unchanged and Become Stronger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文 /张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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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6
月 28 日，由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岛主题展在青岛邮轮母港
正式开展。

On the occas ion of  the  100th-year 
anniversar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Qingdao Theme Exhibition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at Qingdao 
International Cruise Terminal on June 28, as 
sponsored by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 tee and the Qingdao Munic ipa l 
Government.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党

史，青岛是“参与者”“见证者”“实

践者”。

作为五四运动的缘起地，青岛

是全国最早开展工人运动和较早成

立党团组织的城市之一。从 1923 年

8 月青岛成立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到

1949 年 6 月青岛解放，到改革开放

后青岛先后被列为全国首批沿海开

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

再到新时代被赋予了“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新平台等国之重任，青岛在救国、

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征程中，

始终担当着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

走过百年风云变幻，今天的青岛，

已经站在了中国新一轮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最前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青岛主题展精心设计了“日出东方开

天地（1921—1949）”“火红年代启

征程（1949—1978）”“改革开放涌

春潮（1978—2012）”“复兴伟业绘

宏图（2012—2021）”4 个篇章。

日出东方开天地（1921—194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救国”为目

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

东思想，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

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

确革命道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

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城市，

党组织的建立给水深火热中的青岛人

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党组织领导人

民群众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谱写了

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铸就了不朽的

精神丰碑，迎来了青岛解放。

火红年代启征程（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兴

国”为目标，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模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初步解决了几亿人的

吃饭穿衣问题。这场中华民族有史以

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

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

中共青岛市委积极贯彻落实党

的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全市人民开展

社会民主改革和新民主主义建设，顺

利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

变，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确立社会主

义制度。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自身

优势，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经

济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和成

绩，为改革开放后青岛城市的飞跃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文 /张文萱  图 /王勇森

6 月 28 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时刻，以“奋

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岛主题展在

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客运中心开展。

Looking back on a Century of Struggle, Setting Sail on a New Journey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岛主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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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涌春潮（1978—20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

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以“富国”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

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其后的伟大实践中，

逐步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中共

青岛市委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

带领全市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

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范围，推进经

济科学发展，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积极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建设

宜居幸福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新篇章。

复兴伟业绘宏图（2012—202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国”

为目标，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

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提升人民
主题展举办时间持续到 8 月 31 日，面向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免费开放。（组图）
The theme exhibition will last until August 31, and is open to all the Party members, cadres and the 
masses in Qingdao free of charge.

1：48 超大号辽宁号航空母舰模型，做工精细、气势恢宏，配以 VR 虚拟沉浸式体验，让观者身临其境体验航母出航，感受大国力量。
The model of Liaoning aircraft carrier on a scale of 1:48 is showcased at the venue, featuring exquisite workmanship solemnly and magnificently. The VR 
immersive experience accompanying the model make visitors feel personally on the scene of the carrier setting out, extending a feeling of the great power 
of our nation.

主题展运用了上千幅照片、300 多套珍贵实物以及多种数字化科技手段。
The theme exhibition adopts thousands of photos, more than 300 sets of precious physical exhibits and a variety of digital means of display based on 
high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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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代

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共青岛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

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

视察青岛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以党建统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办好一次会，搞活一

座城”重要指示的生动实践中，打造

山东面向世界开放发展的桥头堡、长

江以北地区国家纵深开放新的重要战

略支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

努力把青岛建设成为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国际大都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

岛主题展气势恢宏、内容详实，运用

了上千幅照片、300 多套珍贵实物、多

种数字化科技手段，全面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逐步实现救国、兴国、

富国、强国奋斗目标的辉煌历程，生

动展示了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和青岛人

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奋斗取得的巨

大成就。据了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青岛主题展筹备工作自今

年 3 月启动后，实行专班化运作，青

岛国际新闻中心展览工作室与文案策

划、照片实物征集、展陈 3 个工作小

组同时推进，与时间赛跑。除了现场

展陈，此次主题展还推出了青岛主题

展网上展厅、VR 展厅，市民可以通过

扫码进行观看，感悟党的梦想和追求、

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On  J u n e  2 8 ,  a s  t h 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bout to celebrate its 

centenary birthday, the Qingdao 
Theme Exhibition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was hel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ruise Terminal Area 
with the theme of "A Hundred Years 
of Hard Work and a New Journey". 

With the theme of "A Hundred 
Years of Hard Work and a New 
Journey", the exhibition elaborates 
four chapters: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21-
1949)", "Embarking on the Journey 
in the Flaming Era (1949-1978)", 
"The Spring Tid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978-2012)" and "The 
Grand Course of Rejuvenation 
(2012-2021)". With thousands 
of photos, more than 300 sets 
o f  p r e c i o u s  m a t e r i a l s  a n d  a 
variety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exhibition shows a glorious 
course  of  the  goal  of  sav ing , 
r e juvena t ing ,  en r i ch 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by 
the CPC for 100 years.  It  also 
vividly demonstrates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local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Qingdao and 
the people of Qingdao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模型、时速可达 600 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模型……主题展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来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奋斗目标的辉煌历程。

Fully automated container terminals at the Port of Qingdao, maglev trains with the speed up to 
600km/h… Those models at the theme exhibition vividly depict the grand journ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taken for one hundred years towards the goal of saving, rejuvenating, enrich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主题展运用先进的数字科技，再现青岛浮山湾百年变迁。
The theme exhibition adopts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produce the vicissitudes of Fushan Bay over one hundred years.

主题展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精心设计了 4 个篇章。
With the theme of "A Hundred Years of Hard Work and a New Journey", the exhibition consists of 4 exquisitely designed ch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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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主题展于 6 月 28 日正式开展。
On June 28, the Theme Exhibition of May 4th Movement and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celebrating the 100th-
year anniversar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

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

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

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以磅礴之力

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

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运动在中

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

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

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自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

之一新，中国历史进程掀开了新的篇

章。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主

题展共分“国土被侵引众怒”“还我

青岛齐怒吼”“收回青岛梦成真”“五四

洗礼东方红”4 个篇章，共计 1000

平方米，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现代

化数字展陈手段，生动再现了五四运

动的历史背景、发展经过和收回青岛

主权的胜利成果，激励全市党员干部

群众自觉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建功立业。

国土被侵引众怒
第一篇章“国土被侵引众怒”，

主要介绍了近代以来，青岛先后被德、

日侵占，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收回青

岛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近代以来，由于特殊的战略位

置，青岛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觊觎，

先后被德国和日本侵占。上世纪初，

文 /张文萱  图 /王勇森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五四运动缘起地青岛和策源地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五四运动与中

国共产党创建主题展于 6 月 28 日上午正式开展。该展旨在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

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斗力量。

The Power of the May 4th Spirit Has Endured through Time and Space

五四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坚
——青岛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主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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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

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启迪了民

众的思想觉悟。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

败，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众对帝国主

义国家和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

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怒火一触即燃……

纪录片《青岛要塞之日德青岛之战》

前，观众张先生久久驻足：“虽然我

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也知道青岛的

历史，但站在这里观看纪录片时还是

被震撼到了，以前我只知道青岛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亚洲惟一战场，但并不

知当时到底什么样，这个纪录片瞬间

把我带到那个烽火年代，太震撼了。”

张先生说，同样让他感慨万千的还有

民族自豪感和爱国责任感。“虽然孩

子年纪不大但已经养成了平时收看新

闻的习惯，这能让她了解祖国的重大

事件。她本身也很喜欢历史，但书本

上的知识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多少

有些难理解，所以我常带她去博物馆

边看边讲。青岛能有这样的专题展真

的很好，这里既有详实的历史资料、

珍贵的图片，还有丰富的实物，而且

脉络特别清晰，相信孩子看完这个展

后会对五四运动有清楚的了解。”

收回青岛梦成真
第三篇章“收回青岛梦成真”，

主要展现了在全国各阶层的支持下，

电影《我的 1919》中顾维钧就山东

问题在巴黎和会上的讲演，“之前

我看过这部电影，如今看过展览再单

独欣赏顾维钧演讲这段，真的特别有

感觉。他的讲演赢得了全场与会代表

的起立鼓掌，我在内心深处也跟着鼓

掌。”

还我青岛齐怒吼
第二篇章“还我青岛齐怒吼”，

主要展示了五四运动在全国发生发展

的全过程以及全国人民为争取青岛主

权回归做出的努力和斗争。

当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外交失败

的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人民郁积已久

五四运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成果。

五四运动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

爱国浪潮，充分彰显中国人民维护民

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

字仪式。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拒

签帝国主义和约。五四运动之后，全

国反帝斗争日益高涨，加之美国在亚

洲太平洋地区战略利益的提升，迫使

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继续就青岛问题

进行交涉。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最终

同意恢复中国对青岛的主权……宋大

爷难掩激动之情，看着墙上的黑白老

照片，还有展柜里的胶济铁路筹款赎

路认筹送款单及存根等实物，让他感

的愤怒如火山一般喷发，直接导致

五四运动爆发。为争取青岛主权回归，

学生、工人、商人及爱国华侨等各阶

层广泛发动，积极抗争，掀起一场中

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

严、凝聚民族力量的伟大社会革命运

动……实物展台前，一份 1919 年 5

月 4 日《每周评论》关于“山东问题”

的记载吸引着一对父女的注意。“知

道青岛办的这个主题展，我特意请假

带女儿来看展，想趁工作日人少，好

好给她讲一讲青岛近代史，没想到工

作日的观众也挺多。”周先生非常重

视女儿的教育和培养，他认为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教育，更能培养下一代的

慨万千：“没想到啊！家门口有这么

好的展览，真好！”原本拉着小车出

门买菜的他是被路边的道旗吸引了，

意外发现原来主题展已经开幕了，高

兴得顾不得其他就直接拉着小车进来

了：“之前我看到外面脚手架上有人

在画彩绘墙，打听了才知道这里要办

个展，当时还跟老伴儿说改天要来看

看，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展了，而且还

是免费的，真好。”宋大爷进门时，

正赶上讲解员在给团队进行讲解。由

于拖着小车，他只能跟在团队末尾一

边看一边听，走得虽慢但十分认真。

“小姑娘讲得真好，我这小车有点碍

事，不能凑到跟前去听，但这不打紧，

主题展共计 1000 平方米，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现代化数字展陈手段，生动再现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发展和收回青岛主权的胜利成果。
The theme exhibition, with a total exhibition area of 1,000 m2, vividly reproduc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y 4th Movement,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n the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Qingdao, with the help of detailed and accurate historical data through modernized means of 
digital display and exhibition.

主题展激励青岛全市党员干部群众自觉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建功立业。
The theme exhibition incentivizes all cadres and the masses who are Party members across Qingdao to consciously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s “Patriotism, Progress, Democracy and Science”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journey towar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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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举办时间持续到 10 月 10 日，面向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免费开放。（组图）
The theme exhibition will last until October 10, and is open to all the Party members, cadres and the 
masses in Qingdao free of charge.

代 !”展览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深

深烙进所有参观者的心里。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主

题展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福泰广场 B 座

一层，与五四广场和“五月的风”交

相辉映，展示了青岛红色与青春的城

市特质。据青岛国际新闻中心展览工

作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展览所在地原

是长期闲置的写字楼，从 5 月开始，

对空调、照明、安全等系统进行改造

布设和整体翻新，期间多次赴北京，

与北大专家沟通意见，最终通过详实

的历史资料和现代化数字展陈手段，

系统展示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在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展览

采用文件、报刊、票证、明信片等

实物展品使展览更加厚重、详实、生

动，随处可见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关

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影像

资料、代表人物照片等，还有通过投

影按时间节点一一呈现的“五四运动

大事记”，而《五四图史》《五四运

动史》等珍贵出版物则以电子书的形

式在展厅中呈现，方便观众翻读、拍

照……丰富多彩的展览方式得到了观

众的点赞。

相信这场持续到 10 月 10 日的主

题展览，将成为青岛党员干部群众守

初心、担使命、强责任的一个重要推

动器。

In the morning of June 28, the 
Theme Exhibition of May 4th 
Movement and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
sponsored by Qingdao as the origin 
plac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Peking University as the cradle 
of this movemen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This exhibition consists of 4 
components – “Homeland Invasion 

Provoking Outrage”, “Roars for 
Re turn ing  Q ingdao” ,  “Dream 
Turning into Reality” and “Baptism 
of May 4th Movement”, with a 
total exhibition area of 1,000 m2. 
Historical background,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n the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Qingdao have all been vividly 
reproduced with the help of detailed 
and accurate historical data through 

modernized means of digital display 
and exhibition, incentivizing all 
cadres and the masses who are 
Party members across Qingdao 
to consciously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s “Patriotism, Progress, 
Democracy and Science”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journey towar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主题展旨在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斗力量。
The theme exhibition aims to cherish the memory of the lofty patriotism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forerunners of May 4th Movement, uniting the broad 
Party members, cadres and the masses as one to stand firmly in support of their ideals and principles and gather strength.

改天我带老伴儿来，再好好听一遍讲

解。”宋大爷一边说一边走，忍不住

地点头称赞。

五四洗礼东方红
第四篇章“五四洗礼东方红”主

要介绍了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具

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选

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

理，并将之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最

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走上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路。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

各阶层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

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

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

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

诞生以后，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指引下，深刻地改变了

中国，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

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

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面向党旗，

一群年轻人高举右拳，庄严起誓——

自从开展以来，这一幕场景时不时地

会出现。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社会革

命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思想

启资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

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我们将传承

和弘扬伟大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

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这个伟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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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歌献给党”青岛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广场文艺演出在青岛五四广场举行。（图 / 吕建军）
Qingdao organizes a large-scale square performance at May Fourth Square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year anniversar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theme “Odes Dedicated to the Party”.

据介绍，青岛市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群众性文化活动，紧

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

青岛篇等主题，融入时代元素，组织

开展了包括书法、美术、摄影、戏剧、

音乐、曲艺及影视展播展映等文化活

动，营造了“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

团结奋进、开创新局的浓厚社会氛围。

颂歌献给党 礼赞新时代
6 月 26 日下午，由中共青岛市

委宣传部、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市广播电

视台主办，青岛市文联各文艺家协会

承办的“颂歌献给党”青岛市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广场文艺

演出在青岛五四广场举行。

演出在全场合唱《唱支山歌给

党听》中拉开帷幕。来自青岛市文联

各文艺家协会和青岛各界艺术爱好者

1000 余人盛装齐聚五四广场中心舞

台，演绎了热情激昂的大型歌舞、激

情澎湃的集体联唱、充满童趣的少儿

舞蹈、喜闻乐见的曲艺展演、感人至

深的诗歌朗诵等 30 个精彩节目，展

现了建党百年来的沧桑巨变，讴歌了

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

的辉煌成就，展现了全市人民群众对

中国共产党的挚爱深情。

活动现场，千余名观众和着雄

浑激昂的歌声挥舞手中的党旗，此起

彼伏的红歌连唱久久回响，把五四广

场汇成了一片红歌的海洋。大型演出

在台上台下全体人员激情合唱《歌唱

祖国》的优美旋律中圆满落幕，用嘹

亮的歌声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献

上全市人民真挚的祝福。

听历史回响 与时代共鸣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全面展示在党的领导下青岛广大

文艺工作者在艺术领域取得的成果，

进一步推动全市艺术事业繁荣发展，

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演展览活动于 6 月 26

日隆重拉开帷幕。当晚，展演活动开

幕式暨红色经典系列之“唱支山歌给

党听”交响音乐会在青岛市人民会堂

隆重上演。

“唱支山歌给党听”交响音乐

会以红色经典为主旋律，由青岛交响

乐团倾情呈现，特邀吴碧霞、吕思清、

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等著名音乐家和

演出团体参与演出。作为展演的开幕

演出 , 音乐会不仅集中了青岛的艺术

力量，还邀请了四川交响乐团、深圳

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青岛交响

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武汉爱乐乐

团 6 家交响乐团合奏文旅部 2020—

2021“时代交响”创作扶持计划入选

项目——原创主题交响曲《灯塔》第

三乐章“征途”。

音乐会在交响合唱《红旗颂》

中拉开帷幕，男高音韩蓬独唱《祖国，

慈祥的母亲》《把一切献给党》、管

弦乐《鲜红的太阳》、女高音吴碧霞

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

爱的妈妈》《在希望的田野上》、张

靖茁独奏大提琴与乐队《英雄独白》、

合唱《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

《沁园春·雪》、吕思清小提琴独奏《阳

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合唱《保卫

黄河》《灿烂阳光下》《理想照耀中

国》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轮

番上演，旋律荡气回肠，歌声优美动

听，共同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

快闪车驶进“青岛之夜”
1919 年，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

国，无数青年学生振臂高呼“誓死力

争”“还我青岛”，在中国近现代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00 多年后的

今天，满载党史学习内容、充满科技

元素的“人民红”快闪车开进青春之

岛，致敬永不磨灭的青春与信仰。

文 /张文萱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岛举行了“颂歌献给党”大型广场文艺演出、全市合

唱展演、“百年风华正茂”大型征文、第三届农民广场舞大赛、“红心永向党”首届戏剧曲艺大赛、

“再唱山歌给党听”全市残联系统文艺汇演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吸引群众

广泛参与。

A Series of Public Artistic Performances Given in Qingdao

永远跟党走
——青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群众性系列文化活动

“再唱山歌给党听”青岛市残联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汇演在青岛永安剧院举行。
（图 / 王勇森）

Qingdao Municipal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organizes an art performance themed “Singing 
One More Song for Our Party” at Qingdao Yong’an Theater in celebrating the 100th-year anniversar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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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民网“我和我的信仰”

大型融媒传播活动之一，“启程吧！

人民红”快闪车活动全面铺开——6

月 22 日晚，“启程吧！人民红”快

闪车第 4 站来到美丽的青岛，在奥帆

中心上演“青岛之夜”，展开系列党

史学习教育。据介绍，该活动以青岛

为核心辐射全国新生代年轻群体，聚

焦青春正能量，讲述新时代青年故事

和爱国主义精神。

此次“青岛之夜”活动由人民网、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主办，活动从一

个个故事徐徐展开。讲述专场围绕“春

雷·青年的觉醒”“信念·永恒的力

量”“曙光·民族的底色”“展望·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4 个主题篇章。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东港口青岛港

青年代表郭凯，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铁流，青岛籍

演员刘晓晔，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

常务理事、青岛市朗诵艺术家协会主

席张晋青，艺慧少儿朗诵团依次登场，

通过故事讲述、诗歌朗诵等方式进行

互动分享，传递红色信仰、倡导青春

报国。

下半场的时尚青岛文艺汇演专

场中，曾火爆网络的青岛“xuan 了”

室内合唱团带来了阿卡贝拉合唱《百

年不忘》，用歌声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本土乐队“地平线”

乐队翻唱了经典歌曲《新长征路上》；

本土艺人老丐、姜明则现场演唱《唱

支山歌给党听》《我爱你，中国》《祖

国不会忘记》等主旋律歌曲，用精

彩的艺术表演传递红色文化，同时

也展现出青岛这座城市的现代与活

力。

活动当天，“启程吧！人民红”

快闪车在奥帆中心一亮相，就吸引不

少感兴趣的观众围观体验。据介绍，

快闪车是移动的“智慧党建体验区”，

车上设置了红色主题互动体验和展览

区，尤其是 6 月 15 日上线的“红色

云展厅”，通过 5G、云技术将各地

的红色文物搬到了“云上”。观众可

以现场体验红色云游产品、观看红色

主题展演，参与党建军事游戏互动体

验。快闪车已走进上海、陕西、江西

等地，未来还将走进更多地方和高校，

并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一系列活动。

设年代”“改革篇章”“奋进新时代”4

个单元，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百年历程，青岛

市博物馆还结合内容展出了 30 余件

珍贵的馆藏革命文物；下篇《红色足

迹：青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展》，

分为“红色历程”和“保护利用”2

个单元，主要以青岛市博物馆的馆藏

革命文物为主体，展示了青岛地区革

命文物遗存、图片及相关资料，全面

展现了青岛地方党组织领导青岛人民

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以及青岛

市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加强

政策支持、摸清红色家底、做好规划

布局等发展成果。

成果展通过 500 余幅图片、近

百件文物展品，全面展示了中国共

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到进入新

时代的百年历程，坚定人们永远跟

党走的信心决心，凝聚奋进新征程

的强大力量，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百

年华诞献礼。

再唱山歌给党听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6 月 24 日，“再唱山歌给党听”——

青岛市残联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汇演在青岛永安剧院举

行，来自青岛市残联系统的文艺工作

者和志愿者，综合运用舞蹈、朗诵、

情景表演等艺术形式，表达全市残疾

人对党的感恩之心，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

念和豪迈情怀。

文艺汇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为主题，由舞蹈《花开盛

世》、歌伴舞《彩色中国》、吕剧《丰

收之后》、钢琴独奏《心中的太阳》、

舞蹈《鼓舞飞扬》、魔术表演《爱心

永恒》、评书《爱心传递》、二胡对

奏《新赛马》、朗诵《在大海中永生》、

男声四重唱《轮椅上的歌》、伴舞独

奏《骏马迎春》、歌伴舞《我爱你中

国》、情景表演《感恩的心》、男女

声二重唱《共筑中国梦》、歌伴舞《把

一切献给党》15 个节目组成，以恢

弘大气的歌舞为依托，以真情流露的

表演为升华，生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

了青岛市残联系统强烈的爱党深情。

演出现场，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引起全场观众共鸣，大

家一起挥动国旗、齐声高歌，将演出

气氛推向最高潮。

“让关爱之风吹进每一个残疾

人家庭，让相关政策福利为他们撑起

一片蓝天。”“让助残之花开遍岛城

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这座城市更加

的温暖，更有温度。”此次文艺汇演，

是青岛市残联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重要内容之一。“学党史、颂党恩、

跟党走”，青岛市残联系统广大党员

和残疾人工作者积极行动，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党旗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为残疾人朋友

办实事、解难题，为建设开放现代活

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的贡献力量。

红色记忆历久弥新
6 月 25 日上午，《红色记忆：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展暨青岛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展》在青岛

市博物馆开展。展览由青岛市文化

和旅游局、青岛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青岛市崂山区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青岛市博物

馆、青岛市博物馆联盟承办，该展

览是山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家革命场馆特色展览重点

推介项目”，并入选中共青岛市委

宣传部“青岛市文艺精品项目”，

将持续至 10 月 7 日。

成果展分为上、下两个篇章。

上是《红色中国：中国共产党百年发

展历程展》，包括“革命岁月”“建

To celebrate the 100th-
y e a r  a n n i v e r s a r y  f o r 
t h e  f o u n d i n g  o f  t h 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Qingdao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content-
rich, diversified public artistic 
performances including a large-scale 
square performance in celebration 
of the anniversary themed “Odes 
Dedicated to the Party”. Oriented 
to the masses, those events have 
attracted extensive participations 
from the public.

It is said that the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in Qingdao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year 
anniversar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e centering on 
such topics as celebrating the 

100th-year anniversary,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elling a good Chinese story by 
focusing on the Qingdao chapter, 
etc. Integrating modern elements, 
a variety of cultural activities, 
diverse and content-rich, have been 
organized covering calligraphy, 
fine arts, photography, drama, 
music, Chinese folk arts, film and 
television show, and so on, creating 
a dense social atmosphere that 
stresses unity and progressiveness 
a n d  f o r g e s  a h e a d  f o r  a  n e w 
development pattern, described as 
“A Grand Ceremony for the Party, A 
Festival for the People”.

“颂歌献给党”青岛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合唱展演汇报演出在青岛大剧院音乐厅举行。（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Qingdao organizes a chorus report-back performance at the Concert Hall of Qingdao Opera House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year anniversar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theme “Odes Dedicated to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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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各区各街道广泛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图 / 吕建军）
Cultural and artistic performances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re widely held in the streets of all districts in Qingdao.

道德模范巡演掀起“榜样热潮”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岛市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讲

市南专场在市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举行。青岛市文明办、中共青岛市

南区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及道德模范、

机关干部、社区居民代表等 100 余人

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巡讲团成员深情讲

述了一个个发生在市南区干部群众身

上的见义勇为、志愿服务、社区治理、

疫情防控故事，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宣讲员于振文讲述了“中国好人”“感

动青岛”道德模范栾德鑫三进火场，

勇救邻居的英雄事迹；“山东好人”

刘星冶分享了自己创办爱心食堂，带

领志愿者敬老助老的故事；宣讲员杨

璐讲述了“感动青岛”道德模范陈呈

章贴近百姓，服务群众，打造平安社

区的“警民一家亲”故事；“山东好

人”马桂山分享了他多年从事志愿服

务的快乐与收获；青岛市“文明市民”

柴沛沛讲述了她常年扎根基层为居民

服务的故事。巡讲团成员用真挚的情

感、朴素的语言诠释了道德模范热爱

祖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坚定信

念、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积极进取、

崇德向善的高尚情操。现场很多观众

被道德模范事迹感动落泪，表示道德

榜样的力量直击人心，深受感染和鞭

策。

据了解，今年 5 月以来，青岛

市开展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

走进崂山、即墨、平度、市南，每次

巡演现场反响热烈，从不同程度上传

递社会正能量。

在崂山专场，一个个原创作品

将感人的故事用艺术的方式呈现给观

众，生动诠释了道德模范的担当和不

为人知的付出，彰显了文明与道德的

力量，激发了观众的共鸣，精彩的节

目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和称赞。

除此之外，现场还增加了党史知识和

文明城市创建提问抢答环节。台下观

众积极互动，激发了活动现场“学党

史、知党情、敬模范、争先锋”的浓

厚氛围。

在即墨专场，以歌舞、小品、

诗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

式，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光辉的百

年奋斗历史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光辉事

迹。既有原创作品也有精心改编作品，

原创歌伴舞《人民至上》表达了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情景快书

《道德模范美名传》生动展现了道德

模范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彰显了

文 /丁响响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桑榆未晚初心如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全社会掀起

庆祝热潮的同时，青岛也通过“道德模范巡演活动”“童心向党”“颂党恩、跟党走”书画展等

多种不同形式的活动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用属于青岛的良好精神风貌为党庆生。

Showing "My Heart Devoted to the Party" through Civilizational Practices

用文明实践展现“我心向党”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岛市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崂山专场在崂山区北宅街道举行。
（图片提供 / 青岛市文明办）

Recently, Qingdao has launched the Grass-roots Tours for Moral Model Stories to celebrate the 
100th-year anniversar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Beizhai Community, 
Laoshan District.

青岛市组织未成年人开展了“我向党旗敬个礼”“唱支红歌给党听”“党的光辉照我心”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图 / 王勇森）
Qingdao organized minor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practice activitie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various forms and prominent themes such as “I Salute the 
Party Flag”, “Sing a Red Song to the Party” and “The Glory of the Party Shines on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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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道德的力量；舞蹈《绣红旗》

表演者以优美的舞姿，表达了始终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的

信心和决心；一首《五星红旗》电声

乐队歌曲点燃了现场激情，将演出推

向了高潮。

而在平度专场，5 位基层宣讲员

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一个个道德模范的

感人事迹。他们是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也是在各行各业默默奉献着悄悄耕耘

着的普通人。此外，还有气壮山河的

京剧联唱《走向复兴》，充满力量的

大合唱《祖国不会忘记》。活动中还

增加了党史知识问答互动环节，在场

的干部群众积极踊跃抢答，气氛紧张

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干部群众学党史

的热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时代进步

需要向上向善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

会发展需要积极崇高的精神力量来支

撑。而今，在发展的大好形式下，更

要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

干，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地危机感、

紧迫感、使命感，全面起势、奋力突

破，以更加开放的思想观念、更加饱

满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推动

青岛的发展。

“童心向党”红色基因代代传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青岛市

组织未成年人以“童心向党”为主题，

开展了“我向党旗敬个礼”“唱支红

歌给党听”“党的光辉照我心”“党

的故事我来讲”等主题突出、特色鲜

明、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

奔放的身姿，飞扬的裙裾，舞动

一道道绚丽动人的风景；琴声悠悠，

童韵阵阵，跳跃的音符奏响新时代少

年的活力；一招一式尽显功夫，拳拳

生风，传递中国力量；师生同台，放

声高歌，用歌声感恩党，歌颂伟大祖

国……近日，由山东省文明办主办，

青岛市文明办、青岛市教育局、共青

团青岛市委承办的山东省暨青岛市

“童心向党”教育实践现场观摩活动

在李沧区举行。活动旨在展示山东省

特别是青岛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指

示精神，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开展“童心向党”教育实践活动的阶

段性成果，推动青少年党史教育走深

走实、取得实效。

活动中，与会领导参观了李沧

区实验小学青少年党史“红色责任

田”、青岛宾川路小学红色长廊和爱

祖国爱海疆 VR 展示。围绕党史学习

教育，青岛市坚持把“童心向党”教

育实践活动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结合起来，把握青少年特点，贴近青

少年需求，把中小学教室外走廊打造

成青少年学习党史的“责任田”“红

色长廊”“流动红色课堂”，广泛运

用 VR 体验、“长征”情景融入、校

本课程开发等形式，强化党史教育仪

式感、参与感、现代感，增强青少年

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据了解，青岛市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线，坚持把“童

心向党”教育实践活动同课程思政、

校园文化、文明实践相结合，运用鲜

活生动的内容、喜闻乐见的形式、新

颖丰富的载体，引导青少年从小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厚植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情怀，努力成长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截

至目前，青岛市中小学校围绕“重温

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征程”“扬帆

筑梦未来”等主题，组织开展了“童

心向党·我向党旗敬个礼”主题班、团、

队会千余场。利用音乐课、文化节、

社团活动等组织开展“童心向党·唱

支红歌给党听”活动，歌唱党和祖国。

启动“童心向党·重温经典 声动我心”

红色影视剧展播暨配音秀征集活动，

组织青少年观看影视经典、再现经典

The centennial Party in 
its prime keeps true to 
its original aspirations. 

T h i s  y e a r  m a r k s  t h e  1 0 0 t 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whole society celebrates the 
centenary, Qingdao is also paying 
tribute to the Party with various 
events such as the “Show Tour of 

Moral Models”, the “Youngsters’ 
Devotion to the Party” themed 
event ,  and a  ca l l igraphy and 
pa in t ing  exh ib i t ion  w i th  the 
theme of “Following the Party’s 
L e a d e r s h i p  w i t h  G r a t i t u d e ” . 
Through these events, Qingdao 
celebrates the Party’s birthday 
with the ci ty ’s  modern urban 
spirit.

片段。组织开展“童心向党·党的光

辉照我心”青少年寻访红色足迹活动，

走进红色纪念馆、英雄故居、革命旧

址，参与研学实践，开展志愿讲解。

广泛开展“童心向党·党的故事我来

讲”活动，以朗诵、演讲、舞蹈等形式，

生动讲述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以及身边党员亲人的故事。

“颂党恩、跟党走”
书写建党百年成就

为 隆 重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近日，青岛市市北区辽宁

路街道“颂党恩、跟党走”庆祝建

党 100 周年暨第三届离退休干部书

画展在贮水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正式开幕。

展览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这一主题，回顾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业。此

次书画展获得辖区老干部书画爱好者

的广泛支持，共计展出书画作品 100

余幅，展期两天，首天书画展开幕迎

来 50 余名参展老干部，既表达着老

干部对党、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引导

老同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一如既

往为党的事业发展发挥正能量，也展

示着老干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良

好风貌，不断丰富老干部的精神文化

生活。

广大老干部都是党的事业和祖

国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通过举办专题书画展，以书画寄情，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把对党和国家

的热爱之情凝聚笔端，挥洒纸张，

用笔墨歌颂成就、用丹青传达情意，

不断推进新时代老干部工作高质量

发展，开创了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新局面。

无独有偶，7 月 4 日，由中共青

岛市崂山区委、崂山区人民政府主

办，崂山区委宣传部承办的“永远跟

党走”——庆祝建党 100 周年红色影

像大型摄影展在崂山美术馆开幕。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共展出红

色影像 80 余幅，有解放战争时期的

珍贵瞬间，有永恒经典画面《开国大

典》，也有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发展

的历史记录，还有普通市民幸福生活

的精彩瞬间，更有十八大以来国家翻

天覆地变化的建设场景。本次摄影展

还展出了在党的领导下，崂山区从一

个小渔村到山海品质新城的建设发展

历程的图片 40 余幅，展出的作品里

有海上仙山崂山的自然风貌，有崂山

区坚持开放创新的理念，推动山海品

质新城再展新颜的精彩瞬间，有推动

崂山区高质量发展再创新优势的珍贵

镜头，有展现崂山区群众幸福生活的

美好画面。

全市各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童心向党”主题活动。（图片提供 / 青岛市市北区文明办）
All districts of the city have carried out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with the theme of “Children’s Hearts Devoted to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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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慰农公园。（图 / 杜永健）
Li Weinong Park

穿越历史，红色记忆缅怀游
五四广场—青岛革命烈士纪念

馆—青岛迎宾馆—李慰农公园—道路

交通博物馆—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青岛纺织博物馆

五四广场因纪念青岛作为五四

运动导火索而得名。广场中央的“五

月的风”展现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

的爱国主义基调和张扬腾升的民族力

量，是青岛标志性景观。

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主要由烈

士事迹陈列馆、烈士骨灰堂、烈士英

名碑、烈士墓区、山河魂烈士群雕、

流芳亭等组成，游览中能深入了解青

岛革命历史，同时会被其所折射出的

英烈精神所感染。

在青岛迎宾馆可以跟着“闪光

的足迹——毛泽东与青岛”专题展，

一起回顾毛泽东主席一生惟一一次青

岛之行的经历，以及在迎宾馆中工作、

居住、生活的点滴。

李慰农公园由李慰农烈士事迹

及入党誓词专栏、青岛党史轨迹、中

国精神和中国梦、四德长廊 5 个板块

组成，既是青岛党史对外宣传的重要

窗口，也是党员教育的实践课堂。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运输

队使用的老旧枕木、锈迹斑斑的钢管、

手腕粗的钢丝绳缆等 30 余件老旧工

具，完好保存在道路交通博物馆内，

生动再现了 1953 年人民英雄纪念碑

碑心石在青岛的“诞生”与搬运的艰

难历程。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是青岛惟

一一处保留至今的早期党组织机关旧

址，也是青岛“红色基因”成长的地

方。走进展馆，仿佛将观众带回那个

充满风雨的红色年代，馆外的德式院

落是青岛早期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

重要阵地。

昔日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老厂

房，如今已变身纺织主题博物馆和纺

织遗址公园，馆内详实的史料和实物，

及馆外的水塔、老井、制冷站、铁路

专线桥等多处工业遗址，完整展现了

纺织工业生产体系，再现了中国纺织

“上青天”的光辉岁月。

致敬先贤，
追访“左联”文化游

地质之光展览馆（八大关）—

文化名人故居一条街—骆驼祥子博物

馆—荒岛书店—青岛邮电博物馆——

栈桥书店

地质之光展览馆隐匿于八大关

的美景中，在此不仅可以欣赏美丽的

建筑和院落，还能看到各种与地质学

家李四光有关的研究手稿、岩石标本、

老物件，还有与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

有关的手稿。

骆驼祥子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

以文学作品命名的纪念馆。馆内汇集

了《骆驼祥子》的写作场所、《骆驼

祥子》经典版本、《骆驼祥子》陶版

画、《骆驼祥子》舞台与影视艺术以

及老舍传世的最后声音等陈列内容，

完整再现了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

全过程。

纪念馆隔壁的荒岛书店，曾为

上世纪 30 年代的青岛打开了一扇进

步思潮涌进的窗口，店内老实木书架

上陈列着，有 80 多年历史的《生死坊》

和《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与部分复刻

手稿。

青岛邮电博物馆以历史为线索，

通过馆藏文物展品、历史图片，向

游客展现了百年来的邮电通信发展旅

程。其中，塔楼 1901 厅是青岛惟一

开放的百年木质塔楼。

先进旗帜，继承先烈使命游
前保驾山党支部旧址—莱西党

校（“莱西会议”专题展）—青岛双

龙泉家庭农场（南京路上好八连组建

地展馆）—胶东行政公署旧址—莱西

文 /张文萱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青岛推出了 9 条特色主题红色旅游线路，涉及到纪念馆、

英雄故居、战斗遗址、红色文学、红色成就、海洋强国等 45 个红色点和打卡处，引导市民游客

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的同时，也

能感受青岛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游览乡村振兴的大好风光，领略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城

市魅力。

Embark on a Red Journey 

踏上红色之旅

少海国家湿地公园。（图 / 王勇森）
Shao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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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库区移民文化展览馆—大沽河岸绿

道—青岛蟾公酒文化博物馆—花园头

抗战教育基地（展馆）

前保驾山村党支部旧址纪念馆

通过图片文字、实物资料、雕塑、情

景再现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前保驾

山村党支部在组织酝酿、创建、发展

和成长的光辉历程。

“莱西会议”专题展主要采用

图片、视频、音频、实物等方式，全

面展示“莱西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

会议实况和历史地位，以及会后 30

年来在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

继承和发展、拓展和深化。

胶东行政公署是中国共产党在

山东省第一个独立的地方红色政权，

该旧址主要由胶东革命文化展馆、汪

道涵旧居、“北海银行”旧址、“新

华书店”旧址、“八路胡同”等组成，

可在此深入了解胶东行政公署在莱西

的主要活动和为抗战、解放战争胜利

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青岛莱西市库区移民文化展览

馆的室外部分主要通过大型浮雕、群

组雕塑、还原水库建设指挥部等形式，

再现当年修水库战山河的历史场景；

室内则是通过文物展出、场景还原、

沙盘等形式，讲述当年修建水库的背

景、过程以及重要意义。

1938 年 3 月，小沽河阻击战和

花园头反击战打响了胶东平原抗战的

第一枪，粉碎了日军侵占胶东半岛的

企图，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花园头抗战教育基地（展馆）共分为

5 个展区，展品 80 余件，记载了该

村抗日阻击战在王军光烈士等一批优

秀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坚贞不屈、英勇

抗敌的英雄事迹。

抚古惜今，踏寻红色足迹游
毛公山—鳌角石村—田瑞生态

旅游区—中共即墨县委成立旧址

毛公山闻名天下，是因为山中

有一天然奇石，极似一代伟人毛泽东

身着中山装。景区内文化氛围浓厚，

有红色文化长廊和毛主席语录文化山

墙，还有诸多自然奇观。

鳌角石村是座风景秀丽的山村，

凭借着 40 余公顷茶园，成片的茶棚

覆盖在层层梯田上，是“梯田精神”

的最佳诠释。村内的党史馆里深入了

解鳌角石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1939 年 7 月 27 日，根据中共南

海特委关于成立中共即墨县委的指

示，中共莱阳县委派共产党员吴善堂

在吴家岭村主持召开了中共即墨县委

成立大会。如今，通过旧址内各历史

地质之光展览馆。（图 / 杜永健）
Di Zhi Zhi Guang Exhibition Hall

时期的图像和文字，了解并感受革命

先烈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事

迹及即墨县委的成立在对敌斗争和革

命斗争中曾起到的重大历史作用。

美丽乡村，烽火硝烟热血游
东北山红色旅游区—大泽山抗

日战争纪念馆—大泽山—高氏庄园—

刘谦初红色文化园—光大环保能源

（平度）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十二军建军旧址—古岘镇一里村

二里村

平度东北山红色旅游区是当地

共产党的“摇篮”，包含中共平度一

大会址、中共平度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和平度一大旧址文化园 3 处红色旅游

景点。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段

段见证过去的历史文字、一件件承载

记忆的文物，不仅展现了革命先辈的

英雄事迹，还展示了平度党组织建立、

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

在民兵联防遗址上，青岛平度

市新建了“大泽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采用大量翔实的抗战历史照片、沙盘

和实物陈列，再现了平度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大泽山抗日根据

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

曾与毛泽东结为儿女亲家的刘

谦初，被誉为“党的忠实儿子”。刘

谦初红色文化园综合运用浮雕、场景、

影像等形式展现刘谦初的革命事迹，

陈列了大量历史照片、书信、手稿等

珍贵文物资料，利用 3D 立体全息投

影技术，使游客能够身临其境，感受

革命志士“为民族谋复兴”的壮志豪

情。

在历史悠久的“乐毅城”姜家

胡同中，隐藏着威武之师——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的诞生地。当年，

（中国）道路交通博物馆。（图 / 王勇森）
Road Transport Museum

胶北革命历史纪念馆。（图 / 王勇森）
Jiaobei Revolutionary History Memorial Hall

解放军攻克敌人三道防线，经历了生

死决斗……旧址里的老物件、手榴弹、

军号、马鞍等物品再现了那段战火纷

飞的岁月。

时代坐标，感受上合展望游
胶 高 魂 革 命 纪 念 馆（ 玉 皇 庙

村）—九龙山生态采摘园—大沽河博

物馆（党史馆）—少海国家湿地公园—

上合示范区展馆—九顶莲花山—艾山

红色记忆馆

胶北革命历史纪念馆中 230 余

张图片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

争时期的胶北历史，太多浴血奋战的

动人故事铸就了“胶高魂”丰碑。

胶州自古文人辈出，经济兴盛，



关注 /聚焦 Highlight/Focus

036
SAILING CITY

037
SAILING C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 ing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Qingdao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after in-depth research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has integrated the 
classic red attractions into scenic 
spots ,  beaut i fu l  countrys ide , 
intangible cul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t has launched 9 
red tourist routes with special 
themes including "go back to the 
past and cherish our red memory" 
which involves 45 red sites and 
mark places such as memorial 

halls, former residences of heroes, 
battle sites, red literature, red 
achievements, and maritime powers. 
In this way, it will guide citizens 
and tour i s t s  to  draw wisdom 
and strength from the Party's 
century-long struggle and help 
them remember the revolutionary 
martyrs and inherit the red spirit.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witness 
Qingdao’s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visit the 
splendid scenery brought by rural 
revital ization,  and appreciate 
the charm of the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fashionable city. 

而大沽河作为胶州的母亲河，更是见

证了历史发展的脉络。走进大沽河博

物馆，在古代文明展厅、民俗风情展

厅、胶州历史展厅、胶州党史馆等展

馆内，感历史之沧桑，品文化之风韵。

少海国家湿地公园以典型的湿

地自然风光为特色，融合金胶州千年

厚重文化，板桥镇、慈云寺、万佛塔

等一系列仿古建筑唯美精致，点缀其

间，自然景色与建筑、历史有机结合，

相得益彰，再现了金胶州“千年古埠、

北国江南”的城市风采。

上合示范区展馆运高新科技、

图文展板、触摸查询屏、多媒体影片

等方式，一一展示了上合示范区国际

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商

旅文化交流、海洋合作“五大中心”

规划建设情况，而上合特色商品展区

及文化旅游展区，则陈列着来自不同

国家各式各样的特色展品。

九顶莲花山景区集绿色生态、

休闲观光、饮食住宿、环保科普于一

体，绿树成荫，风景秀丽，是休闲度

假的不二之选。

近年来，青岛胶州市洋河镇河

西郭村积极开展美丽乡村示范村建

设，打造村与山相映成趣、景色相宜

的景象，艾山红色记忆馆便坐落其中，

它以时间为轴，通过实物及图文展现

了洋河人民艰苦创业、聚力向前的奋

斗历程。

新区新貌，红色驱动发展游
青岛齐长城百果园—杨家山里

红色教育基地—“红色记忆”展馆（东

方影都）—西海岸新区建党百年党史

图片展馆（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

大珠山—将军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杨家山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

是共产党领导的拖不垮、打不烂的“红

色堡垒”。展厅内模糊泛黄的历史图

片和锈迹斑斑的革命文物，展示了杨

家山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

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

争历史，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抵御

强敌、艰辛探索、奋发图强的辉煌历

程。在春意盎然的季节，还可徜徉于

九上沟风景区一望无际的花海中。

青岛东方影都拥有影视产业园、

融创茂、三大室内乐园、东方影都

大剧院、青秀剧场、游艇俱乐部、高

端酒店群落和滨海酒吧街等复合型业

态，这里不仅是全球瞩目的影视产业

园区，更是享受一站式休闲度假的旅

行目的地。来到这里，游客还可以参

观“红色记忆”展馆，通过各个时期

的红色影片了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今的光辉岁月。

西海岸新区建党百年党史图片

展拟按照历史分期，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再现了新区党组织百年来团结带

领人民群众上下求索、励精图治的恢

弘画卷，从历史深处汲取发展智慧，

从红色家谱中汲取信仰力量，在伟大

成就中激发前进动力。

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宣传部）
Yangjiashanli Red Education Base

学游的首选基地，明月海藻科技馆是

国内首个以系统展示海藻生物文化和

产业为主题，集海洋科普教育、海藻

产业展示、健康休闲体验、旅游观赏

娱乐为一体的海洋科技馆，通过打造

寓教于乐的海藻生物科普、海藻科学

DIY 课堂进一步激发海洋科学兴趣。

“碧海蓝天、青山秀丽、沙滩

绵绵、舰船壮观”是海军公园的真实

写照，它不仅是国内第一个建成的海

军主题公园，也是一个军事文化色

彩和自然景观相融合的开放性滨海公

园。在欣赏优美的滨海自然风光之余，

还可在海军军史展览馆里回顾海军成

长历程。

青岛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

馆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文

物包括书法、绘画、陶瓷器、铜器、

玉器、钱币、玺印、甲骨、竹木牙角

器等 30 余个门类 10 多万件。除此之

外，游客还能通过 4 万余件青岛历史

发展各阶段留下来的文物资料，深入

了解青岛建置以来城市的发展变迁。

不远处的石老人海水浴场，散发出迷

人的的光彩，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

成为欢乐的海洋。

将 军 台 青 岛 国 防 教 育 基 地 系

2005“和平使命”中俄联合军演主观

礼台，是国内首个对外开放游览的军

事演习观礼“现场”，也是青岛重要

的军事国防教育基地。

自强不息，领略红色成就游
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崂山矿泉

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海信探索

中心（世界电子消费博物馆和海信历

史文化馆）—山东会客厅（青岛国际

会展中心）—海尔卡奥斯平台

青岛国际邮轮母港是促进青岛

港布局调整、转型升级，推动青岛高

端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部署，它

规划建设有游艇码头和游艇俱乐部，

致力将老港区打造成青岛老城区“皇

冠上的一颗明珠”。

崂山矿泉博物馆内分为万年古

冰泉、产品矩阵墙、百年展厅、工厂

生产线、远航未来等五大板块，陈列

近千余种展品，记载了崂山矿泉水

120 年的发展历程，记录了中国矿泉

水产业的发展史，以及百年青岛的矿

泉水产业崛起之路。

设立在青岛啤酒百年前老厂房、

老设备内的青岛啤酒博物馆，以青岛

啤酒的百年历程及工艺流程为主线，

浓缩了中国啤酒工业及青岛啤酒的发

展史，集文化历史、生产工艺流程、

啤酒娱乐、购物、餐饮为一体。

在海信老研发中心的旧址上新

建了海信探索中心，保留了海信创新

的“根”，将关乎电视乃至世界消费

电子发展的记忆呈现在广大游客面

前，细致讲述了创新传承的故事。

步入山东会客厅，映入眼帘的

满满都是山东元素：“天下泉城，魅

力济南”“开放、现代、活力、时尚”“仙

境海岸，鲜美烟台”“世界风筝都，

国际动力城”“孔孟之乡，运河之

都”……在这间总面积约 6000 平方

米的“会客厅”，采用展板和可视化

屏幕相结合的展现模式，省内 16 市

搭建起各具城市发展特色的展示推

广区域。

海尔卡奥斯是中国模式的代表，

不仅有 ToB 企业端，也有 ToC 用户端，

打开了企业的边界，让用户从消费者

成为“产消者”，参与工厂的全流程。

筑梦深蓝，海洋强国豪情游
古镇口国防教育基地—明月海

藻科技馆—海军公园—海军军史展

览馆—青岛港无人码头—青岛市博

物馆

以“老军营情怀”为特色的古

镇口国防教育基地，在原有旧式兵营

基地上改建，立足青岛，面向全国，

提供别具特色的国防教育培训、军事

科技体验、户外拓展及预备役训练、

国防动员训练等专项服务，打造全国

一流的军民融合开放式、综合性文旅

产业项目。

作为青岛西海岸学生海洋科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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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温暖的味道》中“后石沟村”村口的大槐树。
The big Chinese scholar tree has been featured at the entrance to “Houshigou Village” in the hit TV series The Warm Taste.

一进村口，来自山间的清新就摄

取了灵魂。满山的桑葚、金杏、板栗

缀在绿幕中，让人忍不住采摘；热情

的村里人开门纳客，用满席的自然盛

宴招呼着外来人；屋外，孩童自由追

赶，笑声荡漾在清澈的上空。眼前的

一切，让人误以为闯入人间秘境。这

里，便是众人频频所言的“杨家山里”。

三山环抱，一河穿梭。“杨家

山里”并非一个独自的村庄，而是一

个“群落”。放眼望去，满是生机的

铁橛山、月季山、睡牛山围拢环绕，

上沟、墩上、黄泥巷、东南崖、墨城安、

西北庄、大下庄、后石沟 8 个村庄依

水、依山而立，月季、栀子花傲然生

长，点缀在村落的角角落落，一派生

机。为什么叫“杨家山里”，当地人

告知，因当地老百姓 90% 以上姓杨，

故将此地称之为“杨家山里”。

据记载，明洪武年间，杨氏从“小

云南”始迁此处，建立宗祠。600多年来，

勤劳的山里人利用山区地势，遍植樱

桃、杏树、板栗、柿树等果木，使得

如今的杨家山里三季有花、四季有果，

百年老树更是虬枝盘曲，蔚为壮观。

三山环抱的杨家山里可谓物产

丰饶、浪漫至极。自明朝开始种植的

樱桃，现种植面积已达 180 多公顷，

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樱桃之乡”，“杨

家山里樱桃”正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

农产品。借助樱桃的品牌效应，这里

已连续举办了 19 届杨家山里樱桃采

摘节。“精品民宿”“杜鹃花海”“齐

长城百果园”等集中打造的多个乡村

旅游项目，让这里形成了“春赏花、

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为一体的

乡村旅游新格局。

春日的杨家山里，樱桃花、杏

花竞相开放，如同云霞点缀山间，如

有春雨，更便有落英缤纷、杏花春雨

的绝佳意境；夏秋时节，月季漫山遍

野，五彩斑斓，点缀起这层层绿色叠

嶂；冬日雪后的杨家山里，更是银装

素裹，纯白静谧，似给这世间一分独

有的清净。

自然的馈赠让众人纷至沓来，

来这人间秘境找寻一份内心的宁静。

田园里的绿色蔬菜、现摘的鲜果、自

家养的鸡鸭鱼鹅……来自“原山原水

原生态、原汁原味原生活”的乡间美

景、美味，让人留恋忘返，村落里的

农家宴总是车马盈门、宾朋满座。单

是这自然的馈赠似乎还不够，一段历

文 /李杰

7 月的青岛西海岸新区，清爽惬意。海边的轻风，清凉的夏夜，棋布的海岛，密布的山林，

所有一切，总让人想驱车行驶在天地之间，看看这里不一样的风景。

听闻西边有个世外桃源，周末，带着一份新奇，选择了轻装西行。

溪水潺潺，傍村而流，鸡鹅同嬉，鱼影浅行。浓郁的树木遮住夏日的骄阳，留下清爽的绿荫。

诱人的饭香从溪边农舍飘出，让人忍不住驻足。

Yangjiashanli – A Mysterious Place in the Human World

人间秘境 · 杨家山里
——原山原水原生态 原汁原味原生活 溪水潺潺傍村而流，增添了别样的风情。

A brook murmurs down by the village, adding to the unique charms here.

三山环抱的杨家山里，自然而浪漫。
Yangjiashanli, surrounded by three mountains, is full of natural beauty as well as ro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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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山原水原生态、原汁原味原生活”的乡间景色让人留恋忘返。
The countryside view described as “Original mountains, waters and ecology, as well as authentic taste, flavor and life” makes everyone linger on without 
any thought of leaving.

In this July, the atmosphere 
i s  c o o l  a n d  p l e a s i n g  i 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encouraging us to take a driv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nd 
appreciate the unique sceneries 
here. As it’s said there is a land 
of idyllic beauty to the west, why 
not take a light travel with a touch 
of novelty and freshness in the 
weekend?

A brook murmurs down by the 
village, where chickens and geese 
play joyously and fish could be 

spotted down the water. Dense 
trees cast the shades, screening out 
the strong summer sunlight. The 
intense fragrance of fine meal comes 
out of nearby farmhouses, making 
us  l inger  around.  The breeze 
coming out of the mountains urges 
flowers to blossom. A “community” 
being refined amidst intriguing 
nature, history and modern society, 
Yangjiashanli has already left to us 
so many treasured memories with 
its implication, as well as so much 
aspiration.

史的烽火，给这里增添了几分厚重。

位于东南崖村的杨家山里红色

教育基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这里记载着这片红色土地上风起云涌

的抗战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因三山包围、

易守难攻的地势，加上当地良好的群

众基础，中共胶县工委、胶县特区委、

胶南工委、诸胶县工委、珠山县委 5

个县级党组织，以及青岛工委先后常

驻或移驻杨家山里，形成了这一地区

领导抗战的核心力量。杨家山里成为

远近闻名的革命摇篮，被誉为当地的

“陕甘宁”“小延安”，涌现出杨凌

波、杨清秋等大批当地抗日英雄。

2019 年 7 月 1 日，这份被封存

的历史重新呈现，留给后人深深的震

撼。目前，杨家山里正依托红色资

源，打造以“忠诚奉献”为主题的中

共青岛工委旧址和以“永远奋斗”为

主题的后石沟奋斗史馆，配套网上展

厅，同步建设党史资料展阅室、荣誉

陈列室和党史教育课堂，全方位构建

“1+N”红色教育格局。这里，已纳

入山东红色旅游线路，入选山东省红

色研学基地，成为西海岸新区的红色

标志，烽火杨家山里的抗战故事，永

远载入了史册。

引人入胜的仙境，烽火交加的

历史，吸引了游客，更吸引了艺术创

作者。在杨家山里，随处可见写生、

摄影爱好者用画笔、镜头记录美好、

留存历史。2021 年，由靳东、李乃

文、毛晓慧、吴越等主演的清新田园

剧——《温暖的味道》，更是让这里

成为影视网红打卡地。剧中村头路旁

烫金的“西海市铁山镇后石沟村”，

正是引用了铁山街道杨家山里后石沟

的真实名字。

后石沟村位于齐长城脚下，毗

邻铁山水库，三面环山，一面向水。

1975 年，电影《库区人民学大寨》

在此拍摄后，这里便有了光影印记。

借助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影视之都”

的发展契机，其所在街道投资 2400

万元建成后石沟村乡村影视基地，对

村里的老街、老巷、老房子进行修缮

改造，打造了影视步行街、大槐树、

阳光超市、谷仓、老宅等影视场景和

系列拍摄布景，吸引了《温暖的味道》

等剧组在此拍摄。

风从山中来，引得百花开。杨

家山里，这个在自然、历史、现代的

交织中沉淀的“群落”，用自己的内

蕴给世人留下了众多记忆，也留下了

美好的向往。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

委宣传部提供）

在杨家山里，随处可见写生爱好者用画笔记录美好。
Fans of sketching who record the beauty with their hands are spotted everywhere in Yangjiashanli.

三山环抱一河穿梭的“杨家山里”，并非一个独自的村庄，而是一个“群落”。 
Yangjiashanli, with three surrounding mountains and one river crossing over, is more than an independent village; it’s more like a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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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景区、热门的商圈、新晋

的网红地标，还有游戏和表演相结合

的竞技秀……正在编织新的“赛道”，

给敢于挑战的你 48 个崭新的奔跑方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赛事打卡点位由

各区市特荐，再进行二轮选拔，覆盖

青岛超过 300 个文化、时尚、旅游、

历史、人文、红色线路、地标建筑等。

这一次，“发现·青岛”的视角更加

开阔，城市的景深也更加丰富，而参

与其中的你，将与更多强劲的对手相

遇。2021“发现·青岛”城市定向赛

让你在炎炎夏日中感受青岛的魅力，

在浓浓凝聚力中收获无尽的成就感。

何为城市定向赛
城市定向赛是一种时尚的运动形

式，它区别于马拉松，没有固定的线

路限定，可将城市大量有代表性的点

标串联起来。参赛者以团队为单位，

随机获取分配路线，从统一地点分线

路分批出发。团队成员需灵活运用地

图，通过手机即时获取任务指令，借

助公共交通工具抵达规定点位，现场

完成各种“规定动作”。据了解，当

日 凭 借 号 码 布 可 免 费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哦！只有默契合作的团体，才能相互

配合，共同完成任务。抵达终点后，

同一路线组别用时最少者即为优胜。

完成所有任务团队可获得精美完赛奖

牌。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既能欣赏美

景又能体验团队协作乐趣的比赛，更

是一种漫游城市的新方式。主办方将

之与此前火爆出圈的《极限挑战》《奔

文 /魏浩浩

“发现 · 青岛”城市定向赛焕新而来

还记得那场走过城市街头巷尾，打卡景点做任务的比赛吗；还记得那些身穿五彩斑斓的参赛

服，每个人都笑脸盈盈的比赛吗；还记在遇到困难，都让人不得不聚精会神，靠团队的“精气神”

拿下目标的比赛吗；还记得那场让你在过程中发现全新青岛的比赛吗？盛夏，绿叶涌出树枝，城

市发出召唤，犹如电影镜头中万物飞快生长，那熟悉的信念又回到心中，期待一场时尚赛事开启

新生活。2021“发现·青岛”城市定向赛焕新归来！

New “Discovery—Qingdao” City Orienteering 
Tournament Comes 

往期的城市定向赛十分精彩。
The city orienteering tournaments in the past were quite exciting.

五彩的奖牌也让人眼前一亮。
The colorful medals also made an impression.

2021“发现·青岛”城市定向赛让你在炎炎酷暑中感受青岛的魅力，在凝聚力中收获无尽的成就感。
The 2021 “Discovery - Qingdao” City Orienteering Tournament allowed you to feel the charm of Qingdao in the hot summer and gain endless sense of 
achievement in the strong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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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2 0 2 1  “ D i s c o v e r y —
Qingdao” City Orienteering 
Tournament will officially 

start on July 25. Classic tourist 
spots, popular commercial districts, 
new Internet-famous landmarks, 
and game-performance competitive 
shows  are  wa i t ing  for  us .  The 
new “tracks” are being planned 
and will give you 48 new running 
directions. Compared with last year’s 
competition, this year’s competition 

is upgraded, with breakthroughs in 
both stops and routes. Not only has 
the day-night double tournament 
system been retained, but a more 
challenging and brain-frying route 
has been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theme of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fashionable”,  the theme of 
Red Revolution Education has been 
added, combining public fitness with 
the education of loving the Party, the 
country and the society. 

    

多样的组别和升级的线路
让你欣赏未曾发现的青岛
2020 年 的“ 发 现· 青 岛” 城 市

定向赛就让人印象深刻，其中，最具

特色的还要属 5 色心形奖牌了。奖牌

上分别用 5 种不同颜色书写“爱”，

与城市地标“五月的风”雕塑和天主

教堂的建筑浮雕呼应，奖牌另一面则

同样以五彩底色分别标注了开放、现

代、活力、时尚、青岛的字样，将一

组 5 块奖牌拼接在一起，中间会出现

一个更加醒目的心形标志，凸显“爱

青岛，让青岛更美好”的爱之主题。

一场“发现·青岛”城市定向赛，在

串 起 青 岛 最 美 经 典 文 化 旅 游 线 的 同

时，也串起了青岛近万名市民的爱的

同心圆。丰富的挑战任务和多元化站

点的加持，将定向赛拉伸为一个更平

民化、趣味化的城市平台，提升市民

参与度的同时，也激发了大家对时尚

体育的热忱。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发现·青岛”

城市定向赛将于 7 月 25 日正式开启，

相比较 2020 年的比赛，今年的赛事更

加升级，无论是在点位还是在线路上

都将有巨大突破。不仅保留了日赛夜

赛的双赛制模式，还增设了更具挑战

性的烧脑 plus 路线，赛事的主题也在

“开放、现代、活力、时尚”四大主

题基础上，新增了红色教育主题内容，

将全民健身与爱党爱国爱社会教育结

合。

今年的定向赛组别设置除常规大

众 5 人组，亲子 3 人组外，拟新增情

侣 2 人组、大众 3 人组、挑战个人组、

挑战 5 人组等。来满足更多选手的队

员需求，不再为找不齐人而困扰，让

组队更加灵活。保证让更多的市民加

入到这场城市嘉年华中。

目前已知赛事在日间设定了 32 条

主题线路，夜间打造 16 条创意夜生活

线路，共计 48 条比赛线路。其中，日

间每条线路途经 6 个点位，夜间每条

线路途经 4 个点位。通过各点位间的

合理规划设计，保证各条线路均可涵

盖青岛特色点位，途经青岛各大著名

地标区域，让市民和游客在参赛的同

时，遍览青岛美景。

    

花样百出的特色打卡点
今年的打卡点任务也全面升级，

保持趣味性的同时增加更多的体力、

脑力任务。其中，亲子线路点位任务

更加专属、独特，有针对性地区别于

大众组别。

更新的赛道线路中，有智力比拼

升级的特色“烧脑线”，“特供”给

各种傲骄、不服输、自信选手！赛事

主办方透露，经过了去年的赛事初体

验，青岛市民对于定向赛这一大众性

赛事有了更多认知，因此也对其中每

一关卡的游戏环节期待更高，尤其是

具备一定实力和经验累积的玩家们，

纷纷要求加入更具挑战和竞争力的内

容与模式。今年的定向赛上，他们将

得偿所愿。

据介绍，作为新增线路，“烧脑线”

的特色即：游戏难度更大，挑战智商

更高！既保留了定向赛的团队合作特

色，又在题目设置、线路规划上做出

花样。“时光旅行”将作为“烧脑线”

的主题，赛道将融入剧本元素，在时

空的回溯中沉浸漫游，解锁城市风情。

充满剧情的线路，全面有趣的题目，

环环相扣的线索，快速切换的场景，

类似一场绝妙的户外“剧本杀”，更

加全面考量智力、速度、情感、默契度，

友情、协作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上新的“烧

脑线”将是有中国高智商俱乐部会员

参与设计的“华丽”赛道！那档常常

令我们莫名惊骇的《最强大脑》节目中，

就有该组织会员仰之弥高的身影。当

然，烧脑线不会要求身为头号玩家的

你拥有“最强大脑”，但一定是非比

寻常的“更强大脑”！主办方给出小

小“剧透”：无论你是文字、数字方

面的强者，还是空间、记忆强者，在

这场定向赛中，你想尝试的脑力题型，

全部都有！

当然，定向赛更是大众的派对。

除了特别的烧脑线，还有部分新增点

位信息，其中的历史文化场馆占据了

半壁江山：青岛山一战遗址公园、位

于太平角中的地质之光展览馆、康有

为 故 居、 修 复 开 放 的 里 院 建 筑 广 兴

里……那些碰巧获取了这些新增点位

的城市漫游者们将是幸运的，因为他

们不仅参与了一场城市赛事，更沉浸

式体验了一把城市历史的演进。一个

个关卡、点位串起崭新的赛道，它们

不仅仅是参赛者打开下一关卡内容的

线索，更是组成城市历史文化发展脉

络不可或缺的线索。

精心设置的赛后嘉年华区域，也

加入了音乐节和美食节的新花样，还

有时尚运动体育和购物市集元素，誓

将城市定向赛打造成了全方位满足市

民需求的重要节庆活动。

城市定向赛引发流量风暴
据悉，自 2019 年城市定向赛引入

青岛以来，今年已是第三次举行。每

次比赛都会刷屏青岛人的朋友圈，与

此同时，抖音爱好者和本土网红也蜂

拥而至。人们在完赛后纷纷晒出奖牌，

赢得了朋友圈未参赛者艳羡的目光，

众人跃跃欲试。

城市定向赛拥有如此高的流量和

话题度，是因为它恰恰戳中了青岛市

民时尚运动的兴奋点。据了解，城市

定向赛让更多人选择放下手机，走出

家门，用双脚重新丈量熟悉却也陌生

的街道，以一名旅者的目光重新领略

夏末秋初这座城市的美，用身心去体

验运动带来的激情和喜悦。在疫情进

入常态化之后，运动健康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自觉自愿选

择体育活动。城市定向赛，唤起了青

岛人追求健康美好生活的决心。

而以全民赛事助力城市发展，除

了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产业

拉动方面，赛事对于青岛的文化旅游

业的影响也尤为显著，它以更加开放

和鲜活的视角，向世界呈现了这座城

市的活力与时尚。一座城市，比我们

想像中更需要时尚化的具有创意性的

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

这场全民参与、潮动青岛的城市

定向赛，因爱之名，挥去青岛夏末最

后一丝暑气，让这座城市满载运动中

的健康活力和由此产生的亲和力与归

属感，奔向多元文化聚合的时尚之城。

（本文图片由 2021“发现·青岛”城

市定向赛组委会提供）

去年的赛事增加了夜赛，让赛事内容更加丰富。
Last year’s event added a night race to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event.

城市定向赛是一种时尚的运动形式，它区别于马拉松，没有固定的线路限定，可将城市大量有代表性的地标
串联起来。

City orienteering tournament is a fashionable form of sport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arathon, has no 
fixed route, and can connect a large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 locations in the city.

跑吧》等综艺节目相媲美。目前在国内，

类似的赛事方兴未艾，而青岛本土这

项赛事则更加彰显城市的开放、现代、

活力、时尚之气质。

据了解，这场由中共青岛市委宣

传部、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市

商务局、青岛市体育局、青岛市贸促

会主办，青岛心同步文化体育产业有

限公司承办的“发现·青岛”城市定

向赛，已在青岛连续举办两届，正在

成长为全民参与的综合性“跨界”城

市时尚主题活动。它的全民参与属性

和探索未知的新鲜感，也将吸引更多

市民及游客走进青岛、发现城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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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狂欢，激情共享
第 31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共设置

西海岸新区、崂山区、即墨区、城阳

区、胶州市 ( 上合示范区 ) 和平度市 6

个会场，市南区、市北区将在啤酒节

期间举办主题活动。各会场将充分整

合区内旅游、餐饮、商贸、会展、文

化等休闲资源，利用啤酒节构建的高

端节庆平台，实现以平台促经济，以

节庆惠民生。

西 海 岸 新 区 会 场 将 于 7 月 16 日

至 8 月 8 日在金沙滩啤酒城举办，为

期 24 天，该会场按照国际化、市场化、

大众化、品质化的办节思路，在主题

呈现、啤酒荟萃、美食特色、文化演艺、

时尚活动、休闲体验等方面全面跃升，

全力打造一届主题鲜明、亮点纷呈、

平安有序、欢乐祥和的啤酒盛会。据

了解，在主题呈现方面，创意打造“花

海”“灯汇”两大核心亮点，24 组造

型花艺场景和 47 组自贡彩灯灯组将营

造“白天游花海”“夜晚赏彩灯”的

浓厚氛围；啤酒荟萃方面，设置 9 个

啤酒大蓬，荟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600 多款品牌啤酒，足不出城、喝遍

全球；美食特色方面，引入啤酒品牌

所在国家和地区特色美食，推出高中

低不同价位的酒品菜品，提供惠民菜、

惠民酒，酒吧街提供各式风味小吃，

海小青新茶饮旗舰店推出时尚轻食，

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文化演艺方面，

举办开闭幕式、歌舞音乐、艺术巡游、

灯光焰火秀、剧目演出等 300 余场次

演艺活动；时尚活动方面，举办国际

交流、经贸展示、体育竞赛、时尚创

意等 100 余场次精彩活动；休闲体验

方面，引入哈舅精酿微醺馆、跨境电

商免税商城等多种业态，为市民游客

提供更多的参节选项。

崂 山 会 场 将 于 7 月 30 日 至 8 月

15 日在世纪广场及周边区域举办，为

文 /张文萱

青岛，与世界干杯

青岛国际啤酒节，不仅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青岛、熟悉中国，更是展示青岛城市形象、

传播中国啤酒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今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即将迎来第 31 届——本届国际

啤酒节继续以“青岛，与世界干杯”为主题，将于 7 月中旬至 8 月底举办，开启“全城欢动、

激情共享”的节庆模式。

Qingdao Proposing a Toast to the World

往届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会场盛况。（图 / 姜庆伟）
Grand occasions of previous Qingdao International Beer Festivals at the West Coast venue.

7 月中旬至 8 月底，青岛将开启 “全城欢动、激情共享”的节庆模式。（图 / 刘明元）
Qingdao will be in the holiday mode described as “Joys across the City, Passion Shared Everywhere” from 
mid-July till the end of August.

往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崂山会场盛况。（图 / 王云胜）
Grand occasions of previous Qingdao International Beer Festivals at the Laoshan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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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International Beer 
Festival does not only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the world 

to know about Qingdao and about 
China at large, it is also a symbol 
that showcases Qingdao’s city image 
and disseminates the beer culture in 
China. This year, we will be witnessing 
the 31st Qingdao International Beer 
Festival, which will be held from mid-
July till the end of August, still under 
the theme of “Qingdao Cheers with 
the World”, turning on the holiday 
mode described as “Joys across the 
City, Passion Shared Everywhere”.

6  v e n u e s  i n  t o t a l  w i l l  b e 

arranged for this year’s festival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Laoshan District, Jimo District and 
Chengyang Distr ict ,  and theme 
activities will also be organized in 
Shinan District and Shibei District 
during the event. Those venues 
will sufficiently combine all leisure 
resources  avai lable  re lat ing to 
tourism, catering, business and 
trad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culture, etc.,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high-end 
celebrating platform built up by the 
beer festival and benefiting people’s 
well-being via the festival.

加水上飞人、无人机等表演。平度会

场将于 7 月 16 日至 8 月 1 日在奥体中

心举办，为期 17 天，该会场设置啤

酒激情广场、啤酒花园、欢乐水世界、

北极光 IP 项目、儿童嘉年华、文化展

区等场地，搭建国内外品牌啤酒大棚，

配套电音、歌舞、喊麦、杂技、魔术

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市南区、市

北区则将结合啤酒节分别在青岛国际

会议中心和登州路啤酒街等地举办啤

酒街开街仪式、啤酒集市、产品展销、

啤酒品饮、多国籍美食体验、文化娱

乐等活动。

亮点频现，精彩纷呈
彰显红色基因、营造喜庆氛围是

第 31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的突出亮点。

据介绍，本届国际啤酒节围绕“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一主题举办

系列庆祝活动，各会场都创意策划了

体现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文艺节目，

用时尚动感的音乐、精彩纷呈的演出

渲染喜庆氛围。专场文艺演出、同唱

红歌、党史展览等活动丰富多彩，进

一步号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提升节日品质、并重保障民生也

是第 31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的一大亮

点。本届啤酒节在硬件设施、演艺活

动、互动体验、管理模式等方面实现

品质跃升，并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实现

节会联动。同时，各会场都坚持注重

民生，推出诸多利民惠民举措。比如，

西海岸新区会场啤酒节期间继续沿用

免门票入园、凭海底隧道缴费凭证免

费停车等优惠政策，每个大篷均提供

惠民酒、惠民菜；崂山会场节日期间，

策划推出党建主题日、孝亲尊老日、

军人参节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联合

参节厂商推出优惠措施。

此外，延展节日链条、拉动内需

消费也是第 31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的

亮点之一。据了解，各会场以对冲疫

情影响、丰富市民夏季生活、促进商

贸流通、拉动市场消费为落脚点，增

加文创集市等夜间商贸活动。其中，

即墨会场组织“悦即墨·夜古城”活

动，开展文化集市、时尚夜购，推出

夜经济主题商家促销卡等活动；城阳

会场融入乡土特色，推出农家四合院，

带动乡村旅游；平度会场设置特色商

品集市，拉动市场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第 31 届青岛国际

啤酒节还将突出平台作用、助推项目

落地。各会场充分发挥青岛国际啤酒

节的平台作用，利用啤酒节的号召力、

吸引力和影响力，吸引海内外客商前

来洽商合作，推动经贸交流。西海岸

新区会场策划举办国际啤酒节联盟合

作机制“一会、一展、一发布、一街

区”2021 青岛会议系列活动，搭建国

际啤酒节交流新平台；举办 2021 青岛

国际啤酒产品展交会，涵盖啤酒相关

全产业链，促进啤酒产业上下游供需

链的对接交流；举办项目集中签约、

品牌展示推介等经贸活动，不断提升

青岛国际啤酒节汇聚资源、促进交流

的平台作用。崂山会场联合韩国驻青

总领馆举办韩国美食展销活动，组织

韩国美食推介、售卖及商务洽谈等活

动，打造集啤酒节伴手礼、文旅创意

商品、网红商品、大学生“双创”产

品于一体的小商品街。胶州 ( 上合示

范区 ) 会场充分发挥啤酒节会场“篷、

馆、街、场、艺”集聚优势，引进丰

富的上合特色商品，以节庆促进上合

国家经贸合作与交流。其他会场也都

围绕节庆搭台、经贸唱戏，积极开展

各种经贸活动。

第 31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坚持

安 全 第 一、 确 保 祥 和 办 节。 本 届 国

际啤酒节将安全办节作为重中之重。

为 确 保 安 全 办 节， 分 会 场 不 断 完 善

处置体系，健全各项应急工作预案，

构 建 反 应 敏 捷、 运 行 高 效、 可 迅 速

解决处置应急突发事件的工作机制。

特 别 是 对 疫 情 防 控， 严 格 落 实 国 家

和 省 疫 情 防 控 最 新 部 署 要 求， 不 断

调 整 优 化 节 庆 期 间 疫 情 防 控 方 案，

市 区 联 动， 部 门 配 合， 群 众 参 与，

形 成 合 力， 努 力 举 办 一 届“ 安 全、

有 序、 祥 和” 的 啤 酒 节。 此 外， 还

将 严 格 抓 好 治 安、 消 防、 食 品、 应

急等各领域的安全工作。

期 17 天。 该 会 场 按 照“ 亲 民 惠 民、

传承创新”的原则，打造精致化、品

质化、商务化的特色节庆。延续“一

主、三辅、六区、全域”的整体框架，

营造欢动格局的大场景。在组织饮酒

大赛、艺术巡游、模特走秀、歌舞表

演等传统节目的同时，创新举办特色

主题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崂山会场

突出“亲民、活力、时尚”，首次联

合国内时尚产业的领军企业对啤酒节

进行策划，将时尚、艺术元素融入其

中，打造国内一流水平的时尚演艺、

舞美灯光和艺术陈列。同时，以“建

党一百周年——奋斗百年路，干杯新

时代”“啤酒全民节庆——燃爆城市

引力场”“崂山文化魅力——千年崂

山，少年共建”为设计导向，打造以

“非遗文化，国潮多样”“野生蹦迪，

派对动物”“颜即正义，寻找真我”“年

轻力量，嘻哈动感”等 17 场高端主题

文艺演出，打造沉浸式娱乐节庆体验，

拉动区域经济升温，创造高品质的营

商环境。崂山会场还与周边的博物馆、

大剧院进行互动，其中，青岛市博物

馆将举办一系列的图片展及成果展；

大剧院将举办包括上海芭蕾舞团芭蕾

舞剧《闪闪的红星》、中国音乐家协

会合唱音乐会《唱支山歌给党听》等

在内的“光荣与梦想”红色演出季，

实现文化活动与啤酒狂欢进行互动。

此 外， 城 阳 会 场 将 于 7 月 24 日

至 8 月 1 日在羊毛沟花海湿地举办，

为期 9 天，该会场按照“可持续发展

+ 创意旅游”的理念，突出“大众化、

市场化、品质化”特色，举办开幕式、

啤酒品饮、艺术巡游、文艺演出、游

乐嘉年华等活动。即墨会场将于 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在即墨古城举办，

为期 31 天，该会场采用“会场演出 +

酒王大赛 + 狂欢巡游 + 趣味互动 + 啤

酒美食街 + 街头活动 + 艺术展览”的

组合形式，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品尝新

鲜的啤酒和美食，欣赏精彩绝伦的演

出。 胶 州 ( 上 合 示 范 区 ) 会 场 将 于 7

月 30 日至 8 月 16 日在如意湖东南侧

举办，为期 18 天，该会场着重在“环境、

文化、消费”3 个方面凸显上合主题，

设置上合文化展示区、嗨啤岛、上合

特色饮品区、上合特色食品区等场地，

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家知名演艺团队

表演各国代表作品，结合场地条件增

今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即将迎来第 31 届。（图 / 王勇森）
This year, we will be witnessing the 31st Qingdao International Beer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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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 a Sense of Home at Mount Lao

从喧嚣到宁静的距离有多远？

从归家到归心的时间有多长？

陶渊明笔下的《归园田居》是多少人的心向往之，

崂山的美似乎是说不尽的，绵长的海岸线上，有沙滩、有海湾、有美景。鸟语蝉鸣、万木葱

茏的日子里，不如择一地、选一宿、品一食，去崂山寻找独属于夏日的小美好。

城堡，可谓是匠心之作。

来到这里，不仅是身心的享受，

更是精神的满足。城堡外浓密的植被

给这里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推开

榆木大门，就可以去探索这座城堡的

浪漫与神秘。拾级而上，在长廊里自

由穿行，找寻城堡里最美好的记忆，

登上最高处，则是一个空中花园，可

以在近 170 平方米的观海大露台上远

眺无垠的海岸线，用相机记录下如画

的美景。

如今这里是一家民宿。所以它的

室内空间也颇具设计感，客房集合了

各种异域风格，可一站式打卡多国，

但在轻奢的外观设计之外，细节与服

务又不失朴素之心，就如同这里所倡

导的居住理念，即：“自然之道即朴

素之心，朴素的本源在于天然形成的，

顺应生活本源的审美体验，不拘于泥

某种哲学理念，而以返璞归真的态度

实现这种理想生活。居住之美，就是

讲自然材料植入，为日常带来朴素的

奢侈物。”

不论房间是后现代主义的怀旧风，

还是坐拥超广角海景露台的波西米亚

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而内置开放式

浴室的 LOFT 美西木屋房、含吊床与

CAN 铸铁壁炉的怀旧古堡房、多元又

迷人的新德里房、浪漫又唯美的卡帕

多西亚洞穴房等都会让你感到无比的

惊艳。

在这里，你可以手持一杯咖啡或

红酒，遥望远方，度过一段美好的时

光；可以与闺蜜来一场温馨的下午茶；

或是参加一场以“美酒”为媒的轻奢

派 对， 亦 或 是 于 爱 人 一 次 浪 漫 的 求

婚……

山与海，岛与沙，关于生活的美

好期许都在这里。

田园诗意中，赏曼妙风光
在 崂 山 深 处， 有 一 处 世 外 桃 源

式的僻静之地，它隐藏在山水之间，

是一个可以看山观海，心安理得虚度

时光的地方，有着独具一格的生活方

式和怡然自得的旅宿体验，它就是青

岛·陌海美墅。

陌海美墅位于崂山区仰口风景区

深处的返岭前村，是青岛惟一一个集

白沙滩、茶园、群山、阔海于一体的

高端民宿，被评为“青岛十美民宿”

之一。它背靠崂山，面朝大海，拥有

崂山景区最佳的观海位置，凭栏远眺，

碧海云霞尽收眼底，可谓人间至味是

清欢。

店主在海边的悬崖上开辟梯田，

种下成片的藤月、蔷薇和凌霄，陌上

花开，向崖而生。最休闲惬意的无边

泳池已成为网红打卡点，也是摄影爱

好者的最佳取景点。可以在无边泳池

享受游泳观海的乐趣，嗅着阵阵花香，

闲适而浪漫。

此外，陌海美墅的客房设计融合

了现代简约和中式禅意风格，配套设

施有中餐厅、咖啡厅、烧烤平台、会

议室、免费停车场，客房以“如一、

观山海、水上光、绿野、晨曦、栖迟、

晨云、山舍”命名，处处透露着山海

间的清雅。清晨在山间鸟鸣声中醒来，

站在海景豪华套房的落地窗前，推开

窗户，感受微咸的海风拂面，一览青

山入海、崂山日出的浩渺美景，看霞

光万道彩云飘。

除了住海景房，这里的时令养生

菜也是一大特色。崂山是道教养生的

发源地，是人们向往的最佳养生休憩

港湾。陌海作为崂山养生文化的示范

区，它的餐饮正是在提倡健康、自然、

营养的基础上，融合大自然带来的丰

富物产，辅以中医养生之法，形成了

独有的四季膳食养生食谱。你也可以

去咖啡厅休闲小憩，浓郁复古的色彩，

为陌海的咖啡厅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独特的设计，温馨的布局，与家人或

去崂山，寻找归宿感
文 /韩海燕

东麦窑拥有特色的“山—海—村”乡村空间布局。（图 / 吕建军）
Dongmaiyao has the unique countryside space layout described as “mountain-sea-village”.

依山傍海中，看日夜星辰
我 们 最 向 往 的 居 住 环 境 是 怎 样

的？一半是山居、一半是海景，是否

能满足你的所有幻想。位于崂山区流

清河附近的石墉城堡就是国内首家依

山傍海的半山城堡 , 它伫立在绵长的海

岸线上 , 恍若世界尽头的见证者 , 更似

一个童话里的世界。

远远看去，塔楼、箭楼、透景楼

错落有致，石墉城堡传承了欧洲城堡

的典型高度标志。而且，它的来头亦

是不小，其前身是“赵氏城堡”。城

堡主人曾亲自踏勘 29 个欧洲古堡，并

特邀 11 位老石匠设计，在不采用任何

现代机械参与打磨的情况下，以原石

工艺纯手工雕凿。用 10 余年的时间，

将一块巨石凿成近 20 万块，以名副其

实的匠人精神，筑造了中国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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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在这里聊天放松，再适合不过

了。

在陌海，你还可以品一杯香茗；

或是选一本简单的书，看一场文艺的

永远也看不懂的电影；亦或搭船过海，

在山海间，享受自然的清新与浪漫。

一片青山，白云数朵，长风入怀，万

里碧波，果实包裹种子，岩石怀拥波浪，

在陌海，会遇见最好的时光。

小隐宿居间，品曼妙生活
小隐隐于山野茶园之间，栖息、

休憩，当心怀执念时，有人谓之为痴，

而这种“痴”则会带给人一种力量，

如需要这样一方空间，在这里可以遇

见。小隐位于崂山的二龙山脚下，山

脚下有成片的茶园，小隐就隐藏在这

片茶园之中。

在 1300 平方米的占地面积、46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中，有精美客房 10

余间，以及布草间、管家值班宿舍、

厨房、餐厅、接待大厅、影院、茶室、

咖啡吧、茶座、花园、停车场、儿童泳池、

户外露台、院子等设施，还配有中央

空调、中央热水器、人脸识别系统，

虽耗资巨大，却只为精致、雅致、舒适、

舒心。

小隐最大的特色还在于，一步一

景，一窗一画，漫步在小隐中，一步

路便是一美景，一扇窗便是一幅画。

一晃至今，小隐在青岛已经许多年。

并先后被评为“2020 年度十大最具人

气民宿”“青岛十美民宿”“山东精

品民宿”“年度十佳潮流民宿”等荣

誉，这是小隐取得的成绩，更重要的

是，小隐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休闲

度假旅游方式，更为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繁星的陪伴下入梦，在朝阳的

光照下醒来，伴着鸟鸣花香，小隐在

等你，等你读懂青岛、融入这里，然

后讲述各自的故事。

在净心山居，看万千变幻
从都市到山间，从嘈杂到纯粹，

净心山居，居于自然，却也融于自然，

为你的身心，在崂山深处安个“家”。

净心山居是一座为都市人准备的

休闲度假别墅，位于崂山区沙子口街

道竹窝社区北部的柳树台。青山苍翠，

三面环山，宛如躺在崂山的怀抱中，

是沉浸在崂山之中的世外桃源。这里

汇集了崂山的茂林、水沛、清潭、峻岭，

却难得的还处在未完全开发的自然原

态中。探险般漫步在周边山林，随处

都是别致的风景。斑驳的绿植、蜿蜒

的小径以及错落丛生的草木自有意趣。

当你选择步入净心山居院子的那

一刻，等待你的将不仅仅是崂山的自

然之美。所有房间均可观山景，推开

窗子，入眼是苍翠的崂山，呼吸的是

草木的清新之气。这里的全素宴则保

留了食物的本真味道。自家菜园里的

瓜果蔬菜自然生长，不打药不施肥，

用水也是纯净甘冽的崂山泉水，就地

取材制成山间美味。坐在半封闭餐厅

的长餐桌上，与朋友们共享山间的美

食，共览无尽山景。

院中的大叶柳是柳树台的原生植

物，柳树台的得名也源于此种树，但

目前仅留下院中这棵，如今已有百年

树龄。大树与草坪相映成趣，成了一

个天然的凉亭。绣球、百合、蔷薇、

月季等多种鲜花点缀在院落各处，花

开之时，阵阵芳香。每物每景都想让

人从内心放慢生活的节奏，感受生活

的静美。

在茶余饭后，夕阳西下、月上树

梢时，在看似随意却精心打理的庭院，

与家人、朋友坐在院中的露台，静看

连绵青山，与山林、星夜、清风为伴，

赏月、数星，把烦恼和杂念都洒落无形，

置身于安宁喜乐的氛围。

或是在山居的书屋里，用甘甜的

崂山山泉水沏泡一壶优质崂山绿茶，

与朋友、孩子一同读书、说笑，拥有

一段恬静的时光。净心山居一年四季

景致各有不同，春暖花开、蝉鸣苍山、

秋叶灿灿，不必赘言。冬季的净心山

居虽然没有葱郁山景，却是赏雪的绝

佳之处。

在蓝天白云下，净心山居与雪融

为一体，只留一条条红瓦檐，为素白

清雅的崂山增添了一抹鲜亮的色彩。

四时美景荟萃于此，葱郁的崂山之美

在此绽放。

在东麦窑，品仙居崂山
在距离崂山流清海滩不远处，一

条密松掩映的悠长小路进去，眼前便

豁然开朗。即使见惯了青岛“红瓦绿

树 碧海蓝天”的城市风韵，也依然会

被林立在这山海之间的红瓦石头房所

吸引。远远望去，别有一番韵味，这

里便是崂山区沙子口街道的东麦窑。

有 利 的 地 理 位 置 加 之 自 身 的 资

源条件为东麦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 加 上 近 年 来 街 道 对 于 当 地 文 化、

艺 术 氛 围 的 挖 掘， 将 山 海 渔 村 的 风

味 与 生 活 巧 妙 地 融 合 到 崂 山 广 袤 清

冽 的 大 环 境 中， 让 这 个 昔 日 小 渔 村

摇身一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

海 — 村” 乡 村 空 间 布 局。 如 今， 随

着 民 宿 产 业 的 兴 盛， 东 麦 窑 更 是 声

名 远 播， 成 为 青 岛 休 闲 度 假 旅 游 的

一 张 亮 丽 名 片。 在 这 里， 你 感 受 到

的 不 仅 仅 是 一 次 乡 村 之 行， 更 是 一

次放空自我的问道之行。

在东麦窑走一走，除了桅杆马灯

造型的路灯外，几乎看不出这里曾是

崂山脚下的一个小渔村。在这里，你

不仅可以观山看海、享受美食，还可

以切身感受当地渔家文化的崂山最大

名宿——仙居崂山。这里将传统文化、

自然风貌、居住民俗相结合，展现给

How far  i s  the  d is tance 
b e t w e e n  n o i s e  a n d 
tranquility? 

How long does it take from getting 
home to getting settled? 

The life of Returning to the Fields, 
a poem by Tao Yuanming, is the 
pursuit of countless people. 

The  beauty  o f  Mount  Lao  i s 
beyond descr ipt ion.  Along the 
long coastline, there are beaches, 
bays and beautiful scenery. With 
chirping birds and cicadas and 

verdant trees in early summer days, 
why not enjoy a beautiful sight, 
pick a resort to retreat to, taste 
local delicacies, and find the beauty 
unique to summer?

In this season, Mount Lao has 
been dressed in elegance and charm, 
while shedding the bleakness of 
winter. It reflects the radiance of the 
summer, through the mountains, 
across the sea, and upon the city. 
With only a glance, one will get 
intoxicated by its beauty.

游客的既是一种只关乎自然人文的生

活方式，同样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之

旅。改造之后的每一间民宿，都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借助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字谜”，房屋的名字有“喜

上眉梢”“学海无涯”等等……来到

这里的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与寓意，选择自己钟爱的房间。

因为保持着原本石头房屋的外观，既

生动又富有诗意，含蓄地保留了私密

性的同时又令人感到舒适惬意。

进入房间内，却是别有洞天，由

中央美术学院操刀设计的房间内饰，

与 朴 素 的 建 筑 外 观 形 成 了 鲜 明 的 对

比，无疑是给游客的另一份惊喜，可

谓推窗见海，卧床听涛，远离城市的

喧嚣，却又让你感受到五星级酒店的

奢华。

背倚仙山、面朝大海的东麦窑总

是有着无穷的魅力。红瓦、青石、炊烟、

渔歌……最自然的风光就在这里。

此时的崂山，褪去了一身暗淡，

换 上 一 身 清 雅 又 不 失 妖 艳 的 素 衣，

穿 过 山 海、 淌 过 溪 流、 掠 过 城 市，

喷 洒 上 属 于 夏 日 的 色 彩， 只 一 眼，

就 让 人 陶 醉。 千 载 人 文 崂 山、 万 般

山海风情，这风情里，可谓一步一行，

处处美景。

一半是山居、一半是海景的石墉城堡。（图片提供 / 石墉城堡）
The Shiyong Castle, which translates into half mountain residence and half sea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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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 @Qingdao

6 月 11 日，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青岛市文化和

旅游局、上合示范区管委联合主办，中共青岛市委网信办、青岛市外办及胶东其他 4 市

文旅局共同协办的 2021“国际友人 @Qingdao”暨胶东文旅交流活动在上合示范区正式

启动，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昆明、太原、扬州、青岛等 10 个城市的文旅界代表，以

及 40 多个国家的 100 余名国际友人共同参加启动仪式。

2021 "International Friends@Qingdao" & Jiaodong 
Cultural and Tourism Exchange Event 

己的深刻感受，极力推荐和邀请目前

在中国境内的国际友人前往胶东游览；

拥有千万级粉丝的国际网红“逗逗”

先生是英国知名喜剧大师“憨豆”先

生的传承者，幽默且充满爱心的他通

过分享趣游青岛的感受，面向全球宣

传推介青岛，邀请境内国际友人来青

岛、来胶东休闲度假。值得一提的是，

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

化感召力，活动还邀请国际友人和中

国茶艺老师共同演绎中国茶艺及汉服

古礼，传递“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的中国待客之礼。此外，来自青基里

巴斯的留学生现场表演海洋风格民族

特色歌舞，大屏配合展示青岛海洋文

旅视频内容，增进多国文化交流。

在调研国际市场和资源属性的基

础上，2021“国际友人 @Qingdao”暨

胶东文旅交流活动结合胶东 5 市的文

旅资源，针对国际友人策划设计了 5

大类 20 个国际文旅场景（产品线路）

进行现场发布。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还与中共青岛市委网信办、市政府新

闻办联动，面向境内国际友人，发起

本次大赛活动，邀请大家积极创作有

关青岛文旅的优质视频。

2021“国际友人 @Qingdao”暨胶

东文旅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只是拉开青

岛文化旅游对外交流的序幕，据青岛

市文化和旅游相关领导介绍，下一步

将按照不同批次、不同主题组织国际

友人利用 2 个多月时间对青岛及胶东

的特色文化及旅游资源进行考察体验，

并通过组织沙龙、座谈交流等方式进

行深度体验和交流，从国际友人的视

角真实、立体、全面传播讲述青岛、

胶东文化和旅游故事。

青岛文旅的国际宣传推介不断自

我创新，通过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

文交流活动和多种途径推动中国同各

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充分发挥

青岛文旅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融合

胶东半岛的资源优势，创新策划实施

系列活动，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

的中国形象。同时，采用贴近不同区

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

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

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

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

性。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提

供）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 周年之

际，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 示 真 实、 立 体、 全 面 的 中 国， 以

及 加 强 中 国 国 际 传 播 能 力 建 设 的 重

要指示，让国际友人更深刻地了解、

体 验 青 岛 及 胶 东 改 革 开 放 的 成 就，

2021“国际友人 @Qingdao”暨胶东文

旅交流活动立足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探索创新开展国际文化旅游，以“Let’s  

meet in Qingdao”（相聚青岛）为口号，

邀请境内百万国际友人群体来青岛游

览和体验。

随着胶东经济一体化的加快，胶

东文旅也呈现出崭新的发展势头，因

此，2021“国际友人 @Qingdao”暨胶

东文旅交流活动重点体验胶东文旅资

源，并以“局长带队游胶东”的新颖

方式，由胶东 5 市文旅局局长带领国

际友人走进胶东、体验胶东，宣传推

介胶东文旅资源。

为 充 分 调 动 国 际 友 人 的 参 与

及 宣 传 积 极 性，2021“ 国 际 友 人 @

Qingdao”暨胶东文旅交流活动继续保

留国际友人喜爱的文艺演出、旅行体

验、非遗展演和成果展等环节，并创

新增加国际短视频大赛、国际文化艺

术展和国际沙龙活动等环节，以此提

升国际传播能力。

活动现场，国际文艺推介、互动

展演、交流对话、参观体验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令交流气氛热烈。来自美

国的李晓雨，与中国古筝、钢琴老师

展开国际合奏，将中国传统的民族音

乐演奏出国际韵律，把中外艺术巧妙

融合，弹奏出国际大家族幸福和协的

美妙音符，令现场观众为之叹服；来

自美国的旅游达人 Adrian 曾前往胶东

5 市旅行体验，为国际朋友拍摄了视频

旅游攻略，并亲临现场向大家分享自

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昆明、太原、扬州、青岛等 10 个城市的文旅界代表以及 40 多个国家的 100 余名国际友人共同参加 2021“国际友人 @Qingdao”暨胶东文旅
交流活动启动仪式。

The 2021 "International Friends@Qingdao" & Jiaodong Cultural and Tourism Exchange Event is officially launched. Representatives from 10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Nanjing, Kunming, Taiyuan, Yangzhou and Qingdao and more than 100 international friends from over 40 countries are present at the launch 
ceremony.

On  J u n e  1 1 t h ,  2 0 2 1 
"International Friends@
Q i n g d a o "  &  J i a o d o n g 

Cultural and Tourism Exchange Even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at China-
SCO Loc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SCODA). Representatives from 10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N a n j i n g ,  K u n m i n g ,  T a i y u a n , 
Yangzhou, Qingdao and more than 
100 international friends from over 
40 countries were present at the 
launch ceremony. 

In  add i t ion  to  convent iona l 
p r o g r a m m e s  s u c h  a s  a r t i s t i c 

performance, travel experience, 
i n t a n g i b l e  c u l t u r a l  h e r i t a g e 
performance and exhibition which 
are popular among international 
f r i e n d s ,  i n n o v a t i v e  a c t i v i t i e s 
i n c lud ing  in t e rna t i ona l  shor t 
video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art exhibition and 
international salon were added. 
In this way, it will  enhance th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c a p a c i t y  a n d  c r e a t e  a  g o o d 
e x t e r n a l  p u b l i c  o p i n i o n 
environment for the stabl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Qingdao and 
Jiaodong. 

——2021“国际友人 @Qingdao”暨胶东文旅交流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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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下的惬意生活

夜幕下的青岛有着属于自己的魅力，不似白日的喧嚣和热闹，夜色下的它是静谧的，

亦是璀璨的。

音乐、美酒、故事，这三者就像是一种绝妙的组合词，潮领着青岛的夜。

夜色下的酒吧街各有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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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酒吧街却也让平凡的日子里多了些激情和狂欢。

The Comfortable Local Nightlife

打造了一张城市旅游的新名片。

华灯初上，多彩活动让这里绽放

出满满的活力。

崂山首个时尚休闲酒吧街区
在崂山区，“夜生活”已不再是

一个新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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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崂山星光里时尚休闲街

区建设因地制宜，丰富街区商业资源，

挖掘提升商业文化氛围，在街区内布

局具有时尚化、文化性、体验感的潮

流元素，打造内容健康、服务规范、

富有特色的品质街区。目前，街区内

已入驻商家涵盖国际餐饮、健康休闲、

咖啡酒吧、时尚潮牌。其中陌上花酒馆、

斜杠青年、ZOO 咖啡、氧气咖啡等特

色酒吧、咖啡吧，恰好满足当下年轻

人在白天夜晚切换模式下的生活方式；

全时健身、瑜舍等健康新体验，大牌

潮店等时尚业态让星光里充满现代时

尚韵味；街头音乐、酒吧驻场歌手及

音乐节元素的加入，成为星光里富有

特色的街区文化，如今已然成为青岛

精英白领最爱的聚会社交、休闲打卡

之地，是青岛夜生活的潮流汇聚地和

时尚策源地，也成为青岛又一张靓丽

的城市名片，并助攻青岛国际时尚城

的建设和发展。

夜生活的形成，支撑了城市经济

发展的另一种驱动力——夜经济。崂

山星光里时尚休闲街区的打造，不仅

促进了消费经济，特别是夜经济的时

空延伸，更释放了潜在的消费需求，

创造了一种新型消费形式，为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酒吧街扮靓新区“夜经济” 
火凤凰酒吧街坐落于青岛西海岸

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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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酒吧主题特色鲜明，极具

个性魅力。壹贰叁篮球主题酒吧，充

满浓浓的运动氛围，主打 10 款全球网

红生啤加西式简餐；君顶 MHC 餐吧可

以品尝到顶级葡萄酒和地道牛排；胭

脂公社拥有全球近千款精选美酒和中、

日、法、意、俄等多国美食……

此外，这里 80% 以上的商户均提

供特色精酿啤酒，超过 1/3 的门店拥有

自主酿造工艺和设备，能够提供最新

鲜的精酿鲜啤。汇集了德国百帝王、

德国皇家 HB、美国百威、比利时格林

堡、澳大利亚库柏等全球品牌啤酒，

从 0 度到 70 度一应俱全。除了啤酒，

在胭脂公社，由专业调酒师调制的日

出龙舌兰、十里桃花、马天尼等鸡尾酒，

总有一杯能撩动你的味蕾。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是青岛本

土原创音乐的“圣地”，不仅每个酒

吧都有乐队驻唱，啤酒队音乐酒吧还

以 livehouse 的模式为音乐爱好者提供

了舞台，吸引了许多对音乐有梦想有

追求的年轻人一展歌喉，打造了一个

青岛本土音乐的原创孵化器。这里还

定义都市夜生活的新“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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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而言已经很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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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柳路 1907 音乐街地处繁华的新

都心商圈，周边商宇、住宅林立，因此，

音乐街可谓打造成了一条真正意义上

的市民酒吧街，在彰显青岛城市气质

与特色的同时，成为一个内容健康、

服务规范、绿色安全的时尚潮流消费

地，使其成为当下青岛最潮流、最时

尚的夜生活网红打卡地。其中，860 平

方米的曳秀酒吧旗舰店集演艺、餐厅、

酒吧、咖啡吧等多功能于一体，除了

有乐队驻唱、脱口秀表演等传统节目

外，还引入高空杂技等高质量演出，

并定期举办“化装舞会”“雪茄之夜”

等主题派对，为追求时尚和艺术的人

群提供了舞台。此外，街区内还坐落

着多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舞台，这也

是台柳路 1907 音乐街的亮点之一，为

青岛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搭建了互动

展示的舞台。

流光溢彩的夜晚，是城市带给人

的一种美好。每当夜幕降临，啤酒、

美食、音乐，我们可以在这里尽情享

受着每一个充满活力激情的夜晚。百

年老街的华丽蜕变，使得台柳路 1907

音乐街的夜间经济为串联线索，不仅

丰富着市民的文化生活，更为群众文

化交流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宣扬着

独属于青岛的特色文化，展现出青岛

“开放、活力、现代、时尚”的城市形象，

夜色下，青岛的酒吧绚丽多彩。（图 / 王勇森）
Qingdao boasts of wonderful bar streets for unforgettable night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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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ght of Qingdao has 
been endowed wi th  i t s 
own charms.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in the day, 
the city in the evening is extremely 
tranquil, as well as resplendent.

Mus ic ,  beer  and  s tory  –  the 
t r i n i t y  i s  s o m e t h i n g  l i k e  a n 
excellent combination, guiding the 
way to nightlife in Qingdao.

Each  o f  the  ba r  s t r ee t s  ha 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t night: 
e xqu i s i t e  and  f a sh ionab l e ,  o r 
noisy and lively, or bursting with 
passion, or featuring flowing light 
and  co lo r… Those  bar  s t r ee t s 
boasting diversity, freedom and 
individuality also give everyday 
routines a twist of passion and 
hilarity.

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的星光岛

酒吧街，与融创茂隔海相望，散发着独

特的艺术魅力。往北侧望去，“东方影

都”4 个字在夜幕下星光闪耀，与犹如

艺术品般的珊瑚贝桥遥相呼应，璀璨的

万家灯火，更是在流光溢彩中彰显着西

海岸的气度与繁华，与此同时也彰显出

一座城市宴宾会友的热情姿态。

星光岛酒吧街，融合了英式传统

乔治亚、德式传统日耳曼和西班牙地中

海等风格的时尚建筑沿街而建，搭配考

究的灯光氛围烘托，在光与海的变换间

将浓浓的岛屿风情展露无遗，有序与狂

欢并存点亮了西海岸的潮流与激情。通

过自然衔接的设计手法，星光岛酒吧街

巧妙地将 3 种不同风情的建筑精华合而

为一，打造了受现代都市人喜爱的时尚

活力、精致格调的酒吧街景象。

缕缕阳光从楼顶一泄而下，走在

错落有致的酒吧街，仿佛置身在欧洲小

镇的街道上一般。那些或清新或艳丽的

植物景观、精巧别致的雕塑，以及萦绕

耳边的曼妙乐曲，沿着海岸线成为了这

美景中的“小惊喜”，让人流连忘返。

慵懒地坐在长椅上，从阳光满溢到日落

黄昏，呼吸着海风的微咸，任思绪随风

飞扬，在这一刻，城市的喧嚣和烦恼一

扫而光。

除了迷人的景致，星光岛酒吧街

还拥有丰富的餐饮业态，给人们带来味

觉上的盛宴。为保证酒吧街的品质，为

市民提供良好的休闲环境，星光岛酒吧

街紧扣音乐与艺术主题，遴选了和宴、

daozao 料理、点赞小龙虾等多家有情怀、

有实力、有理念的餐饮运营商，打造年

轻人网红打卡胜地。

作为新晋打卡胜地，星光岛酒吧

街兼具自然的海山之景与人文的浪漫

情怀，创新青岛时尚夜生活的娱乐方

式，与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的商业综

合体、星级酒店群、游艇俱乐部、演出

剧场、滨海酒吧街等联动众多文旅项

目，以完善的配套业态，发掘文旅产业

发展潜力，在形成亮丽文化风景线的同

时，为西海岸的城市发展增添了新色

彩，提供了能量。

李沧酒吧街燃爆李沧时尚生活
李沧酒吧街位于青岛市李沧区夏

庄路 7 号乐客城金街，紧邻伟东乐客城，

地处李村商圈的核心位置，长 200 米 ,

经营面积 9700 平方米，酒吧街定位为

精致夜生活时尚街区。依托乐客城为消

费者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消费项目，

将区域夜经济繁荣推向高峰，助力李沧

夜经济更加丰富多彩。

据了解，李沧酒吧街的亮化工程，

是严格按照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风格进行

设计安装的。把李沧酒吧街特质与美国

中西部元素相结合，体现不夜城的精神

与灵魂。目前街区中已经入驻多家音乐

餐吧和酒吧。这里既有集美食、音乐、

有全国乃至世界惟一一家建造在啤酒

城内的精酿啤酒加工厂——青西金啤

精酿馆。市民和游客不仅能亲眼目睹和

了解精酿啤酒的生产过程和工艺，还

可以亲身体验现酿精啤的醇厚和清爽。

皮尔森、白啤、琥珀拉格、青稞艾尔、

IPA、世涛等精酿品种应有尽有，为精

酿爱好者提供最新鲜、最畅爽的体验。

有时间，来酒吧街品一杯酒、听一首歌、

读一本书、喝一杯咖啡或茶，感受西海

岸夏夜的动静相宜，必会让你流连忘

返。

说到了火凤凰酒吧街，自然要提

到已于“五一”期间正式开街的星光岛

酒吧街，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东方影

都、星光岛北岸。走进这里，你会为眼

前的一切感到惊喜。充满欧式风情的建

筑群一字排开，星罗棋布的地标建筑造

型独特，气韵灵动，与海岸线、山际线

和谐相融，刷新人们的视线，重塑城市

的天际线。作为集“精致美食＋音乐休

闲＋啤酒文化”于一体的特色商业街，

星光岛酒吧街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及完善且丰富的业态，联动众多文旅项

目，展现出西海岸独特的文化气场，致

力打造成为以夜经济消费为主导，融合

东方影都旅游产业、电影文创、风情体

验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青岛首家汽

车影院——“星光汽车影院”银幕上的

影片，与酒吧街的灯光交相辉映，为游

客带来了一场独特的“光影”视觉秀。

星光汽车影院采用先进高端激光 4K 放

映设备，在超大全钢金属银幕同步放映

院线大片，可容纳 90 辆车同时观影。

与此同时，通过塑造独立 IP 品牌形象，

星光岛酒吧街探索出自有的“夜经济”

运营模式，打造“日夜皆可玩，越夜越

美丽”的星光岛滨海酒吧街独特 IP。在

星光岛酒吧街，有音乐吧、静吧、主题

吧等元素，无论你是文青范还是摇滚范，

都能找到激荡你灵魂的那家“小酒馆”。

光影氤氲中，伴随着驻唱乐队和歌手肆意挥洒，空气中弥漫着活力与时尚的气息。（图 / 董志刚）
Amidst the captivating lighting, the atmosphere teems with dynamics and fashion thanks to the fantastic performance of resident bands and singers.

酒馆、社交于一体的花儿胡同音乐餐吧，

又有汇聚英国酒吧文化且特别注重啤酒

品质的脸谱精酿和酒社酒吧，还有融合

咖啡与美酒的月亮酒吧和酒匠酒吧。

在这里，歌手们用沙哑的嗓音、

动感的音乐带动着人们的热情 , 创造了

一个专属于音乐的街区。据介绍，下一

步，李沧酒吧街将继续发挥街区自身的

布局特点，优化业态，打造空中酒廊，

持续点亮李沧夜经济。在享尽世界美

食、畅饮啤酒佳酿的同时，还有现场音

乐表演助兴。

从清新民谣到劲爆摇滚，趁着超

炫的灯光舞美，可谓是一场味蕾和精神

的双重飨宴。诱人美食、清凉嗨啤、热

力四射的音乐，共同助阵这场属于大家

的城市狂欢。

城阳酒吧街欢动的夜晚盛宴
白天，这里独特的欧陆建筑，是

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地。足不出国门，

就能尽情品味万国风韵，触摸世界时尚

前沿。夜晚，这里灯火通明，海鲜、啤酒、

美食、音乐带你“嗨”翻全场。

如今，城阳又增添了一张城市新

名片——音乐酒吧一条街。鲁邦国际风

情街、水悦城、时代中心街区，借助 3

大街区启动，城阳音乐酒吧特色街区总

建筑面积达 21 万平方米，进驻音乐吧

多家。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里

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畅享吃喝玩乐购

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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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街区，路过酒吧聚集的街道，

便可听到音乐、呐喊、欢呼声，“喝一

杯”成为不少 80 后、90 后释放压力的

不二选择。沿着街区一路前东，便可看

到“always”几个大字。走进店家，老

板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里主打的上百种

进口瓶啤和精酿鲜啤：德国教士系列、

比利时粉象……每晚这里定时会有乐队

上演，不时有外籍乐队前来切磋献艺。

灯光氤氲中，伴随着驻唱乐队和

歌手肆意挥洒，空气中弥漫着活力与时

尚的气息停驻、取景，金色余晖晕染着

的临街楼宇，仿若电影中的画面般美

好，一对恋人在此定格连理，演绎着童

话般的故事。穿过正阳路向北，来到水

悦城街区，小破怀旧音乐主题餐吧格外

引人注意。这是一家以怀旧音乐老歌，

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装修风格、精品美

味烧烤为主的音乐餐吧。每晚，这里都

有不一样的故事和歌声……每年这里

都将举行“啤酒文化盛宴”，深挖青岛

独特的“啤酒”文化，在步行街中心设

立“GardenBar”花园式啤酒大棚与音

乐广场，邀你共享音乐与美酒盛宴。

夜晚，不如走进酒吧街，去体验

不一样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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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给青岛带来了更多的魅力和活力。（图 / 齐树青）
Sailing has brought more charm and vitality to Qingdao.

文 /石薇娅

走进帆船，感受乘风破浪的魅力

在漫漫 5000 年中华文明的长河里，青岛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年轻到自开埠至今只有短短 130 年的

历史。这是一座从来就不缺少美景、风情和故事的城市。旖旎壮美的海滨风景线、“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的城市风景、典型欧陆风格的多国建筑、浓缩近现代历史文化的名人故居，这一切的一切都使青岛这座中

西合璧，山、海、城相融相拥的城市，成为中国最优美的海滨风景带。 

如今，在这条海滨风景带上，帆船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Know Something about Sailing to Experience the Charms of Braving 
the Wind and the Waves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与青岛、海口、

秦皇岛、苏州等 20 个滨水城市发起成

立中国帆船城市联盟。青岛、深圳等 5

个计划单列市成立时尚体育城市战略

联盟。青岛与烟台、威海等半岛 7 市

成立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以百年德国基尔

周为榜样，以创建自主品牌帆船节庆

为依托，自 2009 年起每年 8 月中旬，

青岛定期举办青岛国际帆船周，以奥

帆文化交流、国际帆船赛事为核心板

块，涵盖文化、旅游、普及、产业数领域。

自 2014 年开始，青岛国际海洋节整体

并入青岛国际帆船周，品牌效应更加

彰显。并开始举办首届奥帆城市市长

高峰论坛、纪念奥帆赛成功举办十周

年高端对话、中国沿海暨山东半岛帆

船城市对话、环中国海俱乐部高端对

话、亚太休闲船艇峰会等人文交流活

动，成立中国休闲船艇发展联盟，签

署《沿海城市帆船运动战略合作协议》，

发布《国际帆船运动青岛宣言》《环

中国海帆船游艇俱乐部青岛宣言》《青

岛共识》等系列行业共识和成果。

活力十足的国内外顶尖赛事、丰

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健康休闲的

帆船运动，“帆船之都”品牌成为挖

掘青岛时尚元素、引领市民时尚意识、

创新青岛时尚生活、打造城市时尚品

牌的平台阵地，更日渐成为展现青岛

国际化城市形象的靓丽名片。2018 年

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欢迎宴会上向全球推介青岛：青

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同年 9

月，在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国家

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原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五国领导人共同见

证“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获颁“最

佳赛事组织奖”。

2009 年，国家旅游局授予青岛奥

帆中心全国惟一的“国家滨海旅游休

岛举行的各种大型帆船赛事，市民不

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可以参与其中，

帆船运动逐渐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时间回到 2006 年，“帆船运动进

校园”启动，帆船运动开始走进青岛

大中小学校，逐渐成为青岛校园文化

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元素。经过 10 余年

的耕耘，目前已经建立百余所帆船特

色学校，30 余所帆船特色示范学校，

累计培训万余名青少年。其中，有近 1

万名青少年获得和晋升基本能力等级

证书，并向省市帆船队输送近千名青

少年后备人才，为青岛打造“帆船之都”

夯实了人才基础。此外，青岛国际 OP

帆船训练营暨帆船赛先后吸引了几十

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小运动员参加。

为加强青少年帆船国际交流，累计选

派数百名教练员和青少年运动员赴德

国基尔、法国布雷斯特、新加坡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赛事培训交流活

动，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国家体育

总局水上运动中心授予青岛市“中国

青少年帆船运动推广普及示范城市”

称号；国际帆联主席约仑·彼得森称

赞青岛是普及青少年帆船运动最好的

城市之一。

时间回到 2010 年，青岛再次将目

光放在全局，启动了“欢迎来航海”

全民帆船普及活动后，累计 50 余万人

次参与帆船体验，实现了帆船运动与

城市生活的有效衔接。

在这一过程中，青岛也加入了奥

帆国际“朋友圈”，努力构建时尚体

育命运共同体。例如，每年都会参加

世界帆联年会、世界奥林匹克城市联

盟年会，积极在国际平台上推介青岛

城市品牌。并与德国、法国、瑞典、

韩国、俄罗斯等 20 多个国家和城市的

帆船组织建立友好关系。青岛国际帆

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与德国基尔周、

法国布雷斯特航海节结成友好节庆。

闲示范区”。2011 年，青岛国际帆船

周·青岛国际海洋节被人民网评为“中

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十大节庆”。2015

年，世界帆船联合会授予青岛“世界

帆船运动发展突出贡献奖”。2016 年，

世界帆船联合会、亚洲帆船联合会授

予青岛“十年御风城市奖”。2017 年，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授予青岛“中

国帆船运动发展突出贡献奖”。国家

体育总局授予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

国际海洋节“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2019 年，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

海洋节被新华网评为“中国首批文旅

融合十大节庆”。2019 年，国家体育

总局授予“远东杯”为“国家体育产

业示范项目”。

“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已成为国

际标准的开放平台，以帆船为媒，聚

四海宾朋，对加快青岛与世界的交融

并进，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青岛而言，奥运遗产深度开发、

帆船运动广泛开展，使这座城市受益

匪浅。然而，帆船运动之所以能够得

到人们的喜爱，并在青岛得到推广，

归根结底，还是这项运动在探索自然、

驾驭风浪、无畏拼搏中所诠释的一种

精神。作为竞技运动，帆船比赛是速

度和力量的较量，也是技艺和意志的

比拼，它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作为一项休闲

运动，帆船运动则诠释了回归自然、

亲近大海，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理念。它所代表的精神与青岛诚信、

和谐、博大、卓越的城市精神融为一体，

成为青岛城市精神的拓展。

帆船走进市民生活
对于第一次接触帆船运动的人来

说，可能会有很多顾虑和担忧，例如，

不会游泳是否可以体验帆船？帆船究

竟是如何控制和操作的？一旦离开码

以帆船知名，再现城市魅力
曾经，帆船帆板运动曾被称为“水

上贵族运动”。因为，相对于其它水

上运动，从事帆船运动不仅需要付出

一笔可观的费用，还要精湛熟练的操

作技巧。因此，普通人很少会选择帆船、

帆板作为娱乐项目，在人们的眼中，

它遥不可及。2008 奥帆赛、残奥帆赛

犹如一股劲风，将奥运的种子吹洒在

青岛的大街小巷，“后奥运时代”的

青岛掀起了一股帆船热潮。帆船运动

开始展示它“亲民”的一面。每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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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ling has now become a 
most typical city card for 
Q i n g d a o ;  w h a t ’ s  r e a l l y 

splendid continues to exist in this 
favored place for yachting. At the 
busy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sailboats and yachts are anchored 
here and there; white sails are also 
scattered on the blue sea off the 
coast of Qingdao. This fancy image 
adds to the beauty of the seashore 
view of Qingdao from time to time, 

depicted as “red roofs nestling in 
green foliage” and “the blue sea 
meeting the azure sky”, creating one 
more city landmark for Qingdao. In 
this post-Olympic era, Qingdao is 
embracing a global vision to build a 
“Sailing City” and to find a unique 
path toward inheriting the Olympic 
legacy. Nowadays, such a Sailing 
City has set sail, carrying the glories 
and dreams of a metropolis toward 
greater goals.

头，进入了宽阔的水域，该如何航行

及返航等。其实，大可不必担心这些

问题，因为在学习操作帆船之前，都

会有相应的教练或有经验的老手带领

着你循序渐进，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

过练习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因为帆

船是靠风力推动前进的，所以当帆船

进入相对开阔的水域时，帆马上就会

被风扣住，帆一但受力，船的速度会

瞬间加快，同时船身自然会向下风处

倾斜，会有一种被抛离帆船的感觉。

这时一定不要惊慌，应该在教练指挥

下，及时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同时

你也可以看到本来倾斜的船身在你果

断调整下，逐渐恢复到较平稳的状态，

让帆船以更快速度在水面飞翔。那一

刻，你一定会体会到帆船给你带来的

巨大乐趣。

据了解，目前帆船的主要类型有

两大类，单体帆船和多体帆船，其中

多体帆船又分为双体帆船和三体帆船。

单体船是目前最主流的帆船类型，因

为结构简单，操作容易，并且价格相

对便宜，是帆船入门运动的首选船只；

多体帆船是近 10 年开始流行的新型帆

船，其速度较普通单体船更快，但操

作却相对复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学习和了解。冬季驾驶帆船，一般需

要穿着保温服，以防风大、浪大时，

体温下降过快；春秋季节驾驶帆船，

则只需穿着一般的防水防风帆船裤和

航海服即可；而在夏季因为紫外线强

烈，建议穿着长袖的轻便的水上运动

服装。此外，冬季驾驶帆船，一般需

要穿着高帮的航海靴，以保证推帆船

下水或上岸时脚不被水打湿；其他季

节驾驶帆船，则只需穿着一般的水上

运动鞋即可。与此同时，冬季驾驶帆船，

一般需要戴较厚的保温的航海手套，

以保证能操作帆船上各种绳索和部件；

其他季节驾驶帆船，则只需戴一般的

轻便水上运动手套即可。除此之外，

还需要防晒霜、遮阳帽、太阳眼镜和

部分安全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体验帆船同样有

很多礼仪也是需要尊重的。首先，要

在征得该船船长的同意后方可登船。

登船时要非常小心，登船后将自己个

人装备放置在船舱适当的位置，并预

防船身倾斜时会移动落入水中。同时

要配合船长控制好船身的平稳。其次，

帆船会时常保持倾斜或者突如其来的

倾斜，尤其是初学者还未能习惯在倾

斜的船上活动，因此，时刻都要有一

只手抓牢身旁的弦索、舱顶杆或任何

各种船上固定的装置都能帮助你站稳

或坐稳。如果需要走动，则应身体稍

微弯腰行进，保持重心降低，切记动

作不可以过猛过快，并注意与横杆相

撞，在甲板上走动为了安全永远记得

走在上风侧。最后，还要小心垃圾的

收纳，不可以将废弃物投入海里。

如果问哪座城市的海景迷人？那

答案一定是青岛。这里有风光旖旎的

海岸线、碧蓝透亮的海水，美丽的浮

山湾畔，帆船与云影齐飞，充满帆船

航海梦想的人们时常齐聚在这里，共

同描绘着一幅千帆竞发的美景。奥帆

中心成为青岛最繁华的聚集地，站在

千帆林立的码头上，可以将浮山湾畔

的美景尽收眼底。桅樯林立，白帆点点，

摩托艇、橡皮艇呼啸而过，蓝天白云、

海水蔚蓝而安静，白帆点点在碧海蓝

天间纵横驰骋，整个景象犹如一幅油

画，美不胜收。这就是“帆船之都”

给人最直观的视觉印象。今天，海还

是那片海，帆依旧是那面帆，穿梭在

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奥帆中心，正以一

种全新的面貌诉说着百年来的沧桑巨

变。生长在这座海滨之城的人们又是

何其幸运，伴着大海的呼吸成长。浮

山湾畔中的点点白帆与蓝天白云交融，

如今，“帆船之都”承载着一座城市

的青春与梦想，正在扬帆起航。未来，

“全民来航海”和”帆船运动进校园“活

动将给青岛这座城市增添更多地魅力

和活力。

帆船，已经成为青岛最具代表性

的亮丽名片；精彩，在这片帆船运动

的热土上继续上演着。熙熙攘攘的奥

帆中心码头，停靠着各式帆船游艇，

碧波荡漾的海面上，点缀着点点白帆。

这幅美好的画面，为红瓦绿树、碧海

蓝天的青岛海滨风光增添了新的美景，

成为青岛的又一重要标志。后奥运时

代，青岛以全球开放的视野构建“帆

船之都”，探索出一条传承奥运遗产

的特色之路。如今，“帆船之都”已

高扬起风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光荣

与梦想，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奋力

前行。

On July 6, closing ceremony 
for the 2nd Qingdao Youth 
Sai l ing Race under the 

2021 Beike Cup Qingdao International 
Youth Fashionable Culture and Sports 
Season was held, calling an end to the 
two-day youth sailing race at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An event 
showcasing the fashionable culture 
and sports activities among the 
youth, the 2021 Beike Cup Qingdao 
International Youth Fashionable 
Culture and Sports Season and the 
2nd Qingdao Youth Sailing Race, 
oriented to the youth community, 
has fully embodied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s 
and mass participation, presenting 
achievements of fashionable cultural 
and sports undertakings in Qingdao. 
The 2nd Qingdao Youth Sail ing 
Race, a core event, has been strictly 

following requirements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on 
safety regulation for sports events 
by establishing “four plans for one 
event”, clarify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sponsor, the organizer and 
the co-organizer and implementing 
necessary measures for epidemic 
control  and prevent ion.  Socia l 
influence of this event has since been 
expanded continuously. 25 teams in 
total were rivaling with each other at 
Fushan Bay from enterprises,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groups across 
Qingdao during the event. Thanks 
to the platform effect of the national 
sport industry demonstration program 
from Qingdao International Sailing 
Week and Qingdao International Ocean 
Festival, this grand event is working to 
create a well-known IP for fashionable 
youth sailing race.

以帆为媒，以海聚情
Uniting through Sailing on the Sea

——第二届青岛市青年帆船赛完美落幕

7 月 6 日，2021 贝壳杯青岛国际青

年时尚文化体育季第二届青岛市青年帆

船赛闭幕式举行，历时两天的青年帆船

赛在奥帆中心完美落幕。青岛奥帆城市

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青岛市重大国

际帆船赛事（节庆）活动组委会副主席

臧爱民，青岛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党组

副书记赵宝玲，青岛市体育局副局级领

导马玉圣、刘谕，青岛市城管局党委专

职副书记、一级调研员马德成，青岛奥

帆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苏文洁，青

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张敏，贝

壳找房鲁东省区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赵

益群，贝壳找房鲁东省区市场公关中心

负责人陈晶，国药集团青岛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总经理鞠群，青岛青航精英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琪参加活动，并

为取得优异成绩的赛队和个人颁奖。

作为展现青年时尚文体的赛事活

动，2021 贝壳杯·青岛国际青年时尚文

化体季暨第二届青岛市青年帆船赛充分

以青年群体为引领，体现全民健身，大

众参与的原则，彰显青岛时尚文化体育

产业发展成果。第二届青岛市青年帆船

赛作为核心赛事，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

局关于体育赛事安全监管工作要求，建

立“一赛四案”，明确主办方、承办方、

协办方责任，落实疫情防控有关措施，

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来自全市的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组成的 25 支赛队在

浮山湾展开激烈对抗，赛事依托青岛国

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国家体育产

业示范项目平台效应，打造成本土知名

的青年时尚帆船赛事 IP。

在总成绩上，长航赛冠军荣耀归属

于青岛海慈医院，贝壳青岛站与青岛口

腔医院分获亚军、季军，绕标赛冠军由

青岛市立医院蝉联，青岛国药集团与青

岛城市管理局一号队分获亚军、季军，

青岛城市管理局二号队获得最佳赛队，

青岛第六人民医院获得最时尚帆船赛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颁奖典礼上，

还同时进行了 2021 青岛国际青年时尚

文化体育季各奖项颁奖。

贝 壳 找 房 青 岛 站 作 为 2021 贝 壳

杯·青岛国际青年时尚文化体育季官方

独家冠名赞助商，荣获 2021 青岛国际

青年时尚文化体育季“荣耀战略合作伙

伴”。青岛海氏海诺集团有限公司、国

药集团青岛医疗器材有限公司获得 2021

青岛国际青年时尚文化体育季“最佳战

略合作伙伴”。青岛启航网球俱乐部、

青岛明奥轮滑俱乐部、青岛静舍射箭中

心、青岛柯泽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悦海汇航海俱乐部获得 2021 青岛

国际青年时尚文化体育季各赛事最佳承

办单位。

2021 青岛国际青年时尚文化体育季

摄影大赛也评选出最终奖项，由张伟靖

选送的《万家灯火》获得摄影比赛一等

奖，王伟选送的《家的方向》、武继飞

选送的《碧海蓝天》获得摄影比赛二等

奖，李艳阳、孙元静等选送的作品获得

摄影比赛三等奖。 

文 /石薇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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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蕾食品推出的岛城知味·“老三样”点心礼盒，勾起了很多老青岛人的回忆。（图 / 杜永健）
Sharing Food offers Taste of Qingdao· “Traditional Trio” Snack Gift Box, which has brought back many old Qingdao people’s memories. 

文 /魏浩浩

青岛“老三样”：酥脆香甜青岛味儿

而 今， 笑 蕾 食 品 推 出 的 岛 城 知

味·“老三样”点心礼盒，勾起了很

多老青岛人的回忆，人们记忆深处的

味蕾感受仿佛被重启，在享受酥脆香

甜的同时，还涌现了满满的回忆。想来，

这样的美食入选“青岛好礼”特色产

品名录再正常不过了吧。

藏于美食的浓浓情怀
时间，让经典更经典。“老三样”

的滋味，是一代青岛人舌尖上的回忆。

蜜三刀的甜、香油酥的酥、枇杷梗的脆，

是那时有些苦的日子里难得的香甜，

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更是人们所向

往的岁岁年年。过去，“老三样”在

青岛很常见。街头的点心铺子里摆列

着当天刚做好的点心，油光金黄的“老

三样”总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路过

的人闻到香气，就算不买也会停下来

看上两眼，若是刚好碰上还没吃饭的，

那一定是要买上一些带回家。

蜜三刀很大，大到一口吃不下，

诱人的金黄下是甜到心里的蜜浆，咬

一口就让人感觉蜜浆在口里流淌，小

孩子看着看着口水就流了下来。

香油酥很香，人们更愿意买来做

早餐，清晨起床一杯香浓的豆浆，趁

热把香油酥放进去，咬一口平复下饥

肠辘辘，吃完后嘴里的香甜久久不散，

让人心情大好。

枇杷梗很脆，青岛人的儿时美味。

过去，孩子们一年到头最期盼的是过

年，爷爷奶奶总会变着花样拿出来好

吃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放在桌上

的那盒枇杷梗，最后大多都被吃到见

底，嘎嘣脆，吃不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种类繁

多的点心和甜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老三样”的竞争力似乎真的“老了”。

在笑蕾看来，青岛的美食记忆不该被

磨灭。因此，笑蕾食品启动了“青岛

Qingdao “Traditional Trio” Snacks: Crispy and Sweet Qingdao Flavor

甜蜜的蜜三刀、酥脆的枇杷梗让人垂涎欲滴。（组图）( 图片提供 / 青岛笑蕾食品有限公司）
The sweet honey dough squares and loquat stalk-shaped pastry are mouthwatering.

一座城市的历史，7 分写在书里，3 分藏在食物的滋味里。有时候，人们对于味道的捕捉

和评判往往来自记忆深处的印象。在青岛，有种记忆里的青岛滋味叫“老三样”。过去，人们

总喜欢把珍贵的事物合在一起，比如“三大件”，也比如“老三样”。生活辛苦，苦中有甜，

就不算太苦，于是蜜三刀、香油酥、枇杷梗这 3 种小食在那段历史中一直扮演着甜的角色，打

给人们诸多幸福的感觉。

记忆”计划，寻找有关“老三样”的

线索。一时间，无数消息蜂拥而来，

那时他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青岛人

心里都有着自己的“老三样”。他们

走街访巷，一位位曾经的点心师傅将

“老三样”的手艺倾囊相授，末了不

忘说一句“做好了一定要带给我尝一

尝。”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寄托？

对于笑蕾食品来说，做“老三样”

始终贯彻一个原则——还原经典。蜜

三刀的甜、香油酥的酥、枇杷梗的脆，

每一种口感都要细心打磨。油要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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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油，炸出来香味能飘半条街；香

油要用小磨香油，那叫一个浓香细腻；

当然，添加剂是真的没有。百次尝试，

千次试吃，味道一步步走向正宗。这

一年，“老三样”有了新模样。

对于笑蕾出品的“老三样”，无

论从口味到品相都有着不同层次的提

升，过程中，他们潜心钻研，在保留

传统口味的同时，丰富其口感。对此，

青岛笑蕾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衍刚

介绍道：“就拿蜜三刀来说，这是很

多老人比较喜欢的点心，就它的工艺

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挂浆，传

统的挂浆是熬糖，我们进行了改良，

在糖中加入蜂蜜和果粉，增加浆的风

味，同时也更加营养。再比如说枇杷

梗，选择好的面粉是非常重要的，除

此之外再加入果粉，更加其风味，让

整体味道和口感有所提升。此外，过

去老人们爱用水冲泡桃酥，瞬间融化

的口感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当然，

我们的香油酥也是从工艺上还原了过

去桃酥那种酥脆和入口即化的特点。

这‘老三样’最后呈现出来的成品都

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研发所得到的最

佳结果。”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做“老三样”

时，王衍刚坦言，因为，这才是青岛

的味道。“就像欧洲人爱吃面包、日

本人爱吃饭团，中国人吃点心是富有

历史传统和讲究的，现如今，各种各

样的美食冲击这市场，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都把这些传统的点心忘了，而我

们作为企业有责任将这些传统拾起来、

研究出来、发扬出去。‘老三样’是

极具青岛特色的点心，更有代表意义，

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礼盒。”王衍刚说。

企业塑造品牌，品牌成就企业
据了解，笑蕾品牌隶属于青岛福

冈集团。集团公司旗下还有丽驰、爱

可颂、Theseed 等知名品牌，产品以中、

西式糕点为主，面食、季节礼品、伴

手礼产品为辅，拥有上百家直营店及

专柜。

福冈集团始终致力于坚持不懈为

消费者提供健康美食。从原材料选择

到产品包装成型，公司严把产品质量

关，全程无缝隙品控检验，保证了食

品安全、天然健康。坚信美味源于食材，

所以福冈一直不吝成本从世界范围内

甄选优质食材，日清小麦粉、瑞士巧

克力、美国奶酪、韩国幼砂糖、阿拉

比卡庄园咖啡豆、新西兰淡奶油等，

经大师烘焙，美味呈现。

笑蕾品牌也始终坚持“敬爱食品”

的品牌价值主张，分享快乐。在他们

看来，食品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也是

万家欢乐的源泉。笑蕾，认真做好每

一份食品，为街坊邻居提供健康美食。

随着青岛的发展，福冈也承担起

更多的责任和使命。2018 年，公司成

为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惟一指定面

包供应商。2019 年，公司成为人民海

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惟一指定

面包供应商，除此之外，公司还常年

支持“日善基金”项目，此外，多次

为青岛国际马拉松赛、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青岛站、青岛国际帆船周·海洋

节等青岛重大活动和赛事提供赞助。

当被问到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活动

上能够看到笑蕾的“身影”时，王衍

刚说：“刚才你提到了赞助各类帆船赛，

实际上我是运动员出身，对于体育我

们始终保有一份热爱。2008 青岛奥帆

赛让帆船运动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

我们很激动也很自豪。所以，作为青

岛的企业，我们理应奉献自己的力量，

当然，各项活动我们能够参与其中，

也是非常荣幸的。”

“青岛好礼”搭建更好的舞台
优质的产品、良好的品牌口碑让

笑蕾的岛城知味·“老三样”点心礼

盒成功入选了 2020“青岛好礼”特色

产品名录，对于此次入选，王衍刚表

示十分荣幸。“能够参与评选并且最

终成功入选，是消费者和政府给予我

们的肯定，更是一份荣誉。同时，我

们身上肩负的责任更重了，我们有决

心也有信心坚守初心，将产品做好，

来 回 报 这 些 给 予 我 们 肯 定 和 信 任 的

In the past, people tended to put 
precious things together, such 
as “three major must-buy items 

for new marriages”, or “Traditional 
Trio”. Life was hard, but a little 
sweetness would make life easier. 
So, three snacks, i.e., Honey dough 
squares, sesame oil crispy cookie and 
loquat stalk-shaped past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sweetness 
and happiness.

Recently, Sharing has presented 
the Qingdao “Traditional Trio” Snack 
Gift Box, evoking sweet memories 
for many Qingdao natives. While 
enjoying the crispy and sweet snacks, 
people can reminisce about the old 
days. Furthermore, the gift box has 
also been listed by the 2020 “Qingdao 
Gifts” Specialty Products Catalogue.

人。”

当被问到入选“青岛好礼”后，

对于“老三样”这个产品有什么新的

销售规划时，王衍刚说：“借助‘青

岛好礼’的平台，我们也正式将‘老

三样’产品推向了市场，反响热烈。

在传统门店销售的同时，我们还会增

加了网络销售渠道。此外，目前我们

也正在与部分外地商户进行洽谈，通

过旅游、网络等多各平台来增加对‘老

三样’的推广。”

秉承着“用心做食品，让健康与

每位同行”的经营理念，福冈集团为

千家万户创造出更多的美味与幸福。

“接下来，我们想打造一全新的品牌，

专门去开发一些传统和现代和相结合

的产品，去更多地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接受、去喜欢。”

王衍刚最后说道。

对于优秀的品牌，人们始终保有

一份信任；对于绝佳的美食，人们有

着从一而终的敬畏，对于塑造品牌的

人来说，不忘初心则是坚守消费者给

予的这份信任与敬畏。传统的“老三

样”，不一般的“青岛味”。

2020 年“青岛好礼”特色产品名录

崂山白花蛇草水（罐装）（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百年之旅礼盒（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指间大象”草编手提包（青岛瑞龙工艺品厂）

万里江 70g*2 红茶绿茶组合装（青岛万里江茶业有限公司）

船歌鱼水饺鲜冻礼盒（青岛船歌飞扬饮食有限公司）

“福喜连年”十五年陈酿（山东即墨妙府老酒有限公司）

海滨“老丈鲅鱼”礼盒（青岛海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记忆·周钦公流亭猪蹄礼盒（青岛鑫复盛餐饮有限公司）

琅琊台 70 度原酒四时版（青岛琅琊台集团）

青青侠“爱青岛”玩偶（青岛领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东庄园窖藏双支礼盒（青岛华东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青岛十景螺钿看盘（山东奥美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岛城知味·“老三样”点心礼盒（青岛福冈工贸有限公司）

“百年老滋味”郑庄脂渣礼盒（青岛市郑庄脂渣食品有限公司）

晓阳春啤酒花茶（青岛晓阳工贸有限公司）

海尔除螨仪 深度除螨 无所“线”制（青岛乐家电器有限公司）

北洋烤鱼片礼盒（青岛市北洋食品有限公司）

福泽·长青丝巾伴手礼（青岛玉蓉小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百年工艺鲁味珍品香酥鸡（青岛春和楼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恒尼海藻抗菌内衣礼盒（可定制）（恒尼智造（青岛）科技有限公司）

蜜三刀、枇杷梗、香油酥组成了极具青岛特色的“老三样”点心。( 图片提供 / 青岛笑蕾
食品有限公司）

Honey dough squares, loquat stalk-shaped pastry and sesame oil crispy cookie are 
the “Traditional Trio” snacks with Qingdao characteristics.

“老三样”在制作过程中严格把控食品安全和质量，为人们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图 / 杜永健）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Traditional Trio” snacks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to 
provide people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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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the Footprints of the Revolution and 
Revisiting Red Memory

追寻革命足迹，重温红色记忆

文 /魏浩浩

遥想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正是无数英雄儿女怀着崇高的信仰，在无比艰苦的环境中励精图治、前

仆后继，才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是一部部英雄史诗，道尽了忠诚与奉献的深刻内涵，传播

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为的是让党和国家的奋斗史进一步星火传承；聆听党史故事，为的是传颂革

命者的伟大精神与英勇无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走进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追寻革命足迹，重

温红色记忆，显得更加有价值、有意义。

青岛市直机关各单位和各企业党员在“七一”期间，纷纷到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进行宣誓，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During the Party's Birthday, Party members from all units directly under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ok an oath in Qingdao Party History Memorial 
Hall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走进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红墙里的党史记忆
中 共 青 岛 党 史 纪 念 馆 是 青 岛 惟

一一处保留至今的市级早期党组织机

关旧址，是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

教育基地，山东省、青岛市两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党员

教育基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房屋建于 1904 年，原是四

方机厂职员宿舍，德式建筑，砖木结

构，外墙为红色清水砖墙，蘑菇石墙

基。王尽美、邓恩铭、刘少奇、李慰

农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他们在此领导四方机厂、日商纱厂工

人大罢工，推动形成青岛历史上第一

次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在全国产生重

大影响。

2001 年，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

第一次修复旧址，建立中共青岛地方

支部旧址纪念馆。2011 年，中共青岛

市委对旧址进行了第二次修复，并在

此基础上，扩建为中共青岛党史纪念

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

部长宋平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据了解，纪念馆占地面积 9500 平

方米，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展馆主

要由中共青岛地方支部旧址、基本陈

列和专题展厅 3 部分组成。中共青岛

地方支部旧址房屋内部布置，按照当

年原状恢复。房间的陈设都特别简单，

透过家具上斑驳的岁月痕迹，我们仿

佛能看到老一辈革命者推动青岛革命

发展的身影。

主题为《光辉历程——中共青岛

历史展》的基本陈列，展示青岛党组

织自 1923 年建立以来艰苦卓绝的奋斗

史和辉煌历程，展出历史文献、实物

和照片 800 余件；专题展厅，紧密结

合党员集中教育，举办专题展览。据

青岛党史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党

史馆先后设计制作“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等专题展览；结合党史重要纪念

日，举办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

抗战胜利、长征胜利等专题展览。专

题展厅当前展览主题为“海岸星火——

中共青岛地方支部专题展”，由党团

创建、国共合作、工潮迭起和星火不

熄四部分组成，共展出历史文献、实物、

图片 200 余件，全景展示青岛党团组

织创建的光辉历程，忠实诠释青岛共

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的崇高精神。每年近 10 万人到馆接受

初心教育，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全市掀起到青岛党组织初心发

源地，寻找初心、接受教育的热潮。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推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青

岛党史纪念馆在主题广场推出“伟大

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图片展”。展览以中国共产党百年

光辉历史为主题，分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4 个篇章，

图文并茂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此次展览特别增加“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和“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两个篇章，更好地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还设有大型

主题雕塑“引领”、报告厅、党史主

题公园、宣誓广场、观众服务中心，

集园林、休闲、瞻仰、教育为一体。

截至 2020 年底，纪念馆共接待各级党

员群众 120 余万人，观众留言近 40 万

字，与 50 多个单位共建，开展主题教

育和党史宣讲活动 300 余次，成为全

市党员教育和党性锻炼的重要阵地。

荣获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山东省

精神文明单位、党史史志系统先进集

体、青年文明号、巾帼文明示范岗，

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保密教育示范基

地、少先队魅力教育基地，青岛市基

层理论宣讲先进单位、为民服务示范

岗等荣誉称号，“海岸星火”宣讲品

牌被评为青岛十大宣讲名牌。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院内一景，特色鲜明。（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A unique scene in Qingdao Party History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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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岛地方支部旧址复原场景。（图 / 杜永健）
The restored former site of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Qingdao.

《伟大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图片展》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图 / 杜永健）
“The Great Journey - Photo Exhibition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so attracted many visitors.

The Qingdao Party History 
Memorial Hall is the only 
preserved former site of 

the municipal Party organization 
in Qingdao in early days. It is a 
national education base of Party 
a n d  n a t i o n a l  h i s t o r y  f o r  t h e 
next generation,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level patriotism education 
bas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base, 
party member education base and 
a key cultural relic under special 
protection.

I n  A u g u s t  1 9 2 3 ,  a f t e r  t h e 
founding of the first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 ion in Qingdao, 
n a m e l y ,  C P C  Q i n g d a o  G r o u p , 
Q ingdao  became an  important 
place for Party organizations to 
spread Marxism-Leninism, inspire 
revolution and lead the workers’ 
movement. The memorial hall covers 
an area of 9,500 square meters, 
with a building area of 2,000 square 
meters. It fully shows the great 
journey of establishing the Qingdao 

Party and League organizations, 
and reflects the noble spirit  of 
adhering to ideals and beliefs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of 
the Qingdao Communists. Every 
year, nearly 100,000 people come 
to the memorial hall to reaffirm 
their original commitment. Since the 
launch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the city has led the trend of seeking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receiving 
education in the birthplac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Qingdao.

清除贪腐”“李慰农清廉简朴深受拥护”

等青岛党史人物清廉简朴、立党为公、

忠诚奉献的故事，编制青岛党史人物

清廉事迹专题展，拍摄制作清廉故事

视频，诠释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

践行初心使命的崇高精神。为保证“党

史清廉讲堂”宣讲效果，纪念馆讲解

员反复打磨宣讲稿，配合视频讲述，

满怀深情，声音几度哽咽，现场观众

眼含泪花，感动不已，增强了清廉故

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配乐诗朗诵《清

廉之歌》，将“党史清廉讲堂”气氛

推向高潮。纪念馆还依托“学习强国”

平台开辟“党史清廉课堂”专栏，发

布青岛党史人物清廉故事，登载“海

岸星火”宣传片，受到网民的广泛欢迎，

仅一个月点击量即达 200 万 + 人次。

全市 200 多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员

干部到党史纪念馆接受廉政教育。“大

众网”“半岛网”青岛日报等媒体以

及“清廉之岛”微信公众号等播发报

道 30 余次。

时光虽不停，但历史值得铭记。

过去，中国历经了一次次战争与磨难，

再看现如今的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总让人感慨来之不易。追寻革命足迹，

重温红色记忆，一次参观、一次红色

之旅是当下最为流行的行程，也是最

有意义的经历。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追寻革命足迹。（图 / 杜永健）
More and more people walk into Qingdao Party History Memorial Hall to pursue the footsteps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党史、感党恩、跟党走。走进青岛市

南实验小学，讲述英烈故事，送去“开

学第一课”；“三八”妇女节期间，

走进市北区政府机关，讲述《抗战英

雄赵一曼》《青岛纺织女工代表郝建秀》

等巾帼先模事迹。围绕打造“三化一型”

高素质队伍，设立党员先锋岗，实施

讲解员导师制，开展“优质服务大提升”

和岗位练兵活动，党员干部服务能力

和水平不断提高。党史纪念馆被评为

青岛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文明服

务示范窗口”“学深圳、赶深圳——

为民服务示范岗”。讲解员在省、市

宣讲比赛中多次取得一、二等奖，成

为岛城亮丽的红色宣讲名片。

青岛党史纪念馆践行协同思维、

平台思维，实现党史文化与清廉文化

深度融合，成功打造“党史清廉课堂”

特色平台。通过深入挖掘青岛党史人

物清廉事迹，编写“邓恩铭不惜生命

创新打造无围墙红色讲堂
今年 6 月，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

市长赵豪志带领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到

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参观了“光

辉历程——中共青岛历史展”“海岸

星火——中共青岛地方支部专题展”

和中共青岛地方支部旧址，重温入党

誓词。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之际，到党史纪念馆进行党

史学习教育现场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对“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汲取了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

力量。

近 年 来， 中 共 青 岛 党 史 纪 念 馆

建强“线上”阵地，整合媒体资源，

组织开展“红色经典中的少年英雄故

事”“ 诵 读 红 色 家 书、 弘 扬 抗 战 精

神”“清明节铭记”等线上主题教育

活动，打造党史宣教“云课堂”，山

东省情网、“学习强国”等多家媒体

发布；创新举办“红色经典中的时代

好少年”线上故事会，“英勇就义的

刘 胡 兰”“ 小 萝 卜 头”“ 闪 闪 的 红

星”……一部部红色经典作品，再次

释放出蓬勃的感召力；探索让革命文

物“活起来”的路径和方法 , 制作发

布线上“红色藏品故事汇”，通过 H5

小程序讲述藏品背后的故事，被山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 2020 年全省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示范典型案例。

同时，创新“线下”载体，积极

开展党史进基层宣教活动。突出青少

年教育群体，开展红色讲堂进学校，

推进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共建、共

享、共融。与中国海洋大学、青岛 68 中、

青岛崇德小学等 15 所大中小学校开展

“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党史教

育基地共建活动，引领青少年群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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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少年榜样”正能量
今年 3 月，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青岛市文明办、青岛市教育局、共青

团青岛市委、青岛市妇联、青岛市科协、

青岛市关工委、青岛日报社、青岛市

广播电视台等部门和单位在全市部署

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并组织 2021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

年”评选。经学生推选、学校推荐、

区市推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层

层选拔，30 名青少年典型脱颖而出。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播放、现

场采访、嘉宾颁奖等形式进行，分 5

组对 30 名好少年事迹作集中发布。他

们品学兼优、朝气蓬勃，在勤奋学习

钻研、创新创造发明、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传统文化、勇于自立自强、热心

公益活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

表现优异、事迹突出、示范性强，体

现了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的宝贵品格和树立远大志向、

为实现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的担当精神，

为广大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树立了身边榜样。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席运营官严鹏飞，全国十佳

少先队志愿辅导员、全国优秀少先队

辅导员、全国少工委委员王永君，全

国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青岛市市

南区晓慧馨雨助残服务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贾晓慧，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山东战“疫”最美青年、青

岛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张孝

田，前国家田径队队员、女子 400 米

栏亚洲冠军、全国冠军黄潇潇为 30 名

“新时代好少年”颁奖。

分享故事，传递大爱
活动现场，新时代好少年们与大

家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他们优良

的品德、昂扬的精神、真挚的话语深

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现场

伴随着快板节目《百年党史记心间》，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小学王顺顺

走上台前，弘扬传统文化，传播红色

能量，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现如今，

快板书这项传统艺术已经完全融入到

王顺顺的生活，她用自己的方式和力

量传播传统文化的魅力，采访中，王

顺顺说：“我平常在生活中会用快板

来缓解压力，当做题没有思路的时候，

我也会用快板来放松心情，当心情放

松了，那么思路也就豁然开朗了。与

此同时，我也会用快板为我的家人和

朋友送去祝福。在参加公益活动的时

候，我也会用快板来传递爱心。过程中，

我真正体会到了快板这门传统文化的

意义，所以我立志一定要把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

大，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好少年。”

青岛市李沧区实验小学的王子天

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年，当主持人说：

现场聆听这些“好少年”的精彩事迹，让人十分动容。
Listening to the outstanding deeds of these “moral teenagers”, the audience were deeply moved.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小学王顺顺在现场表演了快板书，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Wang Shunshun, a student of Fuchunjiang Road Primary School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gave a 
live performance of clapper talk, which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the audience.

文 /魏浩浩  图 /杜永健

以“少年榜样”筑梦新时代

童心向党，礼赞百年；少年扬帆，筑梦未来。近日，2021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

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青岛电视台 800 平米演播大厅举行，现场发布王一冉等 30 名“新时

代好少年”先进事迹，他们之中，有热爱探索的科学小能手、有助人为乐的少年榜样、有

敢于拼搏的运动健将、有热爱传统文化的小学仕……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品质光芒，令人欣

喜、令人感动。

“Teenage Role Models” Shine in the New Era

近日，2021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现场发布王一冉等 30 名“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Recently, the Release Ceremony of Outstanding Deeds of 2021 Qingdao “Model Teenagers of the New Era” was held, at which the outstanding 
deeds of 30 “Model Teenagers of the New Era” including Wang Yiran were released on the scene..

2021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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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the Mobilization 
and Deployment Meeting 
for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Civi l ized City was convened in 
Qingdao, mobilizing and deploying 
works for building Qingdao into 
a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this year. 
A  v a r i e t y  o f  t a s k s  h a v e  b e e n 
accomplished at the meeting including 
interpre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breaking down and analyzing issues 
and shortcomings, defining key tasks, 
researching into effective measures, 
etc., with the aim to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in this endeavor for 
the city and attaining a higher level. 
Those who attended and addressed 
the meeting include Sun Lijie,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Director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 f  the  CPC Qingdao Munic ipa l 
Committe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Qingdao Civility Enhancement 
Committee, and Deputy General 
Convener of the Joint Con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in Qingdao.

青岛市明确重点任务，研究有效措施，推动全市创建工作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Qingdao defines key tasks and researches into effective measures, with the aim to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in this endeavor for the city and attaining a higher level.

文 /魏浩浩  图 /郝孝舜

青岛逐条逐项落实测评指标，全面实现整体达标
Evaluation Indicators Implemented One by One in Qingdao for Overall Qualification

近日，青岛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动员部署会召开，对今年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解读测评

体系，剖析问题短板，明确重点任务，

研究有效措施，推动全市创建工作取

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中共青岛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文明委副主任、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联席会议副总召

集人孙立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孙立杰指出，中共青岛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多次召开相关会议，研究解决问题，

强力推动工作。各区市、相关部门和

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更高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

孙立杰强调，当前，全市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老旧小

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点位还有短

板弱项，社区物业管理、网格化管理不

到位，环境卫生保洁不精细，基础设施

管护、交通违法问题整治力度有待加

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有待规范等。

孙立杰强调，要不等不靠、全面

推进，逐条逐项落实测评指标，实现整

体达标。要注重常态创建、全域创建，

在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在日常平常

经常上做文章。要紧盯重点难点，着力

补短板、强弱项，在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上求突破、见实效。要注意工作方式

方法，杜绝形式主义。要加强督查调度

考核，开展月测评，媒体公布成绩排名。

要加大媒体曝光力度，将曝光问题整改

情况列入月测评，加大赋分权重。适时

组织召开七区创城工作现场观摩会，现

场点评、学习交流，促进工作。

孙立杰强调，要把党史学习教育

同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结合起来，

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

事。要强化作风建设，将文明城市创

建作为淬炼作风的“练兵场”，坚持

干字当头、实字为先，从严从细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中共青岛各区市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分管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有

关负责同志，文明办主任，文明城市

创建重点责任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市

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听说你最近都在读史书，有什么收

获吗？”王子天说道：“史书中的人

物和事件都有他们宝贵的品质和伟大

的意义，读史书让我视野开阔、知识

丰富，他让我学会了用积极乐观的态

度去面对生活和学习遇到的困难。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也

读了不少党史的书籍，在书中，我了

解了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党的政策和

发展轨迹，也了解了党所走过的艰辛

历程，更加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我很自豪，我生在今天的中

国。”  

“习爷爷说，要做雷锋精神的种

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

我希望有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公益志

愿服务队伍。”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

道仲村小学南心发出倡议。

最令人眼眶一热的是私立青岛智

荣中学是钱昶安。他因为身体原因每

年都需要一次大的脊椎矫形手术，有

时需要做膝关节伊氏架矫形手术。手

术造成的创伤非常痛苦，但钱昶安是

一个坚强的少年，在父母朋友面前，

他不喜欢表现出痛苦，他很乐观，甚

至幽默地开玩笑，试图去安慰父母。

同时他也是一个很自立的孩子，即使

行动不便，他也不愿意麻烦别人，他

喜欢自己独立性更强一些，学习从来

是他独立完成的，即便是术后，他也

会坚持完成学习计划。当他成为“新

时代好少年”后，他也在现场说出了

最想对父母说的话。“我想说的还是

感恩、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父

母在求医的路上日日夜夜的辛劳，也

不会忘记在我求学和生活中队我的关

心和照料，我只想说，爸爸妈妈你们

辛苦了，在成长的道路上，我定会笃

定志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活出

自己的精彩。”

少年有担当，中国有力量。青岛

市每年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

Re c e n t l y ,  t h e  R e l e a s e 
Ceremony of Outstanding 
Deeds of  2021 Qingdao 

“Model Teenagers of the New Era” 
was held in the 800 m2 studio hall in 
Qingdao TV Station. The outstanding 
deeds of 30 “Model Teenagers of 
the New Era “ including Wang Yiran 
were released on the scene. They 
are excellent in both characte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y are full 
of vigor and have performed well 
in study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invent ion ,  inher i t ance  o f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urage and self-
reliance,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a n d  e c o l o g i c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pro tec t ion .  The i r  ou t s tand ing 
deeds have set  good examples , 
representing valuable qualities of 
morality, filial piety, patriotism 
and loyalty to the people, and the 
spirit of pursuing for the Chinese 
Dream. They are exemplary models 
for teenagers in all-round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development. 

传活动，旨在通过深度挖掘、多角度

展示发生在青少年身边的先进事迹，

不断发现和推出可亲、可敬、可信、

可学的青少年典型，从而更好地示范

引领广大青少年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截至目前，已累计评选推出 55 名青岛

市“新时代好少年”，其中，14 人获

王一冉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王子天    青岛市李沧区实验小学 

王顺顺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小学

王紫懿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乔浩轩    青岛胶州市北京路小学

任艳华    青岛胶州市苑戈庄小学

刘永婕    青岛西海岸新区大村小学

刘忠奥    青岛市即墨区环秀中学

刘家辰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刘媛媛    青岛市即墨区南泉中学

齐   妙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闫一雯    青岛东胜路小学

牟翊宸    青岛市实验小学

苏禹冰    青岛莱西市香港路小学

吴   超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实验小学

张卉冰    青岛胶州市初级实验中学

陈柏鑫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陈祥雪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孟可涵    青岛文登路小学

赵彦冰    青岛平度实验小学

赵恒晨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南   心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仲村小学

祝   瑞    青岛市城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钱昶安    私立青岛智荣中学

徐瑞斌    青岛安国路小学

栾致先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初级中学

高新航    青岛平度市明村镇明村小学

梁家玥    山东省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韩秉睿    青岛崇德小学

靳晓玥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评山东省“新时代好少年”，1 人获评

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据悉，此次“新时代好少年”先

进事迹发布仪式将于近期在青岛电视

台播出，并要求全市中小学校结合实

际开展学习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创新

方式，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

青少年向先进典型学习、向身边榜样

看齐。

2021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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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 丽 的 舞 台 灯 光、 多 样 的 文 艺

活动……一幕幕精彩的演出为祖国放

歌，为企业唱响。广大干部职工将学

党史的感悟融入创作，通过大合唱、

歌伴舞、诗朗诵等不同艺术形式，展

现党的百年光辉奋斗历程，呈现了一

场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党史学习教

育情境课堂。充满着“爱祖国、爱企业、

爱职工”情怀的节目，赢得大家的阵

阵掌声。

其 中， 情 景 朗 诵《 先 烈 誓 言》

深 切 缅 怀 了 革 命 先 烈 的 丰 功 伟 绩 和

崇 高 情 怀； 歌 伴 舞《 长 征》 再 现 了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表演唱《绣

红 旗》 演 绎 了 革 命 先 烈 舍 身 取 义 的

英 勇 事 迹； 舞 蹈《 新 时 代 工 人 走 起

来》 表 现 了 新 时 代 下 工 人 全 力 建 设

祖 国 的 卓 越 风 采。 最 后， 活 动 在 全

体 演 职 人 员 高 唱《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 中 达 到 高 潮。 为 现 场 观

众 呈 现 了 一 幅 幅 感 党 恩、 知 奋 进、

爱 祖 国 的 优 美 画 面， 再 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不 懈 奋 斗， 最 后 走 向 胜 利 的 风

雨 历 程， 讴 歌 百 年 辉 煌 历 程， 表 达

了“ 永 远 跟 党 走， 一 心 谋 发 展” 的

信 念 和 决 心。 大 家 纷 纷 表 示，“ 站

在‘ 两 个 一 百 年’ 的 交 汇 点， 更 要

观 古 鉴 今、 用 心 感 悟， 汲 取 百 年 党

史 中 非 凡 的 精 神 能 量， 听 党 话， 感

党 恩， 跟 党 走， 为 企 业 冲 刺 营 收 百

亿 目 标 再 立 新 功。 以 永 不 懈 怠 的 精

神 状 态， 以 一 往 无 前 的 奋 斗 姿 态，

为 海 湾 集 团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智 慧 和

力量。

与此同时，在“七一”前夕，海

湾集团党委通报表彰了 2020 年度工

作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会上，海

湾化学领导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及工人先

锋号、工人先锋、先进团支部、杰出

青年进行了颁奖。

红心向党 奋进海湾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掀开

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100 年来，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100 年来，中国社会沧桑巨变，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

共产党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

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

个辉煌胜利。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历史，是一部党与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迈向新征程

的中国共产党，举世瞩目。

从 1921 年 到 2021 年，100 年 的

峥嵘岁月和沧桑巨变，承载的光辉历

程 沉 淀 着 不 同 时 期 青 岛 人 的 深 刻 记

忆。在这一段段的故事中，也见证着

海湾化学的一个个脚印和一步步的发

展。

走近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董家口

经济区内海湾化学园区，远处是鳞次

栉比的大型生产装置，近处是清澈湛

蓝的消防池塘正掩映着绿树蓝天，宽

阔而整洁的厂区、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以及舒适而现代化的办公楼——似乎

在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品质园区的魅

力。如今，一期项目正稳定运行，二

期项目已全面投产。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起步之

年，也是海湾化学营业收入跨越百亿

目标的一年。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

发展格局下，海湾化学既面临难得的

发展机遇，也要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

海湾化学将坚持党建引领、管理提升、

市场拓展、装置满产、安全保障、品

牌拉动、项目开工等重点工作，以良

好的状态、强韧的作风、充足的干劲，

当好“排头兵”“领头雁”，确保百

亿目标的实现，为集团高质量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提供）

Th e  v i b r a n t  P a r t y  f l a g 
p r e s e n t s  t h e  P a r t y ’ s 
g lor ious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  the  honorab le 
t i m e s  s i n g  a  h y m n  f o r  t h 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the 
Party. A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July 1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he Haiwan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to solemnly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view 
the prominent history of the Party, 
eulogize the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the Party, encourage all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to strive to be 
vanguards and models, and enhance 
the staff’s sense of glory and mission. 
Over 350 cadres and workers of 
Haiwan Chemical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Meanwhile, before July 1, the 

Party Committee of Haiwan Chemical 
a n n o u n c e d  a n d  c o m m e n d e d 
outstanding teams and individuals 
of 2020. At the conference, leaders 
o f  Haiwan Chemica l  presented 
a w a r d s  t o  o u t s t a n d i n g  P a r t y 
members, outstanding Party affairs 
workers, advance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workers’ pioneers, 
pioneering individuals, advanced 
Y o u t h  L e a g u e  b r a n c h e s  a n d 
outstanding youths. 

庆祝百年华诞  表彰“两优一先”

党旗如画，展现百年光辉历程；岁月如歌，颂唱大党丰功伟绩。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回顾党的奋斗历史，讴歌党的光辉业绩，激励全体党员干部勇当先锋模范，

增强全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一场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在海湾化学园区内

上演，海湾化学 350 多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文 /石薇娅

Celebrat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PC, Awarding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and Teams

——海湾化学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日前，一场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在海湾化学园区内上演。
A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July 1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was held recently in the Haiwan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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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压实安全责任，不断提升“软

实力”安全管理。通过健全“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将任务层层分解，

做到人人负责守责尽责；提升全员安

全意识，从规范劳保穿戴、上下楼梯

扶扶手、走右侧行人通道等小事入手，

注重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规范各班

组交接班管理，将安全渗透到装置生

产、设备管理等各方面，确保涉及安

全的事项一律交得清楚、接得明白；

规定细化巡检路线，让职工严格按照

巡检路线进行巡检，确保不错检、不

漏检；对照隐患清单开展各类安全检

查，做好隐患整改跟踪，用 PDCA（计

划、执行、检查、处理）实现管理闭

环；公司加大对施工单位的管控力度，

严格电子作业票证管理。现场施工前，

各装置安全员必须对现场施工人员进

行安全交底，在进行特殊作业时，要

求施工人员将安全措施拍照上传，确

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公司要

求监护人员经过严格培训，取证上岗。

一旦监护人员离开，施工必须停止；

强化员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培训，用

好“云课堂”“微课堂”等提升培训

效果；加强应急救援演练，锻炼应急

反应能力及联动协作能力。

近期，全国发生了 3 起影响较大

的生产安全事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

再次给安全生产企业敲响了警钟。安

全生产不仅关乎社会稳定，关乎企业

发展，更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因此，

要抓好安全不放松，守住安全底线，

护航安全发展。

此外，为确保责任不落空，为建

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日前，

集团和公司多次召开安全环保工作会

议，就“庆祝建党 100 周年”期间的

安全工作进行详细部署。安全工作是

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各部门要充分认

识到当下安全工作的复杂性、严峻性、

重要性，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认真

贯彻、执行好集团、公司的安全工作

要求，分析好每一项关键指标，管控

好每一处关键生产环节，把各自分管

的工作做好，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

安全氛围。

与此同时，要确保制度可执行，

为企业发展夯实安全根基。安全生产，

重在预防，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及

时消除隐患、规避风险。当前，企业

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营收

突破百亿的目标，要完成混改的各项

工作，确保安全稳定是首要前提。工

作中，要不断细化完善管理体系，优

化管理模式，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

对各装置生产过程及后续项目施工作

业进行全程监管。进一步梳理明确检

查项，逐步实行清单化检查模式，提

升检查成效。利用好大数据及智能管

理系统，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效率，保

证各项管理制度执行到位。

要确保意识有提升，为职工幸福

筑牢安全屏障。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

现场操作人员，都应时刻保持“如履

薄冰”的工作心态，时刻绷紧“安全弦”，

提升安全意识，养成好的安全习惯。

在参加公司组织的各类操作培训及应

急演练时，不能抱着“应付”“马虎”

的心态走过场，要真正将操作知识、

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在岗位上工作时，

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操作。坚持

“我的安全我负责 , 他人安全我有责”

的理念，从身边小事做起，切实提高

每位职工的安全意识，守护好每个人

的幸福家园，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

实现自我价值。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提供）

This June marks the 20th 
National Safe Production 
Month of China. On June 1,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statements and proposal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work safety, achieve solid progress 
in the national three-year campaign 
to promote workplace safety, and 
ful ly  del iver  the arrangements 
f o r  t h i s  y e a r ’ s  N a t i o n a l  S a f e 
Production Month, over 200 cadres 
and workers of Haiwan Chemical 

signed the theme banner of the Safe 
Production Month, kicking off this 
year’s Safe Production Month. This 
activity, themed “Fulfilling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Promoting Safe 
Development”, aim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safe and stable atmospher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l responsibilities 
will  be shouldered earnestly to 
strengthen work safety. 

文 /杜飞飞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Fulfilling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Promoting Safe Development

今年 6 月是第 20 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扎实推进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

攻坚，组织好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

各项工作，6 月 1 日，海湾化学 200 多

名干部职工在安全生产月主题横幅上

签字，拉开了今年“安全生产月”活

动的序幕。本次活动为进一步“落实

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的主题，

通过压实责任强基固本，推动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为建党 100 周年做好

安全保障。

多年来，企业对安全生产常抓不

懈，并作为企业生存的头等大事来抓。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不

断完善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证了

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通过搭载智造列车，以“硬技术”

保证本质安全。例如，公司通过在全

球范围内优选技术和装备让安全有了

根本保障；通过 DCS 控制系统基本实

现 100% 自动化控制；同时，通过 SIS

系统实现安全联锁“双保险”。加上

无死角视频监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等，能够确保装置生产的本质安

全。近年来，公司自主探索的智能巡

检系统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对于

提前排查隐患，最大限度确保生产安

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夏日的海湾化学园区。
Haiwan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in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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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匠精神从行业话语转向政府

政策话语的进程中，实际上折射的是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即从中国

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追求速度转向

谋求质量提升的发展模式。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大力倡导的

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都与质量密

切相关，这也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生命线。

如今，推崇工匠精神已成为社会

共识。“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专注，

“干一行专一行”的精益求精，“偏

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是人人

都在追求的“工匠精神”。

以“工匠精神”助力企业发展
对于化工化学企业而言，工匠精

神是必修课，只有真正将工匠精神渗

透到研发、生产等各个环节之中，才

能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

力。这也是海湾化学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突出重围、斩获佳绩的法宝。我

们总是说，精益求精是工匠精神最为

称赞之处、持之以恒是工匠精神最为

动人之处、爱岗敬业是工匠精神的力

量源泉、守正创新彰显了工匠精神的

时代气息。

在海湾化学，有这样一些人，他

们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匠心

使命。位浩，氯乙烯厂氯乙烯工段的

首任工段长。从一位普通的学徒工到

企业核心单元的工段长，位浩用不普

通的勤奋和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 青 岛 市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青 岛 工

匠”……一个个成绩的取得，绝非偶然，

更不是奇迹，而是凭借努力一点点干

出来的。在面对氯乙烯装置全新的工

艺和技术时，位浩经常加班加点的进

行测试，不断往返于现场和控制室之

间，直到找到故障点；在装置现场操

作时，英语底子比较薄弱的他，下载

了专门学习英语的软件，从基础的单

词学起，一有机会就练习口语……功

夫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后，位浩不

仅能翻译技术相关的英文资料，也能

简单地与外方专家交流。钻一行，精

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他始终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无论在开车前的培训期间，还是搬迁

建设及试生产期间，位浩总是一切以

工作为主，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了一个

共产党员“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

于作甜，氯碱厂电解工段工段长。

氯碱装置被称为海湾化学产业链中的

“龙头”。能否展现龙的威力，很大

一部分取决于电解装置能否安全、平

稳运行。正因此，电解工段显得格外

重要，承担着维护电解安全、平稳运

行的重任。从业 20 多年来，从操作工

到工段长一步步摸爬滚打，于作甜积

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全国同行业

中处于一流水平。二十年如一日，于

作甜在氯碱工作中，求真务实、学以

致用，做出了不凡业绩。由于工作成

绩突出，先后荣获海晶化工搬迁项目

竣工投产暨科技进步三等功；获 2006

年青岛市岗位能手、职业创新能手、

2016 年 省 石 化 医 药 系 统 大 国 工 匠、

2019 年市工人先锋及海湾集团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其所在的工段曾

多次获得海湾集团“精益班组”“工

人先锋号”“安全生产标杆班组”及

市“安全生产示范岗”等称号。尽管

如此，于作甜一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

要求，仍然一如继往，兢兢业业的工

作着，为海湾氯碱事业的发展做着应

有的贡献。

搬迁至今，海湾化学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战胜了一个

文 /杜飞飞

传承工匠精神   践行初心使命
Carrying Forward Craftsmanship and Original Aspirations

夏日的海湾化学园区。
Haiwan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in summer

2016 年 3 月 5 日，国家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2016 年 4 月，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 2016 年行动计划》指出：“开

展质量素养提升行动，塑造精益求精、追求质量的工匠精神”。2017 年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明确了培育和倡导工匠精神的政策意图，“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培育众多‘中

国工匠’，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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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come a shared view 
to uphold craftsmanship.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that 

everyone is aspired to is exemplified 
by the persistence and concentration 
of “sticking to a profession for a 
lifetime”,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in  “ spec ia l i z ing  in  one  f i e ld” , 
and the meticulousness of “100% 

precision”...
F o r  c h e m i c a l  e n g i n e e r i n g 

e n t e r p r i s e s ,  t h e  s p i r i t  o f 
craftsman is essential. Practicing 
craftsmanship in R&D, production 
and other areas is the only sure 
way to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corporate development. This is also 
how Haiwan Chemical stands out in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We 
always believe that craftsmanship 
i s  c h a r a c t e r i z e d  b y  i t s  m o s t 
commendable part—pursuit  for 
perfection, its most moving part—
perseverance ,  and  i t s  d r i v ing 
force—devotion to one’s work,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情防控弦，工作力度不减。使疫情防

控与安全管理无缝对接，精准精细。

措施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不漏

一岗一人。1100 多名职工与企业签订

了疫情防控承诺书。与当地政府、公

安等部门，对职工户籍地和居住地进

行了大摸底、大统计、大排查。公司

出台了职工疫情防控考核奖惩办法，

奖罚分明，正向激励。

使职工士气高昂，劳动热情高涨。

生产运行继续保持高负荷。主要产品

聚氯乙烯日产达到 1100 吨，烧碱日产 

1035 吨，氯乙烯日产 1185 吨，苯乙烯

日产 1530 吨，次氯酸钠日产 300 吨。

针对上游和下游用户开工迟缓、开工不

足，全力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加大销

量，降低库存；全力确保原材料供应和

物流畅通，扛起疫情防控社会责任，抓

好次氯酸钠生产，满足市场需求。

在保证生产存量的基础上，全力

推进项目增量的拉动。根据集团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部署，公司制定下发

了加强施工单位及施工人员疫情防控

的工作方案。所有施工单位、检维修

单位、监理单位承诺，在严格的疫情

防控措施下，确保早返场，早开工，

早建设。二期项目和年度检修准备工

作有序展开。疫情是大战，发展是大考。

海湾化学靠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两促进，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打

郁郁葱葱的园区。
Lush industrial park.

坚实保障。用实际行动勇扛国企担当，

助力疫情防控。

疫情就是命令，岗位就是战位，

海湾化学 1100 千余名干部职工以战

斗的状态，争分夺秒抓生产，千万百

计提产能，确保产品不涨价，质量更

可靠，货源更充足，扛起国企担当和

社会责任，全力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工作，而这何不

是一种主动作为、苦干实干的“工匠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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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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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富有挑战的任务，正是因为在

这里，有着一个又一个像位浩、于作

甜这样带头人，不畏艰难、砥砺奋进，

助推着海湾化学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

阔步前行。

以“工匠精神”扛起责任担当
在前所未遇的重大疫情面前，作

为重要防疫物资之一的次氯酸钠，既

是广谱、高效、安全的消毒剂，也是

消毒液主要生产原料，随着疫情的蔓

延，次氯酸钠需求骤增。海湾化学作

为青岛地区目前最大的次氯酸钠生产

企业，第一时间启动防疫物资应急生

产部署。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农历大

年三十开始，公司 10 个工作组职责明

确，各负其责，管控到位，高效运转。

平均每天 580 名干部职工主动放弃节

日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奋战在生产

一线，始终保持“人歇机器不歇”，

不断挖掘潜在产能，实现最大负荷生

产。各党支部、全体党员，充分发挥

作用，让党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高高

飘扬，让党徽在抗击疫情第一线闪闪

发光。

通过开足马力生产，海湾化学次

氯酸钠产能由每天 60 吨，增加到每天

300 吨，产能整整提升了 5 倍。与此同

时，公司还以最快的速度，及时启动

小包装生产线，加大物流发货频次，

全力保障防疫一线防疫企业的不同生

产需求，为打赢防控疫情阻击战提供

赢疫情阻击战、打好企业发展攻坚战。

而这何不是一种勇于拼搏、甘于奉献

的“工匠精神”。

从 传 播 学 角 度 讲， 一 个 词 语 的

风行，一定是契合了某种社会需求。

工 匠 精 神 成 为 高 频 词， 引 起 如 此 持

续 的 关 注， 背 后 的 原 因 是 什 么？ 工

匠 精 神 之 所 以 引 发 强 大 共 鸣， 确 实

是 契 合 了 现 实 需 要。 它 首 先 是 贯 彻

发 展 新 理 念、 树 立 崇 尚 劳 动 新 风 尚

的内在要求。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

显 然 有 利 于 将 创 新、 协 调、 绿 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落实落细，

同 时 也 将 进 一 步 激 发 广 大 劳 动 者 的

劳 动 热 情， 通 过 诚 实 劳 动 来 实 现 人

生 的 梦 想、 展 示 自 己 的 人 生 价 值，

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工匠精神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的具

体实践。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敬

业”和“诚信”，与工匠精神蕴含的

职业理念和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同时，

工匠精神也是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的重要深化和提升，是有关劳动和劳

动者理念的重要发展，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尊重简单劳动、重视复杂劳动的

价值导向。

对于国家而言，没有强大的制造

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中国提

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

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实现从“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就要

努力培养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大

军，涵养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 

对于海湾而言，只有依靠技术工

人的实际操作，先进的科研成果才能转

化为有竞争力的实际产品，公司的每一

项创新发明、每一次设备升级，都必须

以技能人才的智慧与劳动为基础。技能

人才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类型人才所无

法替代、无可比拟的。一流的产品需要

一流的技术工人来制造，这必然对技术

工人数量和质量的更 高要求。 

那么作为一名海湾人，“工匠精神”

应该是什么呢？ 

是海湾人对自己产品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是海湾人在生

产实践中凝聚形成的务实严谨、专注

专 一 的 可 贵 品 质； 是 海 湾 人 为 提 升 

0.1% 纯度而夜以继日的努力。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

每个海湾人依然将以坚定不渝的姿态

投入到工作和生产中去，积极发扬工

匠精神，为实现“十四五”海湾目标

贡献自己的匠心。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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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历史搞好，

要收集他们的遗物。”也难怪同为党的

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深情地写下了《忆王

尽美烈士》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

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

铭不老松。”

胜利从来都是来之不易的。尤其在

国家强大人民幸福安康之时，更不能忘

记先烈。走出展馆，我看到一群年轻人

列队站在先烈面前，面对党旗在重温入

党誓词。那庄严而激动的神色，显然是

受展览的感染和影响。我想，当下就应

该有这种氛围、这种情怀，尤其是肩负

重任的年轻人应该时不时地扪心自问：

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那些用信念用

鲜血乃至用生命换取今天辉煌的先烈们

吗？

革命亲情革命人

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

火，然后一直燃烧到今天映红了整个世

界，是一代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辈辈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人民大众

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努力奋斗的结果，

而在这支庞大的革命队伍里，有一些父

子为了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携手并肩，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直至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岸英一直令世

人称道。毛岸英历经磨难，在前苏联参

加过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回到

延安后，父亲毛泽东给这位已被授予苏

军中尉军衔的中国军人布置了新的“任

务”：到基层去，从零开始。于是，扛

锄头当农民、下部队当战士、翻译文当

文员……延安的黄土地上留下了毛岸英

辛勤的汗水和忙碌的身影。解放后毛岸

英进了工厂，然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

在火热的斗争和建设中，锻炼成为名副

其实“文武双全”的革命人。后来为了

和平、为了中国和朝鲜的革命事业，毛

岸英英勇献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

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让亿万人民，包

括世界人民，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

不断增强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更增

添了对这对伟大父子的敬佩和爱戴。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父子同为

中央委员的为数不多，有的即便是，年

代跨度也比较长。而有一个家庭，父子

三人不仅同是党的高级领导，还在一个

年代。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

陈乔年，当年在党的五大上同时进入中

央核心领导层，成为 29 名中央委员中的

一员。虽然 1 年多后，陈延年陈乔年兄

弟先后为中国革命壮志未酬身先死，但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

献，尤其是陈乔年留下的那句名言：让

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

福吧！深深感动着后人，迄今仍被人们

传诵。

革命就会有牺牲，100 年来，为人民

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无计

其数，而许多父子就是在战场上生死离

别，践行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惜献出

一切的诺言。

在皖西，一名叫汪永熙的共产党员，

上世纪 30 年代曾担任当地赤卫军的指挥，

他的儿子汪少川在他的引领下也参加了

赤卫军，父子两人共同跟反动武装进行

了英勇斗争。不幸的是父亲被捕，惨遭

敌人杀害。面对被匪徒悬挂的父亲头颅，

汪少川化悲痛为力量，在日后的红军队

伍里顽强战斗、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开

国将领。

同样是父子，贫苦出身的向以贵当

年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参加了红军。两

万五千里长征，留下了父子 3 人的足迹。

虽然同在红军，但父子 3 人分别在不同

的队伍里难以见面，然而他们为更多人

幸福而不畏艰难、顽强战斗的目标是一

致的。转战南北的十几年里，兄弟俩历

经磨练、不断进步，都担任了团级领导，

而且相会在日后朝鲜战场。而他们失去

音讯的的父亲，后来查证早已牺牲在长

征途中。

革命胜利了，却看不到那一刻，这

是多么不幸和残酷的现实，但在革命队

伍里这种“无奈”和“惋惜”太多太多了。

特别是那些骨肉至亲、亲人之情，在炮

火连天、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显得那么

的平淡、脆弱。没有人会在溅满鲜血的

战场上想到自己的亲人怎样，也没人会

顾及到自己的骨肉会不会有危险。冲锋、

前进、消灭敌人是压倒的一切。无数中

国共产党人、无数革命战士，心里只有

一个念想：为了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后短短

的 28 年里，就取得全国政权的原因，这

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之所以久经考验，一

天天壮大成长的根本。今天，当我们享

受先驱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时，一定不能

忘记这来之不易的幸福里，有无数革命

亲情融入在其中，他们可能是父子、母子、

姐妹、兄妹，但首先是革命人。有了他们，

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始终会强大。

身边英雄何其多

建党百年之时，人们自然怀念那些

为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

许多人重温党章、入党誓言，更多的人

走进党史党建纪念馆瞻仰英勇就义的先

烈，特别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先驱，更

是被人们重新提起、深切缅怀。

有资料显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先后有近 2000 万人捐躯，他们中有许多

中国共产党员，而且声名显赫。像李大钊、

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等，但更多

文 /王溱

Song of Lofty Ambition

壮志之歌

站在先烈面前

一个晴朗的早上，我们一些退休“老

人”，随一群年轻人踏入中共青岛党史

纪念馆。当看到墙上悬挂的那两幅引人

注目的黑白遗照时，一种自豪和敬佩之

情油然而生。苍茫大地，城乡林立，中

共一大 13 名代表中，竟有 2 名与青岛有

缘，这真的是极为难得。王尽美、邓恩

铭两个响亮的名字，在他们短短的人生

轨迹里，留下最多的是“革命”，然后

便是青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岛，是国内

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较为集中的工业城

市，革命干柴随时能燃起熊熊火焰。

王尽美当时只有 20 多岁，但他的经

历却让人刮目相看，他不仅是一大代表，

还被派往当时的苏联参加过共产国际会

议，并与列宁见过面，亲耳听到过这位

革命导师的“指教”。作为中共山东省

委的主要领导，他在青岛期间经常要去

剧院、学校、工厂演讲，宣传鼓动革命。

他文采横溢、口才极佳，滔滔不绝的演

讲很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许多人听了

都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一些工人、市

民纷纷向党组织靠拢。其时青岛的革命

发展势头如火如荼。王尽美为此呕心沥

血，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令人痛心的是，

27 岁那年他因肺病生命戛然而止。他给

战友留下的最后一段话：全体同志要好

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

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27 岁，多么美好的年华，多么美丽

的青春！王尽美，这位经历丰富才华超

群的早期革命家不惜生命、忘我工作为

了什么？毫无争议也毫无悬念，就两个

字：革命。革命的目的正如他所奋斗的

目标：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邓恩铭，来自水族。许多人头回听

说还有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是的，邓恩

铭就是来自这个迄今才只有 40 万人口的

少数民族。

邓恩铭虽然是位“学生”，但又是

早期党的工运事业的领袖和“专家”，

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青岛历史上曾爆发几

次大的工人罢工，组织和指挥者就是来

自贵州大山里的邓恩铭。为此他多次被

捕，惨遭酷刑，但又多次脱险，重上“战

场”。几经风雨、几经苦难，矢志不渝，

邓恩铭为了什么？还是两个字：革命。

作为参加过党的一大和五大的早期党员

和领导者，邓恩铭身经百战、百炼成钢。

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为革命赴汤蹈

火时，却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30 岁，

他留下了“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

慰九泉”的慷慨豪言，感动和激励着无

数后人。

幸福年代看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思

绪万千、感慨万分。我发现许多年轻人

站在图片前仔细观看、沉默不语，偶尔

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我想那一定是为

先烈们的事迹所打动，由衷地表示钦佩

和惋惜。是的，革命征程上的先烈们是

何其艰难、何其英勇，又何其悲壮！当

年一大代表中，刘仁静最小，19 岁；邓

恩铭 20 岁；王尽美 23 岁。刘仁静后来

走上另一条路，而对党始终忠贞不渝的

两位年龄最小者，却最早为革命献出了

生命，怎能不让人痛惜！难怪毛主席说：

“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成员只有区区 50 名，百年后却已有 9191.4 万名党员，是全球无可争议的最大“党

派”。现在，人们经常在谈论生活的幸福、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崛起，以及美好的未来。追本溯源，这一

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广大共产党员的奋斗与努力，也离不开当年为中国革命胜利洒热血、

抛头颅的先烈们。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当年写下的诗篇，今天读来格外震撼，耐人寻味。它不仅

让我们对那些为新中国、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无数先烈肃然起敬、深深缅怀，更是在回忆中近一

步感触到英雄先烈们的崇高和光荣，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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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

对地下共产党员的抓捕更加疯狂。上级

要求想方设法营救一些不幸被捕的重要

党员，他利用货栈老板身份曾接触过一

些特务头目，凭着这种关系，直接到警

察局营救一名“负责人”。开始特务们

威胁他、恐吓他，他咬定受人所托，自

己拿佣金。见钱眼开的特务们收下金光

闪闪的金条，根本就无视什么“职责”

了。从铁窗里走出来的“负责人”，直

接被他接到家里，两腿蹲在一条长凳上，

一边喝着玉米粥，一边跟他商量第二天

如何离开青岛。多年后，他向我讲述那

情景时还哈哈大笑。

虽然在实际斗争中他经历过那么多

的惊心动魄，但在党内他只是一名普通

成员，只是尽自己所能完成任务而已，

似乎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也许

正因为如此，他那些“传奇”故事很少

有人知晓，以至于在他离世后他生前所

在单位的人提起他时，竟对他那些出生

入死的事迹所知极少。只知道他参加革

命很早，但职务不高，觉得有些“惋惜”。

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别人觉得不理解，但他们自己很坦然、

很知足。因为入党誓词里写得很清楚：

对党忠实，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身。既然当初举手宣过誓，还有何求？

倒是生在红旗之下的后人们，不该忘记

他们。

铁骨柔情浩然气

无数革命者为新中国的建立流干了

最后一滴血。许多先烈牺牲前留下了一

句句一篇篇充满革命激情又不乏儿女之

情的遗言遗作。几十年后，当人们重新

阅读这些沾满血泪的文字时，依旧禁不

住热泪盈眶，感慨万绪，深深为先烈们

的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同时更

加怀念那些为革命为人民甘洒热血的先

驱们。

“同志们，胜利的时候不要忘记我

们。”这是烈士裘怀古就义前留下的一

句名言。是的，不应该忘记，正如革命

烈士邓中夏所说，人生只有一生一死，

要生的有意义，死的有价值。先烈们的

死，重于泰山，感动神灵。“愿我的心

血化为狂涌的圣水，将污秽的人间洗得

净净地！愿我的心血化为光明的红灯，

将黑暗的大地照得亮亮地！愿我的鲜艳

的心血之花，香刺得人们的心房透透地！

愿我的荡漾的心血之声，飞入了人们的

耳鼓深深地！”蒋光慈的诗，无疑是对

先烈们的英勇行为做了最完美的诠释。

革命需要牺牲，胜利从来都是来之

不易。有多少人要为之洒热血、抛头颅，

又有多少人因此终断了骨肉之情。革命

者也是寻常人，血肉身，七情六欲样样

不缺。惟一不同的是信念永存，不可逆转。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

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

赵一曼烈士于 1936 年 8 月 2 日写给儿子

“宁儿”的最后一封家书。赵一曼是位

崇高的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母

亲。铁窗之下，她思念孩子又不敢公开

表露，只能“以假乱真”迷惑敌人。而

内心里却在呼喊：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

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同样是母亲，身陷囹圄的江姐深知

凶多吉少，一面横眉冷对穷凶极恶的国

民党特务，一面深深挂念监狱外的儿子

云儿。“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

盼教以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

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这是她写给表弟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

对儿子的牵挂和不舍。然而在革命和母

子之间。江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革命者被赞誉是“钢铁铸造”的，

在敌人面前他们确实坚如磐石，毫不动

摇，但这并非缺失“儿女情长”。相反，

他们对父母对儿女对亲人同样“柔情似

水”。

“弟所不能放心者，就是白发双亲

未能奉养”。此话是烈士江诗咏 90 年前

写给大哥、二哥的信中的一段。

1929 年 5 月，时任中共益阳县白鹿

区委书记的江诗咏不幸被捕。在狱中，

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敌人想通过严刑

逼迫他写下忏悔书，他却用敌人送来的

纸笔，暗暗写下了两封家书藏在腰带上。

一封写给父母，一封写给他的两个哥哥。

对父母不能尽孝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血

泪之言浸透着满满的深情，令人不忍卒

读。

还有那位铁骨铮铮的王孝和，面对

敌人的酷刑，始终不透露一点党的秘密。

他不畏惧死亡，笑着走向刑场。刽子手

惊恐地连打几枪都没命中目标，最后只

能上前猛踹。就是这样一位“钢铁”战

士，临终前却给父母和妻子留下了最后

的遗言：父母养我之恩，恐难以报答，

请父母谅解。然而为正义而死，死而无

憾。对妻子他写道：你要挺住，活下去，

将我们的孩子养大，告知他们的父亲是

被何人杀死，教育他们要秉承我志。你

已经尽了妻子责任，我很感激。

谁能想到这是一位 24 岁共产党员给

亲人的“绝笔”，为了崇高的事业、强

的信念，可以不惜生命、不惧死亡，然

而始终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父母、妻子和

孩子。尽管这种牵挂和惦念是痛苦、悲

伤甚至无奈的，但只要有一丝的希望和

机会，都会紧紧抓住、牢牢把握。

共产党人从来就是有情有义、有血

有肉的。英雄也有泪、有悲伤，只是对

的是普通党员，而且许多就在我们身边。

虽然有的不曾谋面，事迹也未必“惊天

动地”，但他们不惜牺牲自己，对党忠

心耿耿的言行极为感人。

初春时节回了趟老家——山东莱西。

这块地处胶东半岛中部的大地上，70 多

年前曾流淌着许多先烈们的热血。当时

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莱西，还乡团趁势而

入，对当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

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解文卿，一个解氏

家族普通的女儿，却是一名光荣的共产

党员，就是在那个黑暗的时刻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

解文卿的事迹以前就听说过。她出

生于一个贫农家庭里，父母早亡，她和

年幼的弟弟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1945 年莱西解放，解文卿参加了革命，1

年半后入党并成为妇救会会长。1947 年

秋，解文卿被地主还乡团抓捕，惨遭毒刑，

坚贞不屈，被活活打死。

还乡团下如此毒手是想从解文卿那

里了解谁是共产党员。解文卿宁死不说，

这让还乡团极为恼火。还乡团跟随国民

党军队回来，目的是反攻倒算，报土改

被“扫地出门”的大仇，而解文卿正是

坚定地站在土改斗争的前列，和其他干

部一起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启发群众的

阶级觉悟，培养骨干分子。在斗争会上，

她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主持斗争大会，

带头控拆地主恶霸的罪行。这无疑让还

乡团们恨之入骨。

本来解文卿已经躲到了未婚夫的家

里，但还乡团威胁，她不回来就对其他

群众“满门抄斩”。为了掩护群众，她

不顾生命安危，毅然回到了村里。

解文卿的牺牲，看似是“自投罗网”，

但正是她这种勇于牺牲的壮举，拯救了

更多的无辜群众，保护了另一些共产党

员，才使得革命发展得更快更有力量。

这让我们想起《洪湖赤卫队》里的英姑，

还有刘胡兰、江姐、赵一曼等等一大批

英雄志士，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不顾，一心想

着党、想着群众、想着党的秘密、想着

未来的事业。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此

前赴后继、赴汤蹈火，在烈火中永生，

怎能不感动后人？

解文卿在世上只生存了 18 个春秋，

遗憾不遗憾，痛苦不痛苦？答案是肯定

的。谁不想多在世上留存一些日子，谁

又不想看到为之奋斗的事业胜利那一天，

但要奋斗就要有牺牲。真正的共产党员

就要有这种思想准备。解文卿青春年华

早早陨落了，但她忠于党、忠于革命事

业的坚贞不屈精神，永世长存。

解文卿在全国并不是很出名的“英

雄”，但她的英勇事迹在我们家乡广为

流传。许多人一提到“先烈”两字，马

上会脱口而出：解文卿。这说明解文卿

的名字已经深深印在了老乡们的脑海里，

这是极大的荣耀、极大的崇敬。如果全

国每个城市、每个县区，甚至每个街道、

社区都能把自己身边的英雄、先烈们记

住，不仅那些九泉之下的英灵们会感到

极大的宽慰，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会

为之骄傲、为之坚强。

不该忘记的人

每逢清明或重大节日、重要活动，

许多人怀着崇敬之情，回忆和悼念为中

国革命英勇献身的先烈。因为没有他们

的牺牲，革命就难以胜利，人民也难以

当家做主。

先烈们生前那些可歌可泣的英勇事

迹，被人们学习、传诵，其形象在人们

心目中越发高大、越发受到热爱和崇敬。

而有些革命者、共产党人也是从艰苦年

代走过来的，同样出生入死为党为革命

做了大量工作。幸运的是他们活着，迎

来了解放。然而他们的事迹却未必为人

所知，更不要说传诵了；而有的至死也

无更多的人知道。实践证明，正是这些

默默无闻、殚精竭虑、努力拼搏的共产

党人，中国的革命才能得以胜利，才会

有今天的幸福美好。假如当年没有这些

人的英勇机智、冲锋陷阵、忘我牺牲，

烈士的鲜血流得再多，或许也只能喟然

长叹、抱憾终生。而有了他们情形就大

不一样。

我曾经结识过这样一个人，生前最

高职务是副县级，但当从不同侧面了解

了他的“传奇”事迹之后，一股敬佩和

感慨之情便油然而生。

抗战时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当时身

份是一家货栈的老板。山东的八路军需

要布匹做军衣，任务下达到他所在的党

组织。当时日本控制的棉纺厂青岛最多。

接到任务后的党组织苦思冥想找不出办

法。买，根本没有那么多经费，而且日

本人对布匹专控，发现有人大量购买，

必生怀疑；去“夺”去“抢”，日本人

防备严密，也不可能。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买通”了一个在日军机关工作的

“皇军”，6 根金条弄到了一纸批文。租

赁好汽车、找好搬运工，但谁领着去工

厂提货最关键。日本人对工厂管理很严，

重要岗位都亲自把持，去提货就意味着

要直接跟日本人打交道，万一有点闪失，

后果不堪设想。想来思去，他决定由自

己承担这个艰巨任务。临行前他把太太

孩子先送到了乡下，然后随着汽车开进

工厂。日本人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批文，

对着他打量来打量去，问了一大堆提前

想到和没想到的问题。期间，他自始至

终稳如泰山、对答如流，后来他回忆起

那紧张恐惧的过程时说，大冬天整个脊

背都湿透了。



谁爱对谁很心里清清楚楚、亮亮堂堂。

为什么先烈们能如此打动活着的人们，

让人们由衷感到敬佩的敬重，除了那些

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更重要的是立在

面前的是一个充满感情和温情的完整的

人。

歌声中的镰刀斧头

优美的歌声是振奋精神的食粮，雄

壮的旋律是鼓舞人心的力量。庆祝党的

百岁诞辰，我们从一首首委婉深沉的歌

曲中能体会到胜利来之不易，从一曲曲

豪迈大气的声音中我们能真切的感受到

党的伟大。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中国诞生

共产党，燎原星火满天红。1921 年，

在上海、在南湖，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从此中国有了救星有了希望。

十月革命的炮响，激发了中国革命的热

情。《工农兵联合起来》，我们勇敢我

们奋斗，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最后胜利

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然而，反动派对

革命者从不手软，一大批革命志士走向

刑场。他们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当

《就义歌》响起时，人们面前就会浮现

出当年白色恐怖腥风血雨的场面，无不

为那些为了劳苦大众英勇献身的先驱而

叹服而感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在革命

实践中创建的“真理”，同样在实践

中经受了检验。《秋收起义歌》唱出

了工农大众的心里话：跟着领袖毛委

员，走上雄伟的井冈山。革命要有立

脚点，地是根来枪是胆。八百里井冈，

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进

可攻，退可守。

就在这座高山上，八一军旗红，开

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人

民军队忠于党》，把昔日人民军队创建

者——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

做了高度集中概括。

    一台《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练

的歌词，清新优美的曲调，把震惊世

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词作者肖华是长征的亲历者，所闻所

见、所思所想、所痛所感，喷涌而出，

化作一部旷世之作。该剧从上世纪 60

年代一上演，就打动着亿万观众的心，

许多红军和他们的后代百看不厌、百

听不倦，一直持续到今天。当人们唱

起《告别》《遵义会议放光芒》《四

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祝捷》

时，怎能不为 87 年前英勇的工农红军，

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几十万国民

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

见的雪山草地，历经 10 个省，终于完

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的壮举而敬

佩、而骄傲！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

河大合唱》“吼”出了中华儿女同仇敌

忾，与侵略者英勇誓死抗争的决心和勇

气。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

更多的反映出人民子弟兵在“持久战”

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积极勇敢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战斗场景。8 年抗战，正是在

中国产党的领导之下，千千万万人民大

众从手无寸铁，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

上砍去”，再到“我们都是神枪手，每

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让侵略者闻

风丧胆，直至灭亡。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既是毛

主席亲自创作的诗词，又是蒋家王朝灭

亡的宣言书。这首大气磅礴、气势雄伟

的歌曲，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威武雄壮，

唱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经过 28 年艰苦卓

绝的斗争，终于迎来胜利的喜悦之情。

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歌颂党歌颂

人民，歌颂领袖和人民军队的歌曲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歌唱祖国》《我们走

在大路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耳熟

能详的歌曲，不但影响着一代人茁壮成

长，而且一直唱到现在依旧响亮无比。

歌声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唱出了人民的

喜悦，更唱出了人民的希望。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春天的呼唤，

是新时代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图画：禾

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

笛声中成长，西村纺花东港撒网，北疆

播种南国打场。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

上奋斗，为她幸福 为她增光。接下来

的《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江

山》，让亿万人民看到了更加宽阔美好

的景象，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打天下、

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苦乐酸甜。春

雷啊唤醒了长天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

江两岸。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

走进新时代。这一幅幅美丽壮观的时代

画卷，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从心底里赞美我们时代，歌唱我们的党

啊！

进入新时期，人民不但要富起来更

要强起来。《不忘初心》是理想与使

命、感恩与奋进、心声与誓言、豪迈与

气势、斗志与决心、力量与信心的交响

曲。“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

路”。100 年，这条道路不平凡，我们

走得艰难、困苦，但走得稳健、坚定。

让世界震惊，让人类瞩目。今天我们的

歌声更是一首比一首响亮、动听，魅力

无穷。因为在流淌的旋律里，在飘扬的

曲调中，人们看到了镰刀斧头在熠熠闪

亮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