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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年味叫泊里大集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Experiencing the 
Charm of  Ice and Snow

80 弘扬冬奥精神  体验冰雪魅力

2月4日，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

幕。为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

积极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营

造全社会积极参与“迎冬奥”浓郁气氛，中国

冰雪大篷车百场巡回应运而生。从2021年7月

开始，中国冰雪大篷车已开进30多个省市，成

为全民关注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热爱冰

雪运动的重要载体。

68 Feel the Strong Lunar New Year 
Atmosphere at Poli Fair

青岛地铁1号线的开通，让泊里大集离我

们又近了一大步。

泊里大集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乘

坐地铁1号线转地铁13号线，泊里站下车即可

到达。作为在全国都享有名号的大集，泊里大

集曾多次被央视及各大媒体报道，还入选了青

岛市非遗。

时尚  Fashion

打卡青岛 Snapshot in Qingdao

嗨游青岛，悦享冬天

逛玩1号线

青岛的文艺生活再也藏不住了！ 

食尚青岛 Fashion Food in Qingdao

岛城粤味，冬天要吃“煲”

青岛影人 Fashion in Qingdao

有一种年味叫泊里大集

视觉 Vision

挥洒纵横，翰墨千秋

动感青岛 Dynamic  Qingdao

与北京冬奥同频共振

弘扬冬奥精神   体验冰雪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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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ame of  Fashion of  Splendid Qingdao06

逛玩1号线

与往年不同，今年冬天，除了“三亚”，“冬奥”“冰

雪”“长白山”是最热门的旅游主题。去祖国的北方感受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的确是令人神往

的事情，但其实，来青岛过个有“趣”的冬天，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Hang out via Metro Line 152

华彩青岛的时尚名义

人们念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话语，是否在

心中种下在海边生活的梦想。人们读着康有为曾经描述

青岛的几句话：“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可舟

可楫。”想必这是对青岛最诗意、最完美，也是最精确

的概括吧。

目录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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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ame of Fashion of Splendid QingdaoIn the Name of Fashion of Splendid Qingdao

人们念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话语，

是否在心中种下在海边生活的梦想。人们读着康

有为曾经描述青岛的几句话：“红瓦绿树，碧海

蓝天，不寒不暑，可舟可楫。”想必这是对青岛

最诗意、最完美，也是最精确的概括吧。

而今的青岛，因活力与时尚的气质焕发着全

新的魅力。2021 年 4 月，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

攻势印发了《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 2021 年

作战方案 3.0 版》。3.0 版作战方案精准聚焦时

尚产业集约发展，坚决做好时尚城市核心支撑，

攻坚目标也更具宏阔视野。近期，2021 时尚青

岛系列评选结果揭晓，共评选出时尚街区、时尚

景点打卡地、时尚美食店、时尚咖啡厅、时尚酒吧、

时尚音乐吧、时尚画廊、时尚主题博物馆、时尚

书店、时尚杂货店、时尚会展活动、时尚体育赛事、

时尚文化活动 13 个类别、130 个奖项。

这座城，正以华彩青岛的时尚名义，为人们

呈现最完整的青岛、最迷人的气质、最时尚的形

象，让人们喜欢它、爱上它。

This April, the Campaign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City of Fashion and Lifestyle issued an 

Action Plan for the Campaign on the Construc-
tion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City of Fashion 
and Lifestyle 2021 Version 3.0. The Action Plan 
Version 3.0 accurately focuses on the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industry and seeks to 
do well in providing core support for the build-
ing of a fashion city, with a broader vision in 
the keys goals to be accomplished. Recently, 
the results of 2021 "Fashion Qingdao" series 
selection activity were unveiled. The activity 
selected a total of 130 award winners across 
13 categories including fashion blocks, fashion 
scenic spots, fashion gourmet food destinations, 
fashion cafes, fashion bars, fashion music bars, 
fashion galleries, fashion theme museums, fash-
ion bookstores, fashion grocery stores, fashion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fashion sports 
events and fashion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name of fashion of splendid Qingdao, this city 
is presenting people with its most complete 
form with the most charming temperament and 
the most fashionable image, making people like 
and even love it.

而今的青岛，因活力与时尚的气质焕发着全新的魅力。（图 / 杨雪梅）
The vitality and fashion embodied in today's Qingdao add charm to the city. 

文 /魏浩浩

华彩青岛的时尚名义华彩青岛的时尚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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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选中，

融源文化艺术街区、金鼎广场、丽达

丽嗨市集、欢乐海湾主题文化街区、

瑞源·繁花里美食文化主题街区、青

岛天美艺创园后街时尚街区、上流汇

休闲购物广场、天一仁和财富中心、

李园时尚风情街、平度同和老街入选

“十大时尚街区”。

融源文化艺术街区
位于李沧区东川路 59 号的融源

文化艺术街区，是青岛首批挂牌的艺

术街区之一，它以文化、艺术、时尚

产业为依托，整体打造具有办公商务、

休闲互动等特色功能的青岛时尚文化

新地标。

融源文化艺术街区主体全长 600

余米，总建筑面积约 2 万平方米，这

里不断引入各种时尚文化业态入驻，

拓展多元化商业，拥有时尚书店、咖

啡馆、艺术教育、亲子乐园、餐饮酒

店等，聚集了众多中大型企业、新锐

企业的入驻。许多年轻人的早上，是

从这里开始的：买一杯咖啡，点亮一

天的灵感，而咖啡馆外那条绿色的风

景线同样可以叫人灵光一闪——绿树

成荫的李村河，有着十足的文艺范儿。

背靠百果山、东临李村河、北枕世博

园、西接李村商圈的融源文化艺术街

区，与李村河上游河岸互为衬托，着

力打造山、水、园、圈的互动发展格局。

同时，融源文化艺术街区突出文化、

艺术、影视等元素，雕塑小品和其他

文创主题装置点缀其间，使得整个街

区氤氲着文化艺术氛围。

利群金鼎广场
从德源泰百货、福兴祥文具到国

营利群百货，从台东利群商厦到省内

遍地开花的 50 多家大型商场……2016

年 10 月 21 日，作为利群集团重点打

造的全新旗舰店，金鼎广场将百货商

店与购物中心完美结合，充分展示利

群多年来累积的管理和运营方面的优

势，力求带给顾客全新的“利群印象”。

金鼎广场位于崂山区香港东路、

海尔路南端交叉口，紧靠地铁 M2 线

石老人海水浴场站，所在区域属于青

岛市重点旅游商贸区及金家岭金融新

区，是集高端百货、5A 级 270°海景

写字楼、高端住宅为一体的商业综合

体项目。利群金鼎广场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米，其中商业面积 10 万平米，

地上 7 层，地下 4 层，采用了全新的

设计风格，作为青岛首家欧式装修风

格的购物广场，金鼎广场力求每一处

细节精雕细琢，带给顾客全新的购物

体验。

金鼎广场在真正做到一站式购物

的同时，也丰富着自己品牌与业态。

其中，餐饮面积约 1.5 万余平方米，

汇聚各类餐饮品牌 30 余个，满足顾客

不同消费需求；在娱乐方面，金鼎广

场引入利群自主经营的“华艺国际影

院”，并打造 4D 影厅；新华书店全

新体验店——涵泳·复合阅读空间带

给顾客“凭海临风”的阅读体验。

丽达丽嗨市集
作为青岛的第五大商圈，崂山商

圈属“后起之秀”。2009 年，丽达购

物中心开业，成为第一个进驻东部商

圈的商业体。丽达购物中心坐落于崂

山区秦岭路 18 号东部核心地段，北靠

崂山区政府，西接啤酒城、国信体育场，

东侧为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南邻青岛

市博物馆、大剧院、石老人海水浴场，

是集购物、休闲、娱乐、美食、旅游

于一体的时尚商业中心。

丽达购物中心结合资深的场地优

势，将室外小街打造成了丽嗨市集。

丽嗨市集围绕“公益、美食、童趣、

文化、音乐、节日”等主题，融合了

当下流行的场景娱乐的模式，注重美

陈打造、活动营销，在空间感受、品

牌层级、服务、体验等方面下足了功夫。

尤其是冬日市集，克服了青岛冬日的

寒冷气候，开启了冬季室外市集的先

河。目前丽嗨市集成为崂山区时尚活

动聚集地，吸引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

欢乐海湾主题文化街区
欢乐海湾主题文化街区位于青岛

西海岸新区海景路 777 号，占地面积

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7.3 万平方米，

经营面积 3.5 万平方米，主街长度 600

米，宽度 28 米，共有店铺 52 个，经

营业态包括购物、特色餐饮、娱乐休

文 /Lisa

“一二一，上街里，买书包，买铅笔，到了学校考第一。”

这首刻在青岛人 DNA 里的童谣，不知传唱了几十年，一代代的青岛人听着熟悉的旋律慢

慢长大。如今，在“时尚”的加持下，“上街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逛街购物。

都说，时尚是引领发展潮流的文化形态，是一座城市最容易被人铭记的鲜明标识，而时尚

街区所特有的潮流和新意，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青岛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东方海城，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音乐、艺术、戏剧等领域已经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而这种艺术文化的积淀，

如涓涓流水，潜移默化地融入百姓的生活中，也让青岛的城市街区充满时尚美感和艺术气息。

Fashion Blocks Have Both Beauty and Charm

时尚街区全新演绎“上街里”

瑞源·繁花里美食文化主题街区。
Ruiyuan · Fanhuali Food Culture Theme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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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文化体育、生活配套、儿童体验、

儿童教育培训等。

欢乐海湾主题文化街区所在的城

市阳台景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位

于灵山湾旅游度假区核心区，是西海

岸最大的社会公益项目，也是青岛第

一大型免费公益性城市休闲公园，集

文化、休闲、运动、观海等多功能为

一体。城市阳台景区东侧与灵山岛隔

海相望，南侧毗邻湿地公园、国家森

林公园、大珠山风景区，北依小珠山

和铁镢山，占地约 71.6 万平方米，绿

地面积约 46.5 万平方米，由城市阳台

观景区、海水浴场、市民文化广场、

文化会展公园、大卢河景观桥等部分

组成。

作为重点打造的西海岸新区西部

“夜经济”试点街区，以及西海岸首

家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休闲商业街，

欢乐海湾主题文化街区借鉴国内外先

进经验科学设计，包括亲水私人空间、

时尚体验空间、亲子娱乐空间，每个

街区都独具匠心的设计了 1 条 360°

环形休闲带。这处公园型开放式休闲

娱乐步行街，成为青岛西海岸潮流时

尚策源地、品质生活目的地、特色餐

饮汇聚地、儿童欢乐成长首选地。

瑞源·繁花里美食文化主题街区
瑞源·繁花里美食文化主题街区，

位于西海岸新区滨海大道北侧庐山路

6 号，占地面积 2.6 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4.3 万平方米，主街长度 260 米，

宽度 36 米，共有店铺约 100 个。经营

业态包括潮流美食、文化教育、休闲

娱乐、金融办公、度假公寓等，重点

打造西海岸新区东部“夜经济”试点

街区。

瑞源·繁花里美食文化主题街区

是一条因“舌尖上的美味”而新晋的

特色时尚商业街区，这里可以满足人

们吃、住、购、游、娱的多重需求，

已成功引进品泽酒吧、昆汀餐吧、小

柒食社、都源家宴小厨、御品阁特色

烤吧等 70 多家具有代表性的多元业态

品牌入驻，人气、商气不断聚集，成

为西海岸潮流美食的打卡胜地以及周

边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瑞源·繁

花里美食文化主题街区亮化融合古典

艺术与现代时尚，致力于打造成为新

区城市美食特色街区新地标和高品生

活领航者以及西海岸一张新的旅游名

片，在 2020 年青岛消保委发布的青岛

特色街、商圈口碑指数暨神秘客调查

中，位列 NPS 口碑推荐榜榜首。

青岛天美艺创园
暨影都后街时尚街区

复古的砖红外墙、简约的灰白线

条、极具现代艺术美感的建筑……天

美艺创园项目是集文旅、影视、艺术

创作、专业培训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及

时尚街区项目，也是西海岸新区重点

招商引资项目。

青岛天美艺创园暨影都后街时尚

街区位于灵山湾影视文化区核心区，

规划用地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是围绕文旅演艺、文化体

验、生活休闲、时尚消费打造的年轻

化、时尚化、潮流化的商业时尚街区，

包括音乐中心、数字艺术中心、音乐

酒吧、电影工坊、轻奢餐厅、运动道场、

电竞中心、古着店等业态，致力于打

造成西海岸知名的“时尚网红打卡点”。

其中，音乐中心配备国际一流的舞美

装置、声光电设备和智能化控制系统，

首期打造国内顶级 Live house 音乐演

出，树立青岛音乐新地标；数字艺术

中心致力于数字技术与多媒体艺术融

合的新兴领域，汇聚众多顶尖技术团

体、国内外先锋艺术家，打造集产学

研一体的领域高地；艺术展示中心以

美术展览为主，以潮流化、时尚化的

文化业态为辅，集合美术馆、空中酒吧、

轻奢咖啡、小型音乐厅、脱口秀等业

态于一体，打造“动静两相宜”的全

新休闲空间。

上流汇休闲购物广场
位于武夷山路 7 号的上流汇休闲

购物广场，坐落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

融科创中心，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5.6 万平方米，经营面积 2.2

万 平 方 米， 主 街 长 度 615 米， 宽 度

107 米，经营业态包括购物、餐饮、

旅游、休闲、文化、金融公寓、写字

楼等众多现代化业态组合和居住于一

体的高端商业综合体，入驻国际品牌

近 90 个。

上流汇休闲购物广场采用红瓦白

墙拱形的地中海式建筑风格，是唐岛

湾北岸的标志性建筑。先后荣获西海

岸首家省级旅游休闲购物街区、诚信

企业、时尚打卡地、2020 新区消费优

选地、上流汇时尚艺术街区等荣誉称

号，是凤凰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景点

之一，也是西海岸新区特色时尚商业

街区。

天一仁和财富中心
天一仁和财富中心位于城阳区核

心地段，与周边的鲁邦风情街、水悦城、

万象汇、万达广场等高端大型商业综合

体共同打造青岛市北部中心商圈，为展

示青岛形象、提高市民生活品质发挥着

积极作用。作为城阳都市生活的新地标，

天一仁和财富中心涵盖总部级写字楼、

SOHO 办公、服务式公寓、缤纷商业街、

星级酒店等多种产品业态，是 24 小时

全开放式吃喝玩乐街区。

李园时尚风情街
李园时尚风情街，涵盖中杰红星

美凯龙家居生活广场、中杰时代天街

等 4 条特色风情街，包含餐饮休闲、

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等，打造集商业、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时尚风情街，深

受广大市民喜爱，让人流连忘返。

其中的中杰时代天街天桥给平度

市民新添了一出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中杰时代天街由 3 座天桥构成，东侧

直行天桥连接 A 区、B 区，西侧直行

天桥连接 C 区、D 区，中部圆形天桥

是天桥最为重要的中枢系统，作为建

筑主体面向 A、B、C 区以及红星美凯

龙家居生活广场，将 4 个方向通过连

廊连接起来，打通了 4 个地块的二层

商业。中杰时代广场天街为平度增添

一处景观地标和文化地标，成为平度

主城区最具都市气息的特色商业街区

和新晋网红打卡地。

作为最具都市气息的特色商业风

情街区，李园时尚风情街做活街道时

尚经济，成功打造平度现代都市景观、

文化新地标。

平度同和老街
南北走向的平度同和老街全长

1300 米，分为南北两段 ( 南为天成北

为文昌 )，老街建筑以北宋建筑风格为

主。同和老街主打“食、学、礼、和”，

将二十四节气、国学及传统礼仪文化

等内容阴刻于青砖和大理石瓷砖上。

老街北段建有状元坊牌楼、长亭文化

主题公园等，以此纪念胶东惟一的状

元蔡齐，彰显中国“礼、学”文化传统，

拓展文化纵深。

在同和老街中，步入文昌坊，游

览老街榉树，观沿街国学，至状元坊

赏跨马游街图，最后到十里长亭，感

受同和巧面文化，非唯悦目，亦且赏心。

沿老街一路走来，“食、学、礼、和”

四大核心文化就像一幅画卷缓缓舒展

开来，描绘出学子的锦绣前程，让人

们在游览老街的同时，品美食、习国学、

懂礼仪、聚和气。　

（本文图片由 2021时尚青岛系列评选

组委会提供）

Fashion is a cultural form 
that lead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a distinctive el-

ement of a city that can be easily 
engraved on people's memory. Qin-
gdao, an Oriental coastal city with 
a history of over 100 years, boast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fields of 
music, art, drama, etc.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ultural heritage, 
like trickles of water, has impercep-
tibly influenced people's lives and 
endowed Qingdao's urban blocks 
with a sense of art and fashion.

In the 2021 "Fashion Qingdao" 
series selection activity, Rongyu-
an Culture and Art Block, Jind-
ing Square, Leader Lihiai market, 
Happy Bay Theme Cultural Block, 
Ruiyuan · Fanhuali Food Culture 
Theme Block, Qingdao Tianmei Art 
Creation Park Back Street Fashion 
Block, Shangliuhui Leisure Shop-
ping Plaza, Tianyirenhe Fortune 
Plaza, Liyuan Fashion Street, and 
Pingdu Tonghe Old Street were 
selected as the "Top Ten Fashion 
Blocks".

青岛欢乐海湾主题文化街区。
Qingdao Happy Bay Theme Cultural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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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瓷器使人想到中国，樱花

使人想到日本，牛仔使人想到美国一

样，在中国，啤酒一定会让人想到

青岛。登州路 56 号，日尔曼啤酒公

司青岛股份公司的旧址，这里也是

声名赫赫的青岛啤酒博物馆。作为

一个与城市同名的啤酒品牌，青岛

啤酒的历史与青岛的历史紧紧相连。

作为百年青岛啤酒企业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青岛啤酒博物馆集

青啤的发展历程、深厚的文化底蕴、

先进的工艺流程、品酒娱乐、购物

为一体，成为国内首家啤酒博物馆。

相信参观过青岛啤酒博物馆的

人，印象都很深刻。一座西洋式的

红色小楼在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登州

路上很显眼。这座小楼虽然是 1903

年德国人建厂时修造的，但历经了

100 多年的沧桑巨变，依然保存完

好。走进青岛啤酒博物馆，会被一

种浓浓的历史气息所包围。最先映

入眼帘的就是“100”字样的大型铜

雕塑，这是在 2003 年青岛啤酒百年

庆时树立的。而整个青啤博物馆又

分为多个参观游览区域。置身其中，

百年青啤的历史似乎就浓缩在眼前。

在啤酒生产流水线展区可以看到，

为了展示青啤的酿造过程，重现历

史原貌，博物馆在传统糖化车间、

传统发酵池设置了工人生产劳动雕

塑模型，复制出老实验室场景和工

人翻麦芽场景。而“专注”“细节”

这样的词汇是在青啤生产车间随处

可以看见的标语。

青岛啤酒经历了 110 余年啤酒

生产历程，长久以来，“只为酿造

好啤酒”的品质信仰和“有质量发展”

的经营理念，让青岛啤酒不仅积累了

经济的资本，更积淀着诚信的资本。

正是这份用心酿造的“诚信资本”，

让青啤在时光的演进中，越来越有

底气去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竞争。

爱情海湾，
邂逅金沙滩啤酒城别样浪漫

与蓝天碧海相邻，与爱人牵手

依偎，在星空下的篝火旁虔诚许愿，

幻想一场在金色沙滩上举办的主题

户外婚礼……2021 年 6 月 27 日，位

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金沙滩啤酒城

爱情海湾全新亮相，精彩时尚的主

题活动轮番上演，崭新的文旅业态

揭开神秘面纱，于海天之间开启青

岛滨海爱情新地标。

每年的青岛国际啤酒节都会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除了美酒、

美食、活动之外，金沙滩啤酒城优

美的环境更是给游客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特别是近年来，啤酒城围

绕园区自然、艺术、IP 形象等主题，

对景观进一步优化升级，提升了游

玩体验。

据了解，爱情海湾位于金沙滩

啤酒城内南端，拥有超长的海岸线以

及独具特色的滨海风景，并打造了诸

多有特色的主题景观、艺术雕塑，多

角度、多维度、多视觉传播时尚文化。

眺望辽阔的海天一线，漫步白

浪拍打的沙滩，绿树繁花、雕塑林立，

爱情海湾已成为金沙滩啤酒城又一

处亮丽风景，油画般的景色令人沉

醉其中。

花海湿地，感知大自然的魅力
青岛羊毛沟花海湿地位于城阳

区洪滩街道下崖社区，是利用羊毛

沟水系构建成的大面积生态湿地。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个集旅游观

光、餐饮娱乐、婚纱摄影、休闲垂钓、

生态采摘、儿童乐园、宠物乐园、

影视基地、文化传媒、养生度假于一

体的综合性大型生态旅游文化园区。

青岛羊毛沟花海湿地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也是城阳区继鲁邦国

际风情街、国学公园、民超生态游

乐园、四季春生态旅游景区之后，

第 5 个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在羊毛

沟游玩如同进行一场视觉之旅，4 月

中旬，羊毛沟进入油菜花观赏季，

20 公顷金色油菜花海带来的视觉震

撼是你从未体验过的。错过油菜花的

黄色海洋，别遗憾，每年初夏，羊

毛沟薰衣草庄园将迎来最佳观赏期，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游玩。羊毛

沟薰衣草庄园整体占地面积 10 公顷，

共种植了美国薄荷、德国马鞭草、

普罗旺斯薰衣草和荷兰四季薰衣草 4

个香草类品种，并开设了薰衣草种

植园、婚纱摄影、薰衣草精油提炼

等多个项目。

近年来，羊毛沟花海湿地通过

举办赏花节、赏灯节、水上啤酒节

等大型旅游节会活动，每年吸引数

十万游客来此旅游休闲，已成为青

岛北部知名度较高的近郊游目的地。

此外，园区还配套了山东半岛

首个“非标准化”主题乐园，包括

稻草人乐园、轮胎乐园、风车乐园、

宠物乐园四大主题乐园，让来到这

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一场美丽

芬芳的视觉之旅。此外，这里还有

青岛首家迷雾恐龙岛、彩虹滑梯等

各种网红打卡游乐点，并种植了近

百亩网红粉黛花海以及国内首个红

地肤花海。10 月进入最佳观赏期，

是游客们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崂山，感知海上仙境的独特
崂山耸立于黄海之滨，气势雄

伟，山海紧错，岚光变幻，云气离合，

文 /韩海燕

城市之美，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欣赏，也需要我们去建设和打造。而青岛的美似乎是说不尽的，

在这座风情万种的城市里，既有迷人的海上风光，又有舒适的花楼洋房，既有老城的历史沧桑，

又有新区的繁华时尚。红瓦绿树、金沙白帆，绵长的海岸线上，有沙滩、有海湾、有港口，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漫步海边，看云卷云舒、潮起潮落，在这里体验步步皆美景的无限魅力。

Must-Go Fashion Places: Activate the City's "Fashion Gene" and Enjoy 
Qingdao's Most Beautiful Scenery

激活城市“时尚基因”  打卡青岛最美风景

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如今已成为跨越四季、全年可享可看可玩的度假综合体。
Cangma Mountain International Tourist Resort has become a holiday complex able to entertain tourists all year round.

从历史的长河中翻阅青岛，我

们已然发现，这座百年城市不仅蕴

含着很深的文化气息，制造了许多

的城市经典，还拥有一个个独特的

网红打卡地。

为宣传青岛时尚品牌，繁荣时

尚产业，此前，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

攻势指挥部在全市开展了 2021 时尚

青岛系列评选活动。经青岛各区市和

相关单位选拔推荐，并经大众投票和

专家评选，评选出了 10 处时尚景点

打卡地，而这里蕴含的一个个青岛的

时尚因子，让每一处微小的个体能够

释放光芒，以点带面多元融合，助力

着整座城市的时尚品质提升。

啤酒博物馆，
百年青岛的历史浓缩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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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闻名遐迩的海上名山，也是国务

院确定的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之一。

崂山形成于亿年前的白垩纪，

经过漫长岁月的沧桑巨变，天工造

化，在大自然的雕凿中，形成了雄

伟、壮观、奇特、秀丽的地貌形态。

山脉以巨峰为中心，向四方延伸。

按自然走向分为巨峰支脉、三标山

支脉、石门山支脉和午山支脉。崂

山东部和南部紧逼大海，形成山海

相连的独特景观。蜿蜒曲折的海岸，

形成了许多岬角和海湾，大小岛屿

星罗棋布。海上看山，群峰攒簇，

云雾缭绕 ; 登山观海，烟波浩渺，水

天一色。每当风疾波涌之时，惊涛

裂岸，浊浪排空，迸珠溅玉，咆哮

轰鸣。古往今来，皆以“山海奇观”

称颂崂山。

此外，由于崂山山势陡峻和地

形复杂，形成了上下不同、内外迥异

的小气候，山南麓的太清宫一带名为

“小江南”，巨峰北侧的北九水则称

“小关东”。气象景观更是颇具特色，

夏秋之际，如絮似缕、变幻无穷的云

海，春末夏初，溟蒙飘渺、弥漫翻腾

的海雾，为崂山平添了无限风光。

今日之崂山，以其优美的山海

风光和博大的文化内涵，成为青岛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组成部分。崂

山也成为欣赏风景、度假休养、游

览观光和开展科学文化活动的国家

重点名胜区域，屹立于黄海之滨，

为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藏马山，远离喧嚣的一方乐园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种桃

种李种春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乐园，欢声笑语享风月。我们都渴

望放下一切疲惫，离开喧嚣的都市，

来一场真正的旅行回归自然，邀三五

知己，醉酒当歌。

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青

岛西海岸新区藏马山南麓、开城路

两侧，占地 31.5 平方公里，是由旅

游、地产、农业 3 个板块复合而成

的度假养生综合体，其中藏马山旅

游板块又囊括了千禧谷、汽车营地、

森林公园、植物园、藏马公社、御

马场、蓝莓小镇、森林温泉、滑翔翼、

滑雪场、直升机观光、养心谷 12 个

子项目，使得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

区成为跨越四季、全年可享可看可

玩的度假综合体。

在度假旅游之外，藏马山养生

养老版块推出高端山体别墅私人定

制业务，新亚洲建筑风格之下，无

论空间、功能、配置等，最大程度

尊重业主选择，加之佳平医疗、生

态农场、中小学幼托，都使得藏马

山成为享受自然山林生活的新鲜开

始。并引进以色列、德国等国际先

进农业种植技术，从瓜果蔬菜到花

卉种植进行最为专业的培育，使得

藏马山的绿色产业更加的生态化与

多样化。

作为半岛深度养生度假的旗舰

型产品，青岛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

区以宽泛的度假资源跨度，囊括众

多山地运动项目，动静皆宜，养生、

度假、居住复合而存。

杨家山里，
尽享山光水色的快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份悠闲的田园生活，在如今快节奏

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

让匆忙的都市人在喧嚣中找到一片

净土，依山而建，傍水而居的杨家

山里做到了。

在铁镢山、月季山、睡牛山的

环抱下，天然水系将上沟、墩上、

黄泥巷、东南崖等 7 个村庄串联起

来，河道顺应山谷蜿蜒曲折，村庄

沿河分布，山、水、村有机融合，

宛若天成，当地人把这儿称为“杨

家山里”。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

区铁山街道将毗邻铁山水库的后石

沟村一并纳入，形成占地总面积 23

平方公里的杨家山里片区。利用“三

山环抱、一河穿梭”的独特地理位

置和“林深谷秀、独特物候”的资

源禀赋，以上沟、墩上、黄泥巷、

大下庄村为核心区主打采摘、民宿

和餐饮，以东南崖村为核心区建设

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以后石沟

村为核心区打造乡村影视基地，按

照“原山原水原生态、原汁原味原

生活”理念，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

旅游新名片，杨家山里红色文化游、

生态观光游、影视主题游相互交织，

西海岸新区乡村游从这里启航。山

里原宿享有杨家山里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赏景大露台、落地山景茶

室是你灵魂最好栖息地，温暖明亮

的主色调，与窗外的山景冷暖呼应，

满满的包裹感；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公用区域宽敞、每个房间又各有私

人空间，适合个人结伴或家庭出游，

是青岛西部时尚人士的景点打卡地。

此外，太平角·万博汇、五四

广场、青岛凤凰之声大剧院、仙足

山风景区也被评为十大时尚景点打

卡地之一……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青

岛这般特别，而青岛众多的“特别

之处”中，有许多是无法复制的经典。

走进这座城市，可以欣赏到异彩纷呈

的文物建筑及美轮美奂的景观风貌，

又能够了解跌宕起伏的历史变幻，感

受青岛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文

化融合力与创造力，领略到人文与

自然融和共生的经典价值，那些美，

就藏匿于青岛的每一个角落。

（本文图片由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

选组委会提供）

A c i t y ' s  b e a u t y  a w a i t s 
our discovery, appre-
ciation and creation. It 

seems there is no end to Qingd-
ao's beauty. From charming sea 
scenery to comfortable and gor-
geous-looking foreign-style villas, 
from the old urban area rich in 
historical heritages to the pros-
perous and stylish new area, this 
city has a lot to offer. Red tiles, 
green trees, golden sands and 
white sails, along the long coast-
line there are beaches, bays and 
ports, allowing people to breathe 
in the soft air, stroll along the 
beach, watch the clouds gather 
and spread and the tide rise and 
fal l ,  experiencing the infinite 
charm of beautiful scenery avail-
able everywhere.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Qingd-
ao, we may find that this city with 
over 100 years of history has devel-
oped rich cultural heritage, created 

many urban classics, and given 
birth to numerous unique Inter-
net-famous must-go places.

To publicize Qingdao's fash-
i o n  b r a n d s  a n d  d e v e l o p  t h e 
fashion industry, the Headquar-
te r s  o f  the  Campaig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dao Inter-
nat ional  C i ty  o f  Fashion and 
Lifestyle carried out 2021 "Fash-
ion Qingdao" ser ies  se lect ion 
activity across the city.  After 
selection and recommendation 
by all districts and county-level 
cities of Qingdao and relevant 
units, and through public voting 
and expert selection, 10 must-go 
fashion scenic spots have been 
chosen. The fashion elements of 
Qingdao these places embody 
enable each tiny part within to 
shine and blend in a diversified 
manner,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tire city's 
fashion quality.

位于太平角的挪威芬兰体验馆吸引了诸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The Norwegian and Finnish Culture Experience Museum located on Taipingjiao Road attracts many citizens and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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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筷”精致美味
都说，刻在 DNA 里的味道，即

使时光流逝也不会忘记。有时，味道

的确会让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让人回想起一餐饭、一个人，甚至是

一座城——用味道去寻回过往，时常

会唤醒最深的记忆。 

民以食为天，相信对食物抱有

热忱之心的城市，定是充满人情趣味

的城市。在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选

中，人们纷纷好奇：是谁在彰显时尚

品质的同时用美食诱惑着味蕾呢？

位于海天大酒店 3 层的宴海阁

中餐厅，汲取了粤菜和鲁菜灵感，精

选上乘当季食材的同时，更融入厨师

团队的灵犀创意，将传统菜色以全新

形式惊喜展现。黄金蒜蒸大圆贝、鲜

芦笋蜜豆青岛对虾球、挂炉蒜香脆皮

鸡、招牌鲍鱼红烧肉、竹笙扒芦笋、

齐鲁印象、台州虾皮拌胶州白菜心、

燕窝杨枝甘露……这里的每一道菜

品，精致且可口，无论品相、色泽、

味道都像是艺术品。餐厅的大厅及包

厢均设有超大的开放式厨房设计，制

造更多互动空间，让客人观赏到每一

道佳肴制作的全过程，尽享食之美味、

鲜味与趣味。

怡情荟是一家北依浮山、比邻

雕塑园的海景餐厅，新中式风格的双

子别墅，尽显简约高雅。这里的菜品

很有特色，传承 28 年匠心经典，遵

从四季时令，甄选食材，融合创新，

将世界食材本土化、本地食材国际化。

烤鸭鱼子酱、松露汁鸡油菌二头青岛

鲍、鸡油蒸甜晒大鲈鱼、沸腾鳗鳞鱼、

腌汁毛蛤蜊、海肠水饺……怡情荟在

发挥食材最优质属性方面独树一帜，

重新开启人们对“青岛菜”的味觉和

感知。可谓是“用美食烹饪生活艺术，

取海洋极鲜之材，萃山川自然之味，

用心呈现一席珍味佳肴。”

铭家·小院私家菜是山东青岛

的品质餐厅代表，以青岛文化为基

底，以“尝鲜品美味知道”和“丰俭

随人有铭家”的理念，开辟出属于自

己的特色。老虎菜拌海参、海蜇里子

炖白菜、自制肉脂渣、蟹肉小豆腐、

崂山散养大公鸡、清汤扇贝丸、海鲜

饺子……铭家·小院私家菜一直在保

护鲁菜传统文化中寻求突破与求变，

用纯粹之心发现好食与美食，随着时

间的推移不断丰厚，传统与创新间，

充满融合之美。

青岛电视塔云景旋转餐厅海拔

226 米，位于青岛电视塔塔碟位置。

自助餐厅提供几百余种多国料理，在

就餐同时，可 360°旋转欣赏青岛美

景，是情侣约会、家庭聚餐、公司团

建的理想场所。值得一提的是，电视

塔 10 层以下游览区域免费参观，优

雅的环境配上丰富多彩的美食，让你

尽情享受饕餮盛宴。

“ 那 些 年 我 们 一 起 吃 串 的 地

方”，名字虽长却不拗口，年轻人更

喜欢称它为“那些年”。自 2014 年

创店以来，“那些年”目前已有 35

家分店。2020 年，“那些年”进行

品牌升级，倾力打造 5.0 版本——老

青岛沉浸式体验空间，在复刻真实而

完整历史的同时，融入了当代生活元

素，不仅成为夜晚好友一起喝酒撸串

的地方，还成功实现了传统建筑的新

生。去“那些年”，就像一秒穿越回

几十年前，眼中所见，亲切而温暖。

作为全国连锁，313 羊庄的羊肉

全部采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优质品

种“乌珠穆沁羊”，具有肉质鲜嫩、

口感浓香不腻、无膻味的特点。重要

的是，鲜羊肉现切现煮，以清水还原

羊肉本身的鲜味。同时，313 羊庄传

承火锅文化之精髓，口味地道纯正、

口感鲜美醇厚。

作为日料自助餐厅，鲜稻精致

料理，无论在青岛的自助餐界，还是

在日料界，都有不错的口碑。这源于

它所秉承的创业初衷“呈鲜本味、溯

稻之源”：传扬匠人精神，货源源头

甄选，用最新鲜的食材，做最传统的

日料，做品质最好的日料，踏踏实实

做事，诚心诚意待客。如今，采用德

国比尔森麦芽酿造而成的鲜稻精酿啤

酒一经上线，便收获无数好评，这种

采用 Ale 上发酵工艺的啤酒，发酵周

期长、口感醇厚。

豐禾市集是一家集西餐、糕点、

烘焙、咖啡、饮品等元素为一体的欧

式风格餐厅，特聘专业团队，精心为

大众料理最美味的食物，并开创性地

文 /Lisa

有时，爱上一座城市，是从味蕾开始的：一道美食，能打开心底的某种情感；一家餐厅，

能锁住记忆深处的一段欢愉；一家咖啡馆，会刻录旅行中的一段时光……用味蕾去品位一座城，

往往更深刻，也更加念念不忘。

舌尖上的青岛，有传统淳朴的一面，有鲜活生动的一面，有现代时尚的一面。如果有一天，

可以用味蕾感受青岛的时尚，那一定不要错过。

Experience Qingdao's "Fashion" With Taste Buds

食尚青岛，始于颜值忠于味蕾

那些年我们一起吃串的地方。
The Place We Had Kebabs Together Back in Thos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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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更加追求时尚、文化、温度、情

感的交融，这使大批顾客的身份由“客

户”转为“朋友”，“小团月”还吸

引了青岛时尚界、艺术界、商务界、

金融界人士及机构前来举办活动。

“鲸落十里，一念成山”，在

金沙滩啤酒城东南面，隐藏着一间名

字叫作“鲸落”的迷你咖啡馆。“人

间最美，不过鲸落，愿化身为孤岛的

鲸，生于海，归于海，长于海，隐于

海。”试问，谁不想在这样的意境中

偷得浮生半日闲呢。在这里，吹着海

风听着海浪，看海边的日出与日落。

坐一坐，静一静，听海浪讲述着山与

海的故事，看山花诉说这里的传奇；

品一杯精品咖啡，听最舒心的歌。

“杏运咖啡”开在毛家山古村

落里，推开林荫掩映下的门，在自

然、低调与意趣阑珊间，视觉和嗅觉

瞬时苏醒，喜悦如花欣然绽开。何其

有幸，在古朴山野间邂逅这处乡村咖

啡屋——幸好有你，在丝丝缕缕的抽

离中，滋生出宁静又沉稳的力量，收

获一点点俏皮的小确幸。“悦纳你的

所有情绪与倾诉”，这里的时光值得

浪费，因为会让内心丰而臃。

作为青岛首家体验式咖啡馆，

前方咖啡以高端复古的环境成为商务

人士的选择之地，特色 DIY 虹吸咖

啡吸引了大批咖啡爱好者前来打卡。

前方咖啡十分注重咖啡爱好者的体验

感，因此始终以高品质的咖啡和优质

的服务来打造这处咖啡圣地。

HALOSOUL COFFEE 凸 显 精 品

咖啡文化，竭尽打造都市打卡地，采

用现代工业风结合克莱因蓝等时尚元

素，致力于带给新时代年轻人不一样

的咖啡体验。

万利咖啡坐落于唐岛湾畔，不

仅环境优美，更具品位格调。执着于

品质，“万利”严选食材精心制作的

咖啡馆；执着于温情，“万利”营造

舒心暖意；执着于感性，“万利”像

家人般日日相伴——就像是会客厅，

不远“万利”且“啡”你莫属……

“矢量”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的量，西西弗借了它“向上的量”将

其英文名命为“UP coffee”，其中也

有“西西弗斯永恒向上推动”的寓意。

这间极具欧式风情的咖啡馆，雅宜舒

适、独具情调，落地大玻璃窗于气派

中透着浪漫，突出阅读的时代感和现

代感，非常适合慢下来静静悦读，咖

啡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生活享受，

也是一种阅读情调。

云朵咖啡是平度东区惟一一家

咖啡店，店里特意选取 100% 阿拉比

卡种咖啡豆，未经烘焙的咖啡豆闻

起来如同青草般的清香气味，而经

过适当的烘焙后，则不经意间溢出

果香与焦糖风味。在专业的咖啡器

具的磨合下，丰富而清冽的咖啡香

气散发而来。

（本文图片由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

选组委会提供）

海天大酒店宴海阁中餐厅。
Yanhai Pavilion Chinese Restaurant of Haitian Hotel.

小团月·饮舍。
Moon Tea.

鲸落咖啡。
Jingluo Coffee. In the 2021 "Fashion Qingd-

ao" series selection activity, 
people wonder which places 

are tempting people's taste buds 
with delicious food while showcas-
ing their sense of fashion.

In the selection activity, Yan-
hai Pavilion on the 3rd floor of 
Haitian Hotel, Yunjing Revolving 
Restaurant of Qingdao TV Tower, 
Liaofan Hawker Chan restaurant, 
The Place We Had Kebabs To-
gether Back in Those Years, 313 
Yangzhuang (a mutton restau-

rant), Yiqinghui restaurant, Ming-
jia Xiaoyuan Homemade Dishes, 
Shangliuhui Seade Cuisine,  In 
The Oven Bakery & Market, and 
Pingdu Huaxi Hotel were selected 
as the "Top Ten Fashion Gourmet 
Food Destinations"; Haihui Time 
Coffee, Front Coffee, Wuyuan Cof-
fee Western Restaurant, Sisyphe 
Up Coffee, Moon Tea, Halosoul 
Coffee, Xingyun Coffee, Shangli-
uhui Wanli Coffee, Jingluo Coffee 
and Yunduo Coffee were selected 
as the "Top Ten Fashion Cafes".

将来自南美的香料滋味、西班牙的乡

村口感、浓郁地欧洲文化风情，以及

复古与时尚完美融合环境、充满人情

味的优质服务，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了凡香港油鸡饭面”大有来

头，其创办人陈翰铭在 2016 年 7 月

获得“米其林一星”的殊荣，打破了

米其林百年传统，破例首次颁发一

颗星荣耀给摊贩。截至目前，这个来

自新加坡的美食已经在 7 个国家开设

30 多家了凡特许经营店。

风格独特、尽显奢华的华玺酒

店位于平度市繁华的东部商业中心，

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酒店之一，不仅拥

有 300 余间各类高档客房，还有中西

餐厅、大型宴会厅、大堂吧、康体娱

乐等设施，平度华玺酒店秉承“用心

去做，永不满足”的利群精神，竭诚

为每一位宾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一“杯”温柔时光
暖阳下，由一杯咖啡开始的柔

软时光里，能闻到城市的香浓，人们

喜欢一边享受时间在光影下的静静流

淌，一边感知青岛的百般滋味、万

般韵味，从陌生到熟悉，从喜欢到着

迷，直到渐渐爱上她。偷得浮生半日

闲，一杯咖啡、一块蛋糕、一首轻缓

的歌……不仅风景，这座的时尚感和

慢生活，也在咖啡杯里。

坐落在小鱼山脚下的海惠年代

咖啡屋，位于福山支路 22 号，这家

近 15 年的老咖啡馆，给人老城特有

的浪漫温馨。店门口繁花锦簇，吸引

过路的人，而这里的咖啡、饮料、甜

品和简餐更是靠一流的品质和口味俘

获一众粉丝。

八大关太平角五路 3 号，是一

家名叫“雾缘海景”的咖啡餐厅，靠

着抗打的颜值和独一份儿的海景成为

热门的下午茶打卡地。除了各种高品

质咖啡，这里的小熊蛋糕、彩虹蛋

糕、水果捞小火锅等都是非常出片的

甜点。二楼的全海景民宿，更赋予了

“雾缘海景”新的生机，也成为了青

岛的网红打卡地。在这里，可以惬意

享受海边阳光与艺术悠闲惬意时光、

带着独有的咖啡情怀，店主人在这闹

中取静的海滨开起了这家咖啡店，赋

予美丽爱情启航的地方，寓意“白头

到老”的开始。

作为青岛的首家中式风格咖啡

厅、首家咖啡与茶集成店，小团月·饮

舍拥有欧式花园庭院和别致双层场

馆。“小团月”取自苏轼诗句“独携

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在

讲求专业度和差异化的同时，“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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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酒吧有很多，有的颇具

年代感、有的颇具小资范儿、有的颇

具时尚范儿、有的颇具艺术范儿……

各式各样的酒吧临立于街头巷尾。

当然，此前公布的 2021 时尚青

岛系列评选活动中的十大酒吧也是各

具特色。

TSINGTAO 1903
啤酒泡沫蒸腾起一座城市的烟

火气，没有什么比一杯冰爽的青岛

啤 酒 更 令 人 心 情 愉 悦。TSINGTAO 

1903 二 厂 直 营 店 隶 属 青 岛 啤 酒 二

厂，位于常宁路，毗邻地铁大厦、

四方古建筑街，人文气息浓郁。在

TSINGTAO1903 青岛啤酒吧，为你专

属定制了不同口味的青岛啤酒，更将

一个“鲜”字发挥到了极致。下线

24 小时内的新鲜啤酒，被全程冷链

运输到店，并把啤酒工厂的锁鲜设备

直接建在店中。每天清空酒液管道，

只卖当日酒，确保你喝的每一口酒都

是最新鲜的。

除了新鲜，这里还是一个能把

啤酒喝出格调的地方。精致的 ONE 

BY ONE PLUS 啤酒，从纯净澄澈的

纯生、流淌金色的皮尔森、醇厚朦胧

的原浆、琥珀色的 IPA、黑玛瑙般的

黑啤……口感依次递进，喝下 6 杯恰

好处于清醒与微醺之间，酒花香气在

舌尖蔓延发酵，气氛来的刚刚好。

音乐是美食美酒最好的佐料，

不眠的夜晚，啤酒激活味蕾，音乐叫

醒耳朵。这里汇集民谣、摇滚、流行

等各音乐门类的独立音乐人、知名团

队与唱作人，每日在餐饮现场掀起文

艺的狂潮。

将青岛啤酒的经典好味，与音

乐、美食、创意、文化、艺术相结合，

让灵感更具象化的表达，成为原创音

乐的催化剂。配合一系列精彩的现场

啤酒主题互动，不同情境搭配不同的

啤酒与美食，共同沉浸在这一出“金

色啤酒畅想曲”的戏剧中。

胭脂精酿酒馆
华灯初上，位于青岛西海岸新

区金沙滩啤酒城的胭脂精酿酒馆飘出

阵阵酒香，这里是灯光、啤酒、音乐、

美食交织成的欢乐海洋。

迈入胭脂精酿酒馆，宛若走进

了一个酿酒坊，几个大型的发酵罐和

储酒罐格外惹人注目。胭脂精酿酒馆

拥有一套完备的自酿啤酒工艺，从原

料粉碎、糖化，到过滤、煮沸，再到

回旋冷却和发酵，每个环节都精益求

精。正所谓美酒配佳肴，胭脂精酿酒

馆主打精酿啤酒之余，还为顾客准备

了丰富的菜品。蛤蜊、海螺、扇贝、

鲍鱼、龙虾等海鲜应有尽有，精肉、

五花肉、羊肉、鱿鱼、板筋等烧烤一

应俱全。据介绍，“胭脂”于 2015

年登陆青岛，旗下“胭脂酒馆”以

live 音乐现场为核心。2019 年，“胭

脂公社”和“胭脂精酿酒馆”两大崭

新品牌横空出世，强势入驻青岛西海

岸金沙滩啤酒城火凤凰酒吧街，与酒

吧街的诸多商家共同丰富了啤酒城的

经营业态，点亮了西海岸夜生活。

红树林 1+X 影吧
2018 年 12 月 16 日，全国首个“第

三代影院”三亚 1+X 红树林影城在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一亮相就惊艳众

人，上百位电影界的重量级嘉宾和影

迷们不仅在这里观看电影、交流互动，

还充分体验了第三代影院带来的全新

电影生活方式。除了三亚，北方首家

第三代影院也早已落户青岛红树林度

假世界里。

这是一场真正的观念革命，颠

覆了“影院只是卖电影的地方”！青

岛红树林度假世界 1+X 红树林影吧

拥有 24 个设计风格迥异、功能多样

的 1+X 影 厅（7 个 同 步 影 厅、13 个

点播影厅、4 个 360 度全息投影极光

餐厅），以院线点播、民谣演出、欢

唱、桌游等休闲娱乐为主。所有 1+X

影厅均配有放映、点歌、游戏等设备，

能满足 KTV 嗨唱、看电影、玩游戏、

用餐、轰趴、求婚、过生日、看球赛、

开小会、读书、看展览……完美诠释

了“想干嘛就干嘛”的电影生活体验。

另外，1+X 红树林影吧还设有台球、

英式足球、脚踢式台球，消费者均可

免费使用；每周固定时间有乐队演出，

每月固定举办主题活动，结合“唱歌

+ 交友”的模式丰富游客的度假生活

体验。更可以随心所欲躺着看电影，

院线同步电影想看就看，不受档期限

制，在这里电影“永不下线”，往沙

发上一窝，每部电影挨个儿看遍。还

可以在这里举办生日宴会、告白求婚

等各种娱乐活动，摆脱到处跑场，与

好友一起沉浸在光影之中。

民谣的小屋
啤酒节、文化大集、光影秀、

民谣季、免单节……即墨古城，一座

承载千年城市文脉的古城，一边连接

着千年商都的厚重色彩，一边延续着

开放包容的城市态度。如今妥妥地成

为青岛必选网红打卡地，在这里你可

以静静“聆听”一座座建筑的历史故

事，品尝一家家全国各地的美食，搜

寻牌坊街下的非遗文创，听民谣赏戏

曲看演出，N 种方式定会让你流连忘

文 /韩海燕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当炫彩的霓虹开始闪烁，一场属于夜晚的“盛宴”就这样悄然来临。

此时，你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在夜游青岛的倒影中欣赏城市的灯火阑珊，可以在城市音乐

厅中沉浸于一场艺术演出的歌舞升平，可以在器材十全的健身房里跟着节拍挥汗如雨，或者可

以寻觅一家深藏于街角小巷中的酒吧释放自己……

也许，这才是时尚青岛的夜生活，这其中，酒吧的魅力是不可缺少的。

Fashion Bars: Explore the Charm of the City at Night

探索城市夜色下的魅力

The Way 精酿酒馆如同一所温暖而又时尚的生活美学体验馆。
The Way Brewing is like a warm and fashionable life aesthetics experie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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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night falls and the 
colorful neon lights be-
gin to gleam, a "feast" 

belonging to the night unfolds qui-
etly.

At this time, what can you do? 
You may enjoy the dim lights of 
the city in the reflection on a 
night tour of Qingdao,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singing and danc-
ing of  an art  performance in 
the city's concert hall, sweat it 
out following the beat in a ful-
ly-equipped gym, or find a bar 
hidden deep inside the streets 

and  a l l ey s  t o  b low  o f f  s ome 
steam...

Maybe that is the fashionable 
nightlife in Qingdao.

Qingdao is home to many bars, 
some of which evoke a sense of 
period, some are bougie, some 
are fashionable, and some have 
an artistic touch... All kinds of 
bars stand on the streets.

The previously announced top 
ten bars in 2021 "Fashion Qingd-
ao" series selection activity also 
each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
tics.

返念念难忘。

民谣的小屋就位于即墨古城内，

以“啤酒坊 + 民谣演艺”为经营模

式，上百种全球进口精酿啤酒搭配威

士忌、特色鸡尾酒、米酒、清酒、烧

酒及特色软饮，每天民谣乐队现场演

绎，平缓的民谣曲调、朴实的歌词，

三五好友可以相聚在这里，听民谣，

忆往昔，谈天地，邂逅生活的美好。

The Way 精酿酒馆
The Way 对于精酿的理想是“精

确”之精。以其引进自美国的高端设

备，与足以实现工厂式精酿的 5 吨自

酿产线规模，既能打造空前的数量，

也能实现对精酿啤酒来说至关重要的

品质要求。相对于街头巷尾即能买到

的批量化、标准化工业啤酒，精酿啤

酒更具个性，与对啤酒口感的大胆实

验精神。

这所精酿馆如同一所温暖而又

时尚的生活美学体验馆。The Way 背

靠国信体育场的各种体育赛事与演唱

会所提供的巨大流量，构成了对啤酒、

文化、音乐、体育等中青年人群兴趣

点的一种有效联接。

国信体育场周围还有创客工作

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美术馆与绘

本馆等，这些也构成了精酿啤酒年轻、

快乐精神的外延。而不同兴趣追求之

间的流动与摩擦，如同精酿啤酒“高

纯厚度”一样改变我们的趣味和消费

方式，更改变生活。

那么，“The Way 精酿啤酒”这

家全新的精酿园地，除了得天独厚的

位置和先进的理念以外，在产品和店

内环境上又有哪些令你意想不到的惊

喜呢？

首先，是 The Way 独家推出的 8

款自酿鲜啤，包括 IPA、艾尔、波特、

世涛、拉格……上好的啤酒花，麦芽

的芬芳，令人欲罢不能的口感，足以

点燃你灵感的火花，或释放你一天工

作结束后重新焕发的精力。

其 次， 尤 其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The 

Way 配酒餐品的丰富多样：西餐有近

百款选择，足以满足对不同口味搭配

的需求，甚至由意大利披萨协会会长

亲任技术顾问。此外，还有立足本土

口味的大胆创新菜品，在青岛这片啤

酒之乡实现餐饮本土定位和前沿理念

的结合，是团队的梦想。

还 有， 这 里 有 音 乐！ The Way

的餐厅呈开放式设计，面积充足，足

供小规模演唱会使用。这里提倡的是

幽静而不过分喧闹的饮酒气氛，但对

民谣、摇滚、爵士都是来者不拒，音

乐的口味就如同精酿一样丰富。与此

同时，The Way 还提供能带回家的精

酿——不要小瞧这背后的技术与资金

投入——精酿可以瓶装，还可以装在

按照顾客要求进行个性化定制的保鲜

酒罐中运送。从此，精酿可以在家中

自酌自饮，也可以在户外野餐中携带

并取出，制造出令亲友惊叹的新鲜气

氛。于是，本就源自于自然芬芳（啤

酒花、麦芽）的啤酒，又将回到自然

界草叶的清凉芬芳中。

青岛 City Moves 酒吧
国际水准的声光电体验、巨型

千人室内燥热舞池，青岛夜色下的璀

璨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青岛

全新娱乐坐标，MOVES 电音派对品

牌，集合全球一线流行和独立音乐思

路优势，全方位呈现超体感、沉浸式、

全自动化未来派对空间，与环球流行

文化趋势接轨，展现顶级百大电音派

对现场视听体验。

据了解，作为 Billboard China 官

方指定音乐现场的 City Moves 现有 3

个原创 IP。Trance Nation，打造了国

内首例交响乐团助阵 Trance 的 club

现场；CMC Carnival，首创国内月度

沉浸式嘉年华；Hard Nation，山东首

个 Hardstyle IP，第一季便已成为山

东现象级现场。City Moves 曾邀请到

Higher Brothers、王以太、Quintino、

Tujamo 等众多国内外优质艺人到青

岛演出，在中国电子音乐场景中发出

了来自青岛的声音，现已成为山东代

表性 Club。

除此之外，PERI BAR 小丑派对、

三旬音乐酒馆、赫威达时尚酒吧也入

选此次十大时尚酒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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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这里都有不一样的

故事和歌声……邀你共享音乐与美酒

盛宴。

夜晚，不如走进酒吧，去体验

城市里不一样的“烟火气”。

（本文图片由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

选组委会提供）

在红树林 1+X 影吧，可以充分体验全新电影生活方式。
In Mangrove 1 + X movie bar, one can fully experience a new movie lifestyle.

在 PERI BAR 小丑派对，共享一场音乐与美酒的盛宴。
Enjoy a feast of music and wine at the Peri Bar Clown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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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选中，

德衡蓝海美术馆、青岛市美术馆、岛

市李沧区融源美术馆、胶南年画美术

馆、青岛油画院、蕴美术馆、西海美

术馆、青岛宝龙美术博物馆、青岛三

见山水书画院、卉君美术馆 10 家画

廊获得“时尚画廊”的荣誉；骆驼祥

子博物馆、青岛邮电博物馆、青岛

一九零七电影博物馆、李沧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物馆、青岛天工龙泉青瓷博

物馆、青岛浮山窑陶瓷艺术博物馆、

金沙滩啤酒文化博物馆、青岛·海底

隧道博物馆、青岛滨海学院世界动物

自然生态博物馆、青岛秋宝斋指墨画

博物馆 10 家博物馆获得“时尚主题

博物馆”的荣誉。它们中，既有已经

发展成熟的，也有正处于发展阶段的

画廊及博物馆，相同的是，它们为青

岛的时尚氛围和城市气质奉献了一份

力量。

无法错过的美术馆
在市南区大学路上，最美的风

景要数浓荫蔽日的百年法桐，棵棵粗

可合抱，树皮斑驳，灰白相间，树冠

擎天，配合着路旁的红瓦屋顶，表现

出高贵和典雅，有一种油画般的美。

大学路的一切似乎单纯是为了浪漫而

生，这里没有过多商业化的气息，但

绝对不缺乏情调，而青岛市美术馆便

坐落于此。

绕过外面熙攘的人群，走进青

岛市美术馆，像是进入了一个与世隔

绝的诗意天地，这里的院落以三进布

局，集合了罗马柱廊式、中国宫殿式

和阿拉伯式 3 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据

了解，青岛市美术馆于 2006 年 6 月

开馆，占地面积 16942 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 10046 平方米，是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青岛市美术馆是以收

藏、研究、展示近现代各类美术作品

为重点，带动其他功能全面协调运作

的近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展示中国画、

油画、水彩画、书法、篆刻、雕塑、

摄影等作品为主。无论是大学路，还

是青岛市美术馆，他们以那种独有的

姿态隐藏在车辆轰鸣、喧嚣繁华的都

市一角，已经成为青岛最有品位的一

道风景。

精彩如他，错过既是遗憾
西海美术馆位于青岛西海岸新

区依海而建的国际化艺术社区——西

海艺术湾内，是由 12 间相互连通又

文 /米白

“时尚”赋予一座城市更动人心弦的魅力，而在时尚的含义里从不缺少艺术的存在。一座

有着诗情画意的城市，怎能不时尚。青岛，不仅用它独特的美景为人们勾勒和定义“诗情画意”

的真正内涵，也用它独到的艺术魅力向人们展示着其特别的品位与价值。

Fall in Love With the Glamorous Art at First Sight, See the Kaleidoscopic 
World in One Gallery or Museum

一见倾心艺术瑰丽  一馆看遍万千世界

西海美术馆让人一见倾心。
Xihai Gallery makes people fall in love with it at first sight.

金沙滩啤酒文化博物馆馆内一瞥。
A glimpse into Golden Beach Beer Culture Museum

青岛·海底隧道博物馆是全国公路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Qingdao Undersea Tunnel Museum is a national highway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base, a soci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ase in Shandong and a patriotism education base in Qingdao.



关注 /聚焦 Highlight/Focus

026
SAILING CITY

027
SAILING CITY

馆，主要以收藏、研究、展示青岛市

非遗项目“胶南年画”为重点，每年

开展艺术交流和学术研讨20多场次，

参观人数 3000 余人，是青岛西海岸

靓丽的文化名片和文旅打卡地。胶南

年画美术馆常年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记录一条不平凡的路
2011 年 6 月，青岛胶州湾海底

隧道建成通车，青岛胶州湾隧道展示

馆随之建成。但当时，展示馆主要用

于展示胶州湾隧道的建设过程，并未

对外开放。2014 年，展示馆获得山

东省文物局批复，成为博物馆。2015

年开始进行展览陈列改造工作，2017

年 9 月底，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由

此，青岛·海底隧道博物馆成为了国

内首家以海底隧道为主题的国有行业

性博物馆。不仅在中国，就算在世界

上，以海底隧道主题的博物馆也是不

多的。

青岛·海底隧道博物馆是全国

公路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社会科学

普及教育基地、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博物馆拥有实物及照片展品近

千件，包含隧道设计建设的一大批珍

贵资料，是国内第一个集知识普及、

安全教育、文化观摩、档案珍藏、休

闲体验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海底隧道

主题博物馆。

泥与火的欢歌
成立于 2019 年 5 月的青岛浮山

窑陶瓷艺术博物馆，其前身是青岛大

学浮山窑陶艺工作室，也是青岛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许雅柯经过 20 多年的

专业教学积累，通过师生多年社会调

研和文创产品研发，形成的独具地域

文化特色的文创基地，是一个集历代

陶瓷收藏精品陈列为主，国内外陶艺

大师代表作品为辅的综合场所。

馆内长期陈列 20 多年来浮山窑

师生创作的陶艺精品，同时展示的还

有历代陶艺作品，以及陶瓷艺术历史

的图文介绍，让人全身心感受陶瓷艺

术世界的魅力。这里是集陶瓷艺术创

作、陶瓷专业人才培养、高端学术活

动策划和推展、文旅产品开发等综合

功能的专业平台。2019 年 5 月经山

东省文旅局认证批准正式设立青岛浮

山窑陶瓷艺术博物馆。

在高校遇见“动物世界”
青岛滨海学院世界动物自然生

态博物馆，坐落于青岛滨海学院校

内，是山东省首个“隐藏”在高校

里的 AAAA 级景区，山东省展品种

类最多、设施最完善的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同时也是山东省首批专业

研学旅行基地，具有科普资源丰富、

文化底蕴深厚、接待能力强等特点，

为青少年精心打造的寓情于景、寓

理 于 情 的 研 学 科 普 场 所。 青 岛 滨

海学院世界动物自然生态博物馆于

2005 年 3 月开馆，面积 1.4 万平方米，

拥有藏品上万件，是一座集自然生

态、动物、地质、油画等藏品于一

体的综合性展馆。

据了解，博物馆主要分为宇宙

演化展区、海洋生物展区、自然生态

展区和时光记忆展厅 4 个部分。宇宙

演化展区是宇宙与自然的展示，内容

包括宇宙形成、银河系、太阳系、奇

石等内容，充分利用声、光、电等高

科技手段探索宇宙的奥秘，追寻生命

的起源，精心打造成集知识性、趣味

性、参与性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观。

指尖上的风景
指墨画，又称手指画、指头画

或指掌画，是用手指或手掌替代毛笔

蘸墨或色作画而得名。因其作画的理

法与审美取向皆合于中国画的笔墨精

神和审美法则，因此，被学界公认为

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或宗派，并称之

为“中国指墨画”。

青岛秋宝斋指墨画博物馆位于

青岛市即墨区，博物馆展厅约 480 平

方米，主要展示清代以来指墨画名家

的作品，推广指墨画艺术的历史传承，

弘扬指墨画艺术精髓。其收藏有清代

高凤翰、拙道人等指墨画作品，还有

近代的张伏山、现代的韩国栋、姜保

国、赵宝云、黄祖云、林高功、王德

峰、谢华功、焦英、李永健、侯方毅

等艺术家的指墨画作品，系统地向观

众展示出胶东地区和国内指墨画艺术

发展的脉络和艺术成就。

（本文图片由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

选组委会提供）

青岛三见山水书画院别具一格。
The unique Qingdao Sanjian Shanshu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stitute.

In the 2021 "Fashion Qingd-
ao" series selection activity, 
a total of 10 galleries includ-

ing Deheng Blue Ocean Gallery in 
Shinan District of Qingdao, Qingd-
ao Art Museum in Shinan District 
of Qingdao and Rongyuan Gallery 
in Licang District of Qingdao won 
the honor of "Fashion Galleries", 
and 10 museums including Qingd-
ao 1907 Film Museum, Licang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and Qingdao Tiangong Longquan 
Celadon Museum won the honor 
of "Fashion Theme Museums". 
Among them, some are already 
quite mature and some are still 
growing, but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is that they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fashionable at-
mosphere and urban temperament 
of Qingdao.

相对独立的展厅组成。2021 年 8 月

开馆，美术馆临海而建，展厅沿着海

岸线分布。美术馆的建筑立面使用阳

极氧化铝和玻璃幕墙，在通透的蓝天

和充沛的阳光下，海色天光与建筑交

相辉映。开馆后，国内外顶级艺术家

破距而来，重量级新作全球首展。展

厅、秀场、音乐厅、餐厅、酒吧、屋

顶花园……生活与艺术奇妙反应无限

精彩。以艺术之名，向全球发声，激

起青岛的时尚巨浪！

坐拥西海岸的艺术殿堂
青岛油画院是青岛西海岸新区

文化和旅游局下设的文化艺术单位，

是国内首家集美术研究、创作、展示

和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画院。画院始建

于 1989 年 , 占地 2043 平方米。建院

之初，被誉为“圆了油画家一个世纪

的艺术梦想”。画院以立足经典，于

传承中创新为学术定位，努力挖掘美

术新人新作，扩展青岛本土影响，推

进地域与国际艺术交流。

与之不同的，蕴美术馆成立于

2020 年，是一家非常年轻的美术馆。

它是一家致力于传承文化、艺术，推

广国内外高雅艺术、创新文化及前沿

艺术理念的综合性文化传媒机构。拥

有独立展馆面积近 3000 平方米，馆

内设施先进，功能分区完善，展厅环

境大气优雅。未来，蕴美术馆将持续

打造集展览展示、艺术沙龙、艺术策

划等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为打

造城市新名片添砖加瓦。

中法文化相交织
年味渐浓意更浓

融源美术馆依托法兰西艺术院、

与国内知名艺术大师及艺术机构紧密

合作，集中展示真正的艺术大师的作

品，力求打造国内高端的、融汇中法

文化的精品美术馆，以重量级艺术品

展览为核心，展示传承优秀文化艺术

的精髓和力量，为不同层面、不同国

家的艺术爱好者提供欣赏、观摩大师

作品的空间。

与之浓郁的欧洲文化不同，胶

南年画美术馆则是浓浓中国情。胶南

年画美术馆坐落在风景优美的青岛灵

山湾畔，拥有展馆面积 700 余平方米，

馆内环境优雅、静谧，是青岛地区惟

一以“年画”为主题展览的特色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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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的 2021 时 尚 青 岛 系 列 评

选中，皮克布克儿童借阅馆、荒岛

书店、良友书坊、高才生书店、融

源水岸书店、同心圆图书角、普禾

书吧、翰林书店、言几又定制文化

空间、拾光草木文艺书吧被评为“时

尚书店”。同时，可口可乐主题馆、

萌小它爱宠生活空间、爱派宠物小

镇、 九 木 杂 物 社（ 丽 达 店）、 云

超绘瓷、得其所、西范优选、TOP 

TOY、泡泡玛特 POP MART、董小

姐杂货铺被评为“时尚杂货店”。

他们的存在，为整个城市增加了融

融暖意。

专属儿童的借阅空间
皮克布克儿童图书借阅馆成立

于 2018 年 1 月， 位 于 市 南 区 南 平

路 2 号。馆内拥有上万册适合 0 至

12 岁儿童阅读的纸板书、洞洞书、

精装绘本、儿童文学、家庭教育、

心 理 咨 询 等 与 儿 童 教 育 有 关 的 图

书，供大家借阅。

据了解，馆内定期开展成人读

书会、儿童名著读书会、绘本故事

会、英语读书会、家庭教育沙龙、

专家讲坛、知识讲座等活动。在优

秀服务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营造了

干净整洁的阅读环境，成为了附近

比较知名的儿童阅读胜地，很多孩

子们下课后来这里读书、学习，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成为了孩

子们美好的精神家园，留下了很多

美好的回忆。

老建筑里的韵味书店
始建于 1913 年的安徽路 16 号

建筑，曾经是知名医生李昭华与石

雪筠的家庭住宅，历经百年，依然

保存完好，现为小红楼美术馆，内

有荒岛书店，是青岛现存的惟一一

家开设在百年老洋房的书店。走进

荒岛书店，你可以品味着香气馥郁

的咖啡浏览丰富的藏书，也可以踱

步在画廊欣赏优美的画作，还可以

自己动手尝试画一幅属于自己的创

作。

与荒岛书店不同，在青岛广西

路一座依据百年前样貌复原的德式

老建筑里，良友书坊的装饰风格依

旧延续了上世纪 20 年代海派《良友》

画报的文化趣味和氛围。在这里，

除了能够买到良友书坊出品的图书

和创意独特的青岛旅游地图，品到

手工调制的咖啡，更重要的是能够

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氤氲的文化

气息。

良 友 书 坊 创 办 于 2006 年， 是

一间由出版策划延伸至书店经营、

创新空间营构的文化机构，拥有中

心店、塔楼 1901、青岛文学馆三间

门店。自主产品《良友》《闲话》《大

家文库》，以及青岛本土人文系列

丛书，使得它有不一样的书店气质。

良友书坊同时专注于青岛本土文学

文献及青岛当代艺术史的梳理和展

示，兼及图书、咖啡、文创、鲜花、

服装等多业态的经营。从一家书店

看见一座城。良友书坊根植青岛老

城，兼美内外，有浓郁的海派文化

气息。

以文化为砖石
搭建言全新城市客厅

全 国 超 级 IP 山 东 首 家『 言 几

又』定制文化空间，致力于打造一

个涵盖实体书店、文艺咖啡厅、艺

廊、文创生活馆的复合式城市文化

空间。自开业以来与西海岸图书馆

联合举办 104 场活动，日均客流量

300 余人。在这里，不经意间就能

邂逅惊喜；饮一杯香醇浓郁的咖啡，

吃一块甜蜜的蛋糕，手捧一本书籍，

坐在安静的角落，整个世界仿佛只

剩下你和一杯咖啡、那一本书，窗

外的车水马龙变得影影绰绰。

同样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普

禾书吧，是国内知名书吧品牌，直

文 /方童

怎样判断一座城市是否有文化气息，书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它是一座城市宁静且光明

的一角，很多人有一个关于开一家书店的梦想，在河边、在街角、在大学校园、在变迁的大地上，

只为把心爱的书传递给同样爱他们的人。在一座有人情味的城市，杂货店的存在是十分治愈的。

它看似杂乱无章，本应风格迥异，却仍让人觉得舒服。有时人们在书店放松自己，有时人们又

会在杂货店疗愈自己。他们，同为城市里的治愈系空间，给予了忙碌的人们太多的慰藉。

Space that Heals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治愈系空间

普禾书吧内温馨而治愈。
Puhe Reading Space has a warm and healing atmosphere.

可口可乐主题馆是可乐爱好者们的天堂。
Coca Cola Theme Pavilion is a paradise for coke 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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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直营和连锁店的北京宠知道青

岛首店，萌小它爱宠生活空间主打

宠物食品用品销售、撸猫、活体销

售、宠物寄养、宠物摄影、宠物文

创等业务。萌小它爱宠生活空间占

地 150 平方米，品类丰富的宠物食

品用品可以满足宠物主们的消费需

求。电动猫砂盆、自动喂食器、网

红猫包等萌新产品绝对让爱宠一族

流连忘返，憨态可掬的宠物文创商

品绝对萌到你合不上嘴、拔不动腿。

除 了 萌 小 它， 爱 派 宠 物 小 镇

也备受欢迎。据了解，它是爱派文

化旗下省内最大的一站式高端宠物

综 合 体， 营 业 面 积 1200 平 方 米。

借鉴了多家国外高端宠物行业的优

秀经验，结合中国宠物产业情况，

通过聚焦中高端客户的需求，打造

集宠物互动体验、宠物文化、宠物

医疗等于一体的沉浸式的宠物新零

售。爱派宠物小镇的使命是让家庭

因拥有宠物更美好。

玩具小天堂，不只孩子爱它
盲 盒 在 当 下 是 十 分 流 行 的 潮

玩，让不分年龄的人都十分爱它，

当然，在玩具这方面流行的不只有

盲盒，就像爱玩具的从来不只是小

孩 一 样。TOP TOY 青 岛 融 创 茂 全

球潮玩集合店则是玩具爱好者的天

堂。品牌致力于打造成为全球最大

最全潮流玩具集合地，汇集了盲盒、

手办、高达、积木，BJD 娃娃、雕

像等八大主流潮玩商品！这是为潮

玩“头号玩家”们专属打造的一站

式潮玩购物天堂，

TOP TOY 店铺的调性及陈列极

为考究，在整体环境中融入了赛博

朋克及城市机能等不同的风格，非

常契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趋势，同

时在满足了泛二次元整体的感官及

视觉刺激外，还针对不同品类的产

品属性专门进行风格分区及陈列多

样化，满足了不同用户的沉浸体验

及场景需求，整体氛围都散发着一

种，即使不买来逛逛也会有好心情。

与 TOP TOY 不同，POP MART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创

造潮流，传递美好”的品牌文化，

正成长为全球领先的潮流文化娱乐

公司。10 年来，POP MART 旗下汇

集了 Kenny、毕奇、龙家升、Ayan

等国内外知名潮玩设计师，推出了

众多受用户喜爱的潮玩 IP 产品。在

POP MART 的世界，不论几岁，快

乐万岁！尽情享受童真，拒绝千篇

一律，一起发现潮玩世界的多面美

好吧。

（本文图片由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

选组委会提供）

董小姐杂货铺温馨至极。
Miss Dong Grocery Store has a very warm atmosphere.

In this year's 2021 "Fashion 
Qingdao" series selection 
activity,  Qingdao's PKBK 

Children's Library, Solitude Is-
land Bookstore, Liangyou Book-
store, Gaocaisheng (brilliant stu-
dent) Bookstore, Shuian Branch 
of Rongyuan Bookstore, Concen-
tr ic  Circle Book Corner,  Puhe 
Reading Space, Hanlin Bookstore, 
Yan j iyou  Customized  Cul tur -
al Space, and Pingdu Shiguang 
Caomu Art Book Bar were rated 
as "Fashion Bookstores". At the 
same t ime ,  Coca  Co la  Theme 

Pavilion, Mengxiaota Pet Living 
Space ,  i Pe t  Town,  M&G Shop 
(Leader Plaza Store),  Yunchao 
Painted Porcela in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Deqisuo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Xifan Youxuan in Qingdao West 
Coas t  New  Area ,  Top  Toy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Pop Mart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Miss Dong Grocery 
Store in Jimo District of Qingdao 
were rated as "Fashion Grocery 
Stores". These places have added 
warmth to the whole city.

营店、分店遍及成都、滨州、东营、

聊城等十几个城市，集传统书店、

传统图书馆、休闲咖啡、文创产品、

文化沙龙、自修空间、创投孵化为

一体的以阅读为核心的文化生活体

验中心。普禾书吧西海岸店开业于

2020 年 10 月， 位 于 三 美 云 街， 地

理位置优越，环境优雅，已经成为

了社区居民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的

一部分，并成为青岛西海岸新区青

年（大学生）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学习基地。

谁不爱“可口可乐”
全球最大的饮料公司在青岛开

了一家网红店，多朋友都纷纷去打

卡，它就是青岛首家“可口可乐主

题馆”，位于市北区 CBD 连云港路

76 号。可口可乐主题馆占地 300 余

平方米，整体以参观、展示、体验、

收藏为主。置身于可口可乐主题馆

中，一点一滴填满了人们对可口可

乐的记忆。 这个以红色为主色调的

快乐饮品，就像“时光机”穿过，

将人们带到达它诞生的 19 世纪。

还记得“网红”北极熊吗，其

实 它 已 经 98 岁 啦！ 这 只 胖 墩 墩 的

大 白 熊， 早 在 1922 年 就 出 现 在 可

口可乐的印刷广告里了。可口可乐

主题馆里就珍藏着近千只造型各异

的北极熊。

在可口可乐主题馆，你一定不

能错过“可口可乐盲着喝”“可口

可乐混着喝”游戏互动环节。一定

有你想尝未尝想喝未喝的味道。每

一口都能让大家感受到可口可乐劲

爽的气泡直直地冲进口腔，过瘾到

不行！

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可乐和纪

念品，简直是可乐收藏玩家的最爱。

可口可乐联名的彩妆、服饰、箱包，

还有各种周边，刷新人们对可口可

乐的认知，在主题馆的每一个区域，

你都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可口可乐，

馆 内 的 每 一 处 也 都 被 可 口 可 乐 填

满，红色系的主题馆，非常适合拍

照，怎么拍都是超级大片。

家有萌宠，杂货店里来相遇
萌 小 它 爱 宠 生 活 空 间 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 在 青 岛 市 市 北 区 卓 越

大 融 城 正 式 营 业， 为 青 岛 CBD 中

央商务区“宠物经济”规划带来全

新基因。作为目前在全国拥有 300

融源书店一瞥。
A glimpse into Rongyuan Book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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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
览会暨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青岛论坛
2021 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

周年，4 月 26 日至 28 日在青岛胶州

举办了 2021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

贸易博览会暨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青岛论坛，30 个国家的 76 位驻

华使节参会（包括 8 位大使、4 位公

使），是青岛史上参会国家最多、驻

华使节参会人数最多、参展商品最多

的专业性博览会，开启了双多边合作

发展的新纪元。

为期 3 天的博览会以“共享上合

机遇，共谋开放发展”为主题，从上

合出发，联通世界，成为打造国际间

双边多边地方经贸合作交流的重要载

体。线上线下共展示 1400 多家企业

的商品和服务；累计接待人数近 10

万人次；现场消费成交额过千万元；

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国际友好城市和

园区正式与上合示范区牵手结盟，现

场签订总投资 668 亿元的 20 个重点

项目。这些项目的落地将为上合示范

区注入活力，为上合组织国家相关企

业行业的发展提供新机遇。

博览会成功搭建了上合组织国

家、东盟国家、葡语系国家交流对接

的平台。参与本次博览会的 300 多家

专业采购商，展会期间完成近 400 场

次一对一精准配对洽谈，达成采购交

易额近 3 亿元人民币，意向采购额近

20 亿元。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
第二届大会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

会是博鳌亚洲论坛在年会之外构建的

首个专业性论坛，是目前在中国举办

的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

2021 年 6 月 2 日 至 4 日， 博 鳌

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

在青岛举行。本次大会由博鳌亚洲

论坛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大

会以“健康无处不在—可持续发展

的 2030 时代”为主题，以“人人得

享健康”为口号，设置“实现全民健

康”“创新促进健康”“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三大分议题，由开幕式、2

场全体大会、33 个分论坛和 15 场重

要活动构成。本届大会共吸引国内外

2880 名商界、政界、学界代表线下

参加，与多位线上嘉宾一道，聚焦全

球新冠疫情防控、疫苗研发生产以及

其他卫生健康问题，加强对话交流，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大会同期举办的全球健康博览

会共有 176 家企业参会，参观的观众

达 4 万多名。此外，大会期间还促成

了 22 个合作项目的签约，金额达到

171.65 亿元。

RCEP 经贸合作高层论坛
2020 年 11 月 15 日， 东 盟 十 国

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共同签署了 RCEP。作为当前世

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

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对

于成员国共同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

性、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

化、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增进相关国

家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 4 月 25 至 26 日，RCEP

经贸合作高层论坛在青岛成功举办。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简

称“RCEP”) 各国有关政府部门官员、

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驻

华使节、经贸领域科研院所、专家

学者及企业代表共 200 余人与会，就 

RCEP 相关国家产业对接合作、凝聚

官产学界共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

新活力等内容展开探讨。论坛以“共

促复苏、共享机遇、共谋发展”为主题，

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设置

特别致辞、发布青岛共识、专题研讨、

专题推介等环节，超 12 万人次参与。

会上还发布了《关于共同推进 RCEP

区域经贸合作青岛倡议》。

2021 第二十届青岛国际汽车工
业展览会暨青岛国际车展

（春季 + 秋季）

在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选中，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暨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青岛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RCEP 经贸合作高层论坛、2021 第

二十届青岛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暨青岛国际车展（春季 + 秋季）、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

会、第 60 届（2021 年春季）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暨 2021（春季）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

2021 第二届西海岸国际车展、日韩（青岛）进口商品博览会、2021 山东国际纺织博览会、第

五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节入选“十大时尚会展活动”。

Fashion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Show Qingdao's Vitality

时尚会展展青岛活力

青岛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被誉为“中国五大车展之一”。（图 / 刘明元）
Qingdao International Auto Industry Expo is known as "one of the five major auto expositions in China".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
The 2nd Global Health Expo of Boao Forum for Asia

文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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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举足轻重的地

位。

2021 第二届西海岸国际车展
2021 第二届西海岸国际车展旨在

通过一场精彩纷呈的国际汽车品牌年

度盛典，不断丰富广大市民的时尚文化

生活，持续激发区域汽车消费市场活力，

进一步促进地区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吸引了众多主流品牌携旗下热销车

型高规格参展，带来时下最新车型与前

沿技术集中展示，实现汽车产销全产业

链的交流互通与商贸洽谈。

日韩（青岛）进口商品博览会
2021 第四届日韩（青岛）进口

商品博览会是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

举办，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各地商协

会共同参与组织的年度盛会，本届展

会展览面积 3.6 万平方米、设国际标

准展位 2000 个。展会规划日韩品牌

展区、RCEP 时尚消费展区、跨境电

商展区、综合展区等特色展示区。为

鼓励企业寻找资源合作、贸易、带来

商机，大会组委会联合国内外各贸易

平台和行业组织倾情打造北方地区品

质最高、创新最强、成效最好、合作

最广的标杆性国际区域合作平台，集

展示、交流、交易于一体，促进地方

经济合作。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 的签署，全球体量最大的自

贸区诞生。青岛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

是国内日韩客商最大的集散地，东盟

作为青岛最大的贸易市场，新、澳也

是重要贸易伙伴，来往密切。同时又

是青岛作为胶东经济一体化的领头城

市，拥有 3200 万人口、3 万亿的经济

总量，经济总量占山东省的 42%。雄

厚的经济实力、成熟的消费市场、庞

大的客户群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为展

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1 中国 ( 青岛 ) 国际纺织服
装 / 制鞋供应链博览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为 期 3 天

的 CSITE 2021 中 国 ( 青 岛 ) 国 际 纺

织服装 / 制鞋供应链博览会在青岛国

际博览中心圆满收官。本届展会以

“智能、时尚、交流、高效”为主题，

为纺织服装 / 制鞋企业打造了一场

集商贸交流、设备采购、订单对接、

趋势探讨于一体的专业大展。本届

展会涵盖缝制 / 绣花设备、面辅料

及纱线、优质服装工厂、职业装团

服、纺织品印花工业、皮革鞋机鞋

材 6 大特色主题展，涵盖纺织服装 /

制鞋全产业链，吸引了 1500 多家品

牌和企业参展。一站式展出新产品、

新技术、新材料、新模式，汇集国

内外知名品牌及展品，聚焦顶尖政

企优势资源助力。

作为北方规模最大、效果最好、

成交最高、最具历史底蕴的纺织服装

/ 制鞋全产业链品牌展会，CSITE 是

山东首个通过 UFI 国际认证的专业大

展，一度被业界誉为“中国北方纺织

服装生态产业链精选平台”。

第五届“美丽乡村”
国际微电影节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 日， 由 中

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农

业电影电视协会主办的，以“讲好中

国故事、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第

五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在青

岛举行。此次电影节举办了乡村振兴

同心助农（青岛）论坛、微电影创作

与传播论坛、特色农产品网红直播宣

推、红毯仪式和颁奖典礼等活动。

此次电影节共征集作品 2000 余

部，其中海外作品首次突破 300 部。

共分美丽乡村单元、法制单元、大学

生单元、海外单元等六大单元，有

75 部作品荣获最佳故事片、最佳纪

录片、最佳作品等十余类奖项。

历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

术节”广泛发动国内外专业影视工作

者和业余爱好者，围绕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

振兴五大主题进行微电影和短视频创

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美丽乡村国际

微电影艺术节始终紧扣时代脉搏，聚

焦“乡村振兴”，每届征集的作品都

在 2000 部以上。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 2021 时尚青

岛系列评选组委会提供）

日韩（青岛）进口商品博览会。
Japan-ROK (Qingdao) Imports Expo.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
Asia Agro-Food Expo. In the 2021 "Fashion Qin-

gdao" series selection ac-
tivity,  SC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de Expo & 
SCO Qingdao Forum on Loc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
tion, the 2nd Global Health Expo 
of Boao Forum for Asia, High-lev-
el Forum for RCEP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 ion ,  2021 the 
20th Qingdao International Auto 
Industry Expo & Qingdao Inter-
national Auto Show (spring and 
autumn), Asia Agro-Food Expo, 

the 60th (2021 Spring) China Na-
tional Pharmaceutical Machinery 
Exposition & 2021 (Spring) Chi-
na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Machinery Exposition, 2021 the 
Second West Coast International 
Auto Show, Japan-ROK (Qingdao) 
Imports Expo, 2021 Shandong 
International Textile Expo, and 
the Fifth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ternational Micro Film Festival 
were selected as the "Top Ten 
Fashion Conventions and Exhibi-
tions".

第二十届青岛国际车展分春季、

秋季两次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单场展示规模近 6 万平方米，展出高

端、热销及新能源近百个品牌，其中，

由青岛日报报业集团与嘉路博文旅科

技共同承办的秋季车展为下半年第一

场大规模消费类展会，成交额近 15

亿。青岛国际车展已发展成为北方地

区规模领先的汽车行业盛会，对国内

外汽车厂商与汽车爱好者都极具号召

力，被誉为“中国五大车展之一”。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
2021 年 9 月 15 日，为期 3 天的

2021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青

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世界博览城开

幕。本届博览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旨在为

国内外畜牧、种植、农产品及食品加

工企业打造一个相互交流、共同推进

农业全产业链的发展平台。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展

出面积超 5 万平方米，吸引 600 余家

参展商到场参展，全面展现农业“种、

养、加、销”全产业链。博览会还首

次特别邀请来自北京、重庆、广东、

山西、新疆等全国各省市区及山东省

内全部16个地级市的农业农村部门，

共同携当地特色品牌农产品、农业新

技术、加工设备参展。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致

力于打造“从种植到农产品，从养殖

到餐桌”的大农业产业链综合平台，

为行业提供集技术、创新和解决方案

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全面助力

农业产业升级转型，实现市场共享、

资源共享、未来共享。在展示同时，

致力为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贡献

新力量。

第 60 届（2021 年春季）全国
制药机械博览会暨 2021（春季）

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
2021 年 5 月 10 日 至 12 日， 由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主办的第 60

届（2021 年春季）全国制药机械博

览会暨 2021（春季）中国国际制药

机械博览会在青岛世界博览城举办。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 13.5 万

平 方 米， 来 自 25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1400 余家展商展出了原料药机械、

制剂机械、制药用水与气设备、药用

粉碎设备、饮片机械、药品包装机械、

检测及实验室、净化与环保设备、其

他制药机械及设备 9 大类近万台（套）

设备。博览会同期举办了两场论坛及

80 余场技术交流会，聚集行业大咖

剖析行业现状，分享创新前沿的技术

和解决方案，吸引了近 6000 人次的

专业观众积极参与，见证中国制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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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CBA 全明星周末，点亮了无数人对篮球的热爱。
2021 CBA All-Star Weekend ignites countless people's love for basketball.

对青岛而言，发展体育产业不仅

有优势有基础，更有必要。因为它是建

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

市的一股重要力量。乘借国家“推动体

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的政

策东风，头顶“帆船之都”“足球之城”“田

径之乡”等名片、光环和美誉，青岛迎

来了体育产业发展的最好时代。

通过各项扶持政策的出台，体育

产业可谓 C 位出道。

岁末年终，翻看一年来青岛体育

产业的成绩单，亮眼且斐然。“十大

时尚体育赛事”更是突出明显。

2021CBA 全明星周末
2021 年 3 月 20 至 21 日， 第 25

届CBA全明星周末在青岛成功举办。

此次赛事是疫情后全国首个售票允许

观众现场观赛的体育赛事，两天比赛

共约 1.2 万名观众入场观赛。赛事球

队及保障团队带动住宿、餐饮及广告、

电视转播等收入 600 余万元；高水平

篮球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康复、医

疗等需求也直接拉动了体育及相关产

业消费。

据介绍，自 1995 年 CBA 全明星

赛首次举办以来，在这项赛事的历史

岁月中，留下了无数令球迷难忘的

画面：2001 年姚明与王治郅的龙虎

对决，成为了 CBA 全明星周末的绝

响；2019 年扣篮大赛上王潼穿上前

辈徐咏的球衣完成转身 360°大风车

暴扣，将所有的人的思绪瞬间拉回到

2007 年。刘玉栋、胡卫东、巴特尔、

张劲松……25 年的 CBA 全明星周末

上，是他们用一次次华丽的表演，点

亮了无数人对篮球的热爱。

2021 青岛马拉松
2021 年 5 月 4 日 上 午 7:30， 海

尔·2021 青岛马拉松在青岛五四广

场北广场鸣枪开赛。2.5 万名跑者从

雨中起跑，选手们从五四广场出发，

西至八大峡广场，东至石老人海水浴

场，途经五月的风、海天中心、中山

公园、栈桥、汇泉广场、八大关风景

区等名胜地标，沿途饱览青岛独有的

“山、海、城、帆、湾”的城市美景，“半

马”和“全马”的终点均设在奥帆中

心内的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前，5 公里

迷你马拉松的终点设在武昌路。凭借

着对梦想和终点的追求驱散寒冷、挑

战极限，用双脚丈量这座优美的“青

春之岛”。中央电视台体育赛事频道

等媒体对赛事进行直播，通过镜头向

国际、国内展现了青岛“开放、现代、

活力、时尚”的崭新城市形象。

2021“永利杯”青澳国际帆船
拉力赛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青岛体育事业志在以

更大作为、更新成果向党的百年华诞

献礼，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为

此，青岛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拓展合

作空间，把目标瞄向体育发展先进城

市。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粤港

澳大湾区中心城市，青岛是世界著名

的“帆船之都”和国家沿海重要中心

城市，双方均处于国家经济双循环交

汇点，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体育领

域交流互动也愈加频繁。2017 年，

澳门曾派青少年代表到青岛参加青岛

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活动，

并与青岛签订了青少年帆船交流合作

项目协议。2020 年 11 月，在“活力

澳门推广周·山东青岛”活动上，青

岛、澳门两地就水上运动领域合作达

青岛，一座青春之岛、创业之城，也是著名的“帆船之都”“足球之城”“田径之乡”，

是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首批 40 个全国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之一，体育产业的发展在青岛有着坚实

的基础，也同样拥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光明的未来。

Fashion Sports Events: Sports Industry Takes the Central Position

体育产业“C”位出道
文 /韩海燕

近年来，青岛发挥资源禀赋优势，

突出山海特色，在帆船、水上摩托、

台球、网球、足球、马拉松等领域举

办了一系列重大赛事活动，以此带动

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实现了长足发展 ,

展现了活力之城、青春之岛的特有魅

力。此外，在建设高质量体育场馆、

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做大做强体育

产业基地、推动职业体育发展等方面，

青岛也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竞技体

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全面协调

发展，持续保持全省乃至全国先进行

列，并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体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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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起百面红帆，沿着“世界最美海湾”

之一的青岛海湾和城市地标巡游，向

建党百年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帆海

盛宴。

百面红帆融入汇泉湾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的城市景观，与城市地标“五

月的风”遥相呼应，与古老的栈桥回

澜阁和浮山湾畔时尚现代化城区遥相

呼应。100 年前，一艘红船从嘉兴南

湖启航，敢为天下先 ;100 年后，百

面红帆齐心向党，驶向新征程 ! 百人

百帆展现了市南学子和民众与党、与

祖国同心、同向、同行的坚定决心，

全区上下将在新征程上继续奋斗、勇

往直前，为擦亮世界“帆船之都”品

牌、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核心区贡

献力量。

2021“安泰广场杯”青岛市
篮球协会 3V3 篮球争霸赛

2021“安泰广场杯”青岛市篮球

协会 3V3 篮球争霸赛暨“超牛投篮

王”大赛由青岛市篮球运动协会和青

成了合作共识，双方计划联合组织发

起“永利杯”青澳国际帆船拉力赛，

着力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沿海城市时尚体

育发展新格局

经 过 几 个 月 的 紧 张 筹 备，

2021“永利杯”青澳国际帆船拉力赛

于 5 月 10 日在青岛奥帆中心拉开大

幕。这场由北到南联通多座“海上丝

绸之路”节点城市的水上体育盛事，

向外界展示了一场精彩刺激的帆船赛

事及中国绵长而美丽的海岸线。

与此同时，青澳国际帆船拉力赛

也成为打造推广普及时尚帆船运动的

新平台、充分展现沿海城市“活力、

时尚、开放、融合”形象的新载体

和推动中国沿海城市时尚体育互联互

通、协同发展的新高地。

2021 年全国游泳馆冠军赛暨
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2021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东京

奥运会选拔赛于 4 月 27 日至 5 月 8

2021 市南区体育产业嘉年华。
2021 Shinan District Sports Industry Carnival.

Qingdao ,  an  i s l and  o f 
youth and a city of en-
trepreneurship, is also 

known as a "sailing city", "football 
city" and "hometown of track and 
field". It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40 national sports consumption pi-
lot cities approved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There is a solid foundation, broad 
space and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Qingdao.

For Qingda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not only has 
advantages and foundation, but 

also is a must. Because it's a vital 
driving force in building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fashionabl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Lever-
aging on the national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sports industry to 
become a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
tional economy", Qingdao, already 
known as a "sailing city", "football 
city" and "hometown of track and 
field", has ushered in the best time 
to develop sports industry.

Thanks to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supporting policies, we 
can say that the sports industry 
has now taken the central position.

日在青岛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办，

赛事作为东京奥运会选拔赛，赛事规

格提档升级。共有 26 个省、市、自

治区的近 600 名运动员、教练员及随

队人员来青参赛，15 场比赛角逐出

35 个项目的奖牌，产生 1 项亚洲纪录、

2 次刷新一项世界青年纪录。

相约青岛，剑指东京。自带激情

和活力元素的游泳冠军赛，与青岛的

城市特质完美契合，二者相互碰撞，

迸发出体育赛事的晶莹水花和无限

魅力。全国游泳冠军赛第 5 次花落青

岛，不仅是国家体育总局对青岛游泳

运动发展充分的肯定，也将助推青岛

加快构建有青岛特色的赛事体系，早

日建成全球知名体育城市和国家体育

中心。

“红帆向党 百帆环湾”帆船活动
2021 年 6 月 26 日，市南区 “红

帆向党 百帆环湾”帆船活动鸣笛启

航。百位青少年和帆船运动爱好者齐

聚奥林匹克帆船中心，驾驭百艘航船，

岛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共同主办，青岛

安泰广场、青岛广电博融文化传媒承

办。自 5 月 2 日比赛战幕拉开以来，

近 50 支队伍 200 余名参赛选手踊跃

报名参赛。为岛城热爱篮球的热血青

年带来最新颖的篮球体验，为中央商

务区注入了青春时尚活力。

“小米高飞”全国青少年轮滑巡
回赛暨山东省第十一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魅力城市轮滑系列赛
2021 年 5 月 30 日，“小米高飞”

全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暨山东省第

十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魅力城市轮滑

系列赛在西海岸新区成功举办，来自

全国各地的 300 余名轮滑运动员同台

竞技，本次比赛为热爱轮滑的孩子们

提供了一个切磋技艺的平台，也让更

多的人感受到了轮滑的乐趣和魅力。

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
大赛—DS 探索赛

中 国 青 少 年 综 合 实 践 技 能 大

赛——DS 自然探索赛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至 13 日在西海岸新区举办。本

次自然探索赛融合体育活动、户外生

存两大核心技能，竞赛按照年龄划分

亲子、初级、中级、高级组，根据不

同组别设计不同的任务障碍以及不同

竞赛距离。通过活动完成青少年户外

教育营地的建设，将其打造成为具有

青岛特色的综合性体育赛事。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
学组）高水平组男子超级联赛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

组）是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的最高阶段，

是中国国内高校参与范围最广、竞技

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足球联赛，也

是惟一被教育部正式认可的全国性大

学 生 11 人 制 足 球 赛 事。2021 年，6

月 15 日上午，2021 年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联赛（大学组）高水平组男子

超级联赛开幕式在青岛市白沙湾足球

基地隆重举行。

该赛事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山东省教

育厅、青岛市教育局、城阳区人民政

府承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协办，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

大学等全国 16 所高等院校的 400 余

名运动员参赛。

　

2021 市南区体育产业嘉年华
2021 年 6 月 26 日，2021 青 岛

市市南区体育产业嘉年华”活动在

奥帆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前广场拉开

帷幕。本次活动，吸引了近 40 家体

育产业相关单位和俱乐部参与。参

展企业涵盖运动器械、健身设备、

体育休闲、少儿球类、赛车展示、

模拟赛道、智能化运动产品、青少

年体育培训等全链条体育产业版块，

各种沉浸式运动体验场景更是获得

了诸多市民尤其是小朋友的青睐。

各种沉浸式运动体验场景，受到了

诸多市民尤其是小朋友的青睐；健

身气功、花式跳绳、柔道、合气道

等多项传统运动展演好戏连连；夜

场时段的“王者荣耀”邀请赛、街

舞等更是点燃夏日狂欢。 

为期两天的展会给市民和游客

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时尚健康体

育盛会。同时，通过本次活动也将充

分提升辖区市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

积极性，为辖区企业拓展市南区乃至

青岛的体育消费市场起到一定的积极

作用。同时借助本次活动还可为辖区

内体育产业的品牌建设做好宣传服务

工作，更好地促进市南区体育产业的

快速发展。

步入“十四五”，青岛锚定“全

力打造全球知名体育城市和国家体育

中心城市”的目标，青岛体育产业的

未来图景愈加清晰。青岛将深刻把握

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变化、新需

求，进全面发起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

大力发展时尚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全球知名体

育城市和国家体育中心城市。

（本文图片由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

选组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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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麦田”有点意思
2021 年的 6 月 12 日，2021 青岛

麦田音乐节正式开幕。5 月 19 日开

票当天，4.6 万张门票两分钟全部售

罄，创下了麦田音乐节创办以来的纪

录，也是上半年国内大型音乐节第一

手速。

120 秒之内，全国总计 202 座城

市的年轻人参与了抢购，这其中青岛

歌迷“分走”了 35% 的门票。其他

歌迷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南昌、

呼和浩特、贵阳、昆明、吉林……南

至海口，北到延边；景德镇、鹤壁、

陇南、内江、乌鲁木齐分别为麦田吸

引了 50 至 200 名幸运歌迷。朋友圈

不断有人自嘲：“是不是只有我没去

青岛看麦田？”

秉承“身在都市，心有麦田”

的音乐节愿景，本次青岛麦田音乐节

的双舞台分别以 RYE STAGE（麦田

舞台）和 URBAN STAGE（都市舞台）

命名，象征着城市与远方互有寄托，

蕴含有希望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在城市

生活中不失内心美好的良好祝愿。

而延续以往麦田音乐节中演出

阵容一贯多元与顶级的风格，2021

青岛麦田音乐节参演音乐人与乐队再

一次跨越了以往中国音乐节中固有圈

层文化的掣肘，参演艺人的风格包含

流行、说唱、摇滚、民谣、独立等等，

不一而足，从而将音乐、偶像、时尚

潮流等元素融合起来，为来到现场的

乐迷和观众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也

为大家打开了一扇接触与了解不同音

乐文化与表现形式的窗户。

而在舞台表演之外，音乐节现场

丰富的互动与娱乐活动也成为本届麦

田音乐节的特色之一。在麦田音乐节

特别推出的 18 STAGE“成人礼”主

题活动中，艺人见面会，音乐人们分

享了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模拟人生不

同阶段的游戏环节更吸引了许多乐迷

的参与；在腾讯视频 NBA 与麦田音

乐节联手打造的“这场我控”主题活

动中，3V3 篮球赛、嗨玩互动等项目

也让爱好体育与篮球的乐迷在参与时

直呼过瘾。除此之外，动力火车、探探、

转转、威龙、积目、POP MART、奇

瑞汽车、悦刻和速绿等音乐节合作展

商也在现场设置了丰富的周边体验。

从最初以音乐为底色，向青春、

情怀致敬的盛大派对，到今天成为都

市年轻人关注和向往的国内顶级音乐

节 IP，此次麦田音乐节落地即墨，

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同频共振，也将

助力青岛建设“音乐之岛”。从而为

青岛打造国际时尚城的城市名片，为

即墨厚植音乐发展的沃土，为叫响“时

尚青岛 乐动即墨”品牌，打造“文

化即墨”、建设“区域文化承载基地”，

实现文化繁荣发展锦上添花。

跨越山海·弦间相聚
2021 年 7 月 18 日，“时尚青岛 

山海印象”2021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

节在崂山区市民文化中心演艺剧场圆

满落幕。备受关注的最高奖项——“巨

峰杯”在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闭幕式

暨颁奖典礼仪式上颁出，来自上海音

时光飞逝，2021 没有正式道别；时代奔涌，不会温馨提示。而在青岛，2021 年留下诸多

闪光的痕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遍地开花，在丰富市民游客业余生活的同时，也营造出浓郁

的文化时尚氛围。在 2021 时尚青岛系列“时尚文化活动”的评选中，形式新颖多样、受关注

度高、效果显著的活动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激烈的角逐中，最终，2021 青岛麦田音乐节、第三

届 & 第四届 LPA 独立音乐盛典、2021 首届“见证不朽——0532 艺术季”、青岛海洋婚恋文

化周、“时尚青岛·山海印象”2021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青岛铭海堂相声大会、胶东海洋童玩季、

西海岸新区凤凰现代舞蹈周、青岛紫斐果酒文化品鉴之旅系列活动、台柳路 1907 文化艺术节

成功当选。

多样的活动带来多样的生活，多彩的生活让青岛更时尚、更美好。

Cultural Feast Shines in Qingdao

文化饕餮轮番闪耀青岛

第三届 & 第四届 LPA 独立音乐盛典为歌迷带来一场狂欢盛宴。
The Third & Fourth LPA brings a carnival to the fans.

音乐让人疯狂，时尚令人颠覆。
Music and fashion fascinate people and bring out another side of them.

文 /魏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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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和拍导、邀请百万粉丝达人开展婚

恋体验等时尚新颖的特色活动，充分

体现青岛婚恋、海洋、浪漫元素，吸

引全国范围内婚恋机构及全国客群来

青岛婚拍休闲旅游度假。除此之外，

2021 海洋婚恋文化周期间，通过携

程、同程、途牛、美团等购买相关旅

游产品的消费者，还得到了文化和旅

游惠民补贴。

2021 海洋婚恋文化周还全新打

造青岛婚恋城市新人文标签、爱恋打

卡地，创新青岛旅游业态，开辟城市

商业新模式，并结合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婚恋主题活动，助力青岛打响“婚

恋旅游城市”名片，进一步提升青岛

婚恋产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实现“南

三亚，北青岛”的区域定位，打造国

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婚恋旅游目的地，

助力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

永不落幕的音乐盛典
2021 年 4 月 18 日，伴随即墨中

联运动公园综合馆内野孩子乐队和体

育场里 C-BLOCK 演出的结束，第三

& 四届 LPA 独立音乐盛典的所有活

动至此全都落下了帷幕。此次第三 &

四届 LPA 独立音乐盛典在即墨举办，

不仅延续了即墨热衷为各种音乐和文

化活动提供舞台，为音乐的新生势力

提供土壤，为市民和百姓提供丰富多

彩文娱活动的传统；同时为即墨打造

“时尚青岛 乐动即墨”的文化名片

锦上添花。

4 天时间，主办者、参与者和关

注者共同构成了本届 LPA 独立音乐

盛典令人印象深刻的温存。作为国内

首个以“现场”为评选维度的独立音

乐颁奖礼，LPA 独立音乐盛典已历经

4 年，始终秉承“探索独立音乐的更

多可能性，为音乐人和乐迷更好地服

务”的初衷与愿景，充盈着蓬勃的生

命力，砥砺前进。

活动期间，包括屡登欧陆，在

芬兰、荷兰、挪威和捷克等国多个音

乐节压轴演出的东方黑金属乐团葬屍

湖；成军十五载，通过几百场演出

锻造和历练而成的国内重型音乐中

坚力量萨满乐队；以 8-bit 音色、女

生 Vocal，以及炙热、燃炸的舞台气

质迅速被乐迷接受并喜爱的 HYPER 

SLASH 超级斩；融合了民族元素，

以金属为骨，民乐和民歌为血肉，旋

律优美，作品中饱含民族意识自觉的

黑麒与民乐队和九宝乐队；成立于

2004 年，以《茶底世界》和《火车日记》

打动无数人，每一个音符都能触及乐

迷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的丢火车乐队；

成立超过 25 年，专场演出超过 1500

场次，始终活跃于摇滚现场的布衣乐

队；登陆荧屏就被惊叹“黑马”的乐

队白皮书；声名在外的民谣唱作组合

房东的猫；成立 26 年，始终坚持为

土地歌唱的野孩子乐队，以及咖喱

3000、新学校废物合唱团、堆填区、

花墙、音墟、小南瓜、布偶乐队、闷

声乐队、白鲨 JAWS、梦游动物园等

诸多乐队登陆 LPA 盛典展演。

时 尚 青 岛， 乐 动 即 墨。LPA 独

凤凰现代舞蹈周，一场“美”的相聚。
Phoenix Modern Dance Week, where different kinds of beauty meet.

胶东海洋童玩季，多彩活动让亲子嗨玩一场。
At Jiaodong Marine Children's Play Season, colorful activities allow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to 
have fun. The year of 2021 left many 

shining traces in Qingdao, 
and colorful cultural activ-

ities blossomed everywhere, creat-
ing a strong cultural fashion atmo-
sphere while enriching the leisure 
life of citizens and tourists. In the 
selection of 2021 "Fashion Qingdao" 
series "Fashion Cultural Activities", 
we could see that numerous activi-
ties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with novel and diverse forms and 
remarkable effects. With fierce com-
petition, the 2021 Qingdao Rye Mu-
sic Festival, the Third & Fourth LPA, 

2021 the First "Witness Immortality 
- 0532 Art Season", Qingdao Ocean 
Wedding Culture Festival, "Fashion 
Qingdao · Mountain and Sea Im-
pression" 2021 Qingdao Interna-
tional Guitar Art Festival, Qingdao 
Minghaitang Crosstalk Conven-
tion, Jiaodong Marine Children's 
P lay Season,  Phoenix  Modern 
Dance Week in West Coast New 
Area, Qingdao Zepha Fruit Wine 
Cultural Appreciation Tour Series 
Activity, and the 1907 Culture and 
Art Festival on Tailiu Road made the 
cut.

乐学院附中的郑明玺凭借精湛技艺捧

得“巨峰杯”。

青岛国际吉他吉他艺术节在 4

天时间举办了 12 项赛事，来自全国

各地的 180 多位专业吉他选手，经过

激烈角逐，除了评选出青岛国际吉他

艺术节公开组冠军巨峰奖外，还评选

出古典吉他重奏组，吉他弹唱组，古

典吉他少年 A、B 组，古典吉他儿童 A、

B、C 组，指弹吉他组和电吉他组冠军。

这些吉他艺术新星在艺术节闭幕式和

颁奖典礼的舞台上逐一登台领奖，送

上获奖演奏，开启他们艺术之路的高

光时刻。

在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期间，

还举办了 10 场大师课、10 场音乐会、

公益专场等多个板块。国际吉他大师、

吉他女神孙绚绚，德国著名演奏家巴

斯蒂安·黑德纳，国内顶级演奏家刘

宪绩，美国著名爵士吉他大师马思道，

国际吉他大师、青岛籍吉他演奏家王

右，中央音乐学院讲师、吉他大师许

拓等吉他艺术家亲临现场。

据了解，崂山区作为青岛山海

文化最鲜明的城市地标，2019 年开

始举办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2021

年已经是第三届，深受社会各界的欢

迎和喜爱，为众多音乐人才搭建了发

展平台，连续两年在“时尚青岛”系

列评选中获奖。作为吉他领域的国际

顶级赛事，本届吉他艺术节全面升级，

精彩纷呈的开幕式之后，众多组别的

吉他赛事将陆续展开。此外，独奏音

乐会、大师课、专场音乐会、公益演

出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将陆续呈现，为

青岛市民带来一场场音乐视听盛宴。

“海洋”味儿的恋爱
2021 年 的 9 月 30 日 到 10 月 7

日，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山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指导，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市市南区

人民政府主办，中共青岛市市南区委

宣传部、市南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

的 2021 海洋婚恋文化周举行。本届

海洋婚恋文化周以“时尚青岛·海洋

热恋——我在海边等你”为主题，设

置二十大婚恋活动板块，包含青岛婚

恋文化旅游展、青岛海洋婚恋旅游百

年发展研讨交流会、“爱的见证”西

式婚礼产业展演、“爱的旋律”家庭

主题音乐会、“爱的相遇”爱情定向

挑战赛、“全城热恋”情歌歌会等充

满“爱”意的系列活动。同时，2021

海洋婚恋文化周通过线上线下互动，

全方面呈现青岛婚庆旅游产品，进一

步提升青岛海洋婚恋产业的知名度、

影响力和辐射力；而“时尚青岛·海

洋热恋”浮山湾主题灯光秀、“手把

手教你拍照”、联合携程举办浪漫旅

麦田音乐节上，歌手薛之谦的小丑造型火爆全网。
Singer Joker Xue's look as a clown at Qingdao 
Rye Music Festival goes viral on the Internet.

立音乐盛典在即墨成功举办，汇入了

青岛掀起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的热

潮，契合了青岛建设“音乐之岛”的

战略——新的文化活力与城市生命力

也将成为即墨新的城市标签。

（本文图片由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

选组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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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青岛，这座城最温暖的符号
Touching Qingdao, the Warmest Symbol of the City

是你们，在寒冷冬天给予我们炙热温暖；是你们，用不平凡的事迹书写下青岛的大爱；是你们，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是你们，用无私奉献传递着温暖；是你们，用生命为代价，保家护国；

是你们，用自己的一生传播人间正能量……

近日，2021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评选经活动组委会评审，确定了由各区市、各单位推荐的 32 名正式候选人（含 2 个群体）。（图 / 杨雪梅）
Recently, in the selection of "Touching Qingdao" Moral Models in 2021, 32 formal candidates (including 2 groups) recommended by various districts, coun-
ty-level cities and units were decided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滚滚，人心难免被种种利益所诱惑所

纠缠而物化偏狭，或迷失方向。如果

你要问“感动青岛”的价值和意义，

在我看来，就是一年一次为我们扫除

心灵上的尘埃，让我们在感动中触摸

和体认自己的良心，让我们的心灵回

家。

“感动青岛”里的人物，就来自

于我们的生活，来自于我们身边，普

通而平常，恰恰是在这普通而平常中

显出了人性的善良和品质的高尚。还

记得“笑姐”吗？从始至终笑脸盈盈

的宋桂华在 2006 年走上了“感动青岛”

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笑姐”爱心

助残志愿服务团队的动人事迹被人们

熟知，团队在笑姐的带领下健康蓬勃

发展，志愿者队伍一路壮大，他们用

暖心的善举为每一位受助者种下了希

望的种子。至今走过 16 年的笑姐团队

始终秉承着“笑口常开做公益”的理念，

坚持做传承传统美德的引领者。形成

了“线上道德讲堂”“量体选衣”“筑

梦花季”“暖冬行动”“快乐驿站”5

项服务品牌，在青岛形成了良好的发

展态势，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前

不久，笑姐宋桂华的女儿信晓娜的助

人事迹被媒体报道，她所在的银行以

爱心企业的身份在公益路上一步一个

脚印。不可否认，一位热心公益的母

亲带动了良好的家风传承，让自己的

子女成为了社会热心人，成为了人们

眼中的“青岛好人”。

还记得青岛好司机慕春华吗？曾

经，她用一个半跪的身姿，树起了一

个“的姐”的道德高度，一个搀扶的

动作，扶起了曾被冷漠伤害的人性良

知，她热情服务乘客，在营运中见义

勇为、助人为乐，做好事数百件，多

次受到表彰嘉奖。是“感动青岛”给

予她褒奖，也是从那时起，人们知道

了青岛有个“红飘带”的出租车队伍，

他们甘于奉献，助人为乐。

还记得崔风业以 50 元的价格买了

一个旧保险柜吗？在这样一个不起眼

的保险柜中，崔风业却发现了两本存

折、一根 50 克金条等价值十几万元的

东西，然而他并未动心，而是辗转联

系失主，最终不图回报，完璧归赵。

还记得裴洪翠吗？她扶老携幼，无怨

无悔，其先进事迹先后被中央电视台

综艺频道节目《天下有情人今天不说

“爱”》《军嫂》等，树立起一个军

嫂的良好形象。还记得用一把扳手，

拧了 60 多万颗螺丝，每一颗都做到了

零失误的管延安吗？他 7 年如一日地

奋战在施工一线，见证了这项超级工

程的伟大崛起，为港珠澳大桥建设作

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细数着 100

多位“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的事迹，

仿佛重新回顾了“大爱青岛”的无数

个动人瞬间。他们是平凡人，辛苦劳作、

上下求索、默默奉献、朴实无华，为

城市、为社会添砖加瓦，为他人、为

弱者遮风挡雨，为明天、为未来铺织

锦绣……所以，当他们站在舞台上时，

便是属于平凡人的高光时刻，才会显

得那么高大槐梧，那么光华四射。

感动之后是无限的带动力
长久以来，“感动青岛”成为了

一个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良好平台。在

这里，你能以心灵聆听中华民族精神、

思想脉动的主旋律的各种“乐章”，

或悲壮慷慨或昂扬激越，这些不同“乐

章”既是民族精神主旋律的具体表现，

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大爱精神的主旋

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

能至，然心向往之，令人神往。而“感

动青岛”正如一面成就世界的镜子，

它的观众在感动之后是被打动和为之

行动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感动青

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他们来自各行

各业，他们拥有着不同的人生角色，

但在他们平凡的生活里，却发光发热，

用自身的精神和品质感动着身边的人、

感动着所有人。

据了解，此次评选在青岛日报、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青岛早报、青岛

晚报、半岛都市报、青岛新闻网、蓝

睛客户端、爱青岛客户端、青岛文明

网进行集中宣传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再一次的相聚，正是期待着“感动青岛”

再一次的到来，评选活动如火如荼地

举行，更是彰显着人们对于这份殊荣

的关注和肯定。

大爱融于城市，温暖走进内心
能感动人心的，莫过于人的良心。

所以，每年一次的感动，就是对良心

的一次认同，就是对人心的一次校正。

在这个商品社会中，灯红酒绿，红尘

近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

培养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在全

社会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根据青岛市文

明委年度工作安排，中共青岛市委宣

传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组

织评选表彰 2021 年度“感动青岛”道

德模范。经活动组委会评审，确定了

由各区市、各单位推荐的 32 名正式候

选人（含 2 个群体）。

又是一个寒冬，随着 2021 年度“感

动青岛”道德模范正式候选人（含群

体）名单的公布，我们仿佛再一次进

入了“感动青岛”时间。看到今年“感

动青岛”的候选人名单，不禁感慨：

生活在这样一个氛围良好的城市生活，



文明青岛 时尚之城
Civilized Qingdao,Fashi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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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人物，恰如佛学中一典故所言：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破坏这个世界的

力量，而是成就这个世界的力量、挽

救这个世界的力量、救护这个世界的

力量、重新生发这个世界的力量。感

动过后是行动，这样的带动效应不可

限量。

有人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让人感

动。感动，不仅是人个体内生的情感，

也可以转化为集体性的感染。17 年来，

“感动青岛”通过辐射，使感动一次

次发酵、传导、催化和蒸腾，成为人

心向善的动力源，社会进步的正向标。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平凡人将走进这

个舞台，通过评选活动的熏染洗礼，

让更多人带着感动回归家庭，走向社

会，而生活将一定变得更加美好。

感动，是一种暖色调的情绪，是

一种人文精神的感染，是人与人之间

心灵上的碰撞与共鸣。多年来，“感

动青岛”的一个个故事感动了这座城

Recently, in a bid to deeply 
study and implement Xi Jin-
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vigorously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cultivate tal-
ent of the times, advocate new trends 
of the times, and promote the forma-
tion of a strong atmosphere in the 
whole society that advocates moral 
excellence and kindness, encourages 
people to learn from others, and up-
holds virtues, and according to the 
annual work arrangement of Qingdao 
Civilization Committee,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the municip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the municipal youth 
league committee and the municipal 
women's federation organized the se-
lection and commendation of "Touch-
ing Qingdao" Moral Models in 2021.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32 formal candidates (in-
cluding 2 groups) recommended by 
various districts, county-level cities 
and units were decided. It is under-
stood that the selection was published 
in Qingdao Daily, Qingdao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Qingdao Morning 
Post, Qingdao Evening Post, Peninsula 
Metropolis Daily, qingdaonews.com, 
Lanjing client, iQingdao client and 
qd.wenming.cn for social supervision.

【助人为乐】

万   玲  

市南区梦园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负责人

王菊秀  市南区金门路街道仙游路社区居民

李   培  海军 91049 部队 33 分队网络管理员

陈运时  

青岛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第二分中心军休干部

左  磊  莱西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

【见义勇为】

赵汉语  生前系胶州市铺集镇盛家庄村村民

林峰初  

即墨区环秀街道林家土桥头村党支部书记

穆太水  青岛德邦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葛言亮  莱西市店埠镇葛家泊新村村民

（两人为同一事迹）

高玉瑞  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分公司工具收发工

周新朋  平度市大泽山镇韭园村村民

王   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 75738 部队士官长

【诚实守信】

杨剑岭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斋堂岛街社区居民

杨剑春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斋堂岛街社区居民

（两人为同一事迹）

崔西武  

青岛西海岸新区隐珠街道李家石桥社区居民

王仁江  大快（青岛）大数据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海英  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公交驾驶员

【敬业奉献】

李   涌  

生前系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三高速公路

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丁叁叁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李晓鹏  

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电焊工高级技师

叶思源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海岸带地质室研究员

赵正旭  青岛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   菁  市北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潘文永  海军 92664 部队 44 分队士官长

汪东风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二级教授

周玉江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中心副总经

理兼品管部经理

林先锋  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兼松岭路小学

执行校长

【孝老爱亲】

王奕骁  胶州市胶西街道胜利庄村村民

石恩学  李沧区湘潭路街道湘东社区居民

陈瑞平  青岛真情巴士集团公交驾驶员

贾世瑞  市南区珠海路街道澳门路社区居民

范翠婷  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水务公司职工

【敬业奉献】

青岛地铁赴豫抢险驰援队

问政青岛团队

2021 年度“感动青岛”
道德模范正式候选人（含群体）名单

向模范致敬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走访慰问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张连钢

市，温暖了千千万万市民的心，引发

了集体的感动共鸣。感动是一溪清流，

洗涤疲惫的心灵；感动是初升的太阳，

映出了万物姿态；感动是彤红的夕阳，

抹上迷人的光辉。每个人有着不同的

感动体会，而对于“感动青岛”，人

们也有着不一样的感慨。走过十几年

的“感动青岛”，于这座城市究竟意

味着什么？是助人为乐，是孝老爱亲，

是见义勇为，是敬业奉献，是诚实守

信等品质与情怀，这是平凡人的伟大，

是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月 15 日，受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委托，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魏长民一行到山东港口大厦走访慰问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山

东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张连钢，并代

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发放慰问金、

赠送慰问品。山东省港口集团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奉利，中共青

岛市委宣传部正局级领导干部管习会

参加慰问活动。

张连钢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全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规划、建设和运

营者、“连钢创新团队”的带头人，

曾带领团队建成了全球领先、亚洲首

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和首个“氢 +5G”智慧生态码头。

慰问组一行了解了张连钢及“连

钢创新团队”的工作情况，勉励他珍

惜荣誉，切实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继续引导敬业奉献的社会风气。魏长

民说，山东港口集团历来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秉承科技报国志

向，坚持自主创新理念的先进典型。

多年来，张连钢带领“连钢创新团队”

围绕一系列重大课题进行科研攻关，

创造出智慧港口建设运营的“中国经

验”“中国方案”，是当代产业工人

的领军人物，也是“美德山东”道德

建设品牌的杰出代表。希望张连钢同

志，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先进本色，

为山东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

张连钢表示，获得“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称号，我们深刻感受到党

和国家对新时期产业工人的关怀礼遇，

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真善美、传递正

能量的信念，激发了我们港口人扎根

一线，为建设科技强国、海洋强国、

交通强国进一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的前进动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努力争做崇

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

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为建功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做出海港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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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幸福密码”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a City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2021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至今已连

续成功举办 15 年。据了解，本年度调

查推选活动以“百年红、幸福城”为

主题，围绕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

大者”，以人民城市为人民、实现高

质量发展为主线，对中国城市的幸福

感进行调查，推介幸福城市建设的生

动实践。

如果幸福能具象，那一定有模样。

在由就业指数、居民收入指数、

生活品质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城市吸

引力指数、公共安全指数、教育指数、

交通指数、医疗健康指数 9 个一级指标

以及上百个二级细分指标共同搭建起

的指标体系中，青岛脱颖而出。10 万

亿条城市大数据样本，最终为人们精细

2021 年 12 月 30 日，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瞭望智库共同主办的 2021 中国幸福城市

论坛在北京举办，线上发布“2021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青岛再次上榜，与成都、杭州、宁波、

长沙、武汉、南京、贵阳、西宁、哈尔滨一同斩获殊荣。

人们不禁好奇：青岛屡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靠的是什么？青岛人的幸福感又体现在哪里？

青岛是一座可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所有渴望的城市。（图 / 董志刚）
Qingdao is a place that can meet all the aspirations of its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地描摹出一座幸福之城该有的模样：宜

居、宜业、宜商、宜学、宜养、宜游，

它不仅具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

独特风貌，还是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

市、国际性港口城市，更是滨海度假旅

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正如中共

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赵豪志在主旨

发言时所说，近年来，青岛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

指示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努力让广大市民群众有更多的幸

福感。

实际上，为全面提升人民幸福感，

青岛近年来的发展方向重点围绕四个

“聚力”。

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筑牢幸福城市根基

2021 年，青岛交出一张漂亮的成

绩单：前三季度，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10310 亿元、增长 10.7%。前 11 个月，

青 岛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8.9%，两年平均增长 7.1%；1 月至 10 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74.3

亿元，同比增长 6.3%，两年平均增长

14.0%。与此同时，位列“2021 先进制

造业百强城市”第 7 位；位列“2021

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行榜”第 10 位；

位列“中国大陆海洋科技指数”第 1 位；

位列“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数量”

第 5 位；位列“2021 城市综合竞争力

百强研究榜”第 8 位，也是惟一进入

前十的北方城市。

市民幸福生活的经济基础更加坚

实的背后，是青岛一直把做大做强实

体经济作为立市之本、富民之道，深

入实施工业企业倍增计划，加快打造

现代海洋、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

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一流产

业集群，建设工业互联网之都。

当产业活力得以释放，当产业链

拓深延长，青岛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强大的经济吸附力再次定义着青岛的

“幸福”，有所耕耘有所收获，踏实

而安心。

聚力开放创新发展
提升幸福城市活力

谈到青岛入选，中国幸福城市论

坛发言人戴闻名表示，当选城市多集

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北方城市相对

少，但青岛是北方城市当中幸福感比

较突出的一个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是一个国际性的港口城市，

这些区位优势青岛进行了充分利用。

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青

民生质量，是城市幸福的底色。（图 / 杨雪梅）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lies at the heart of a city's happines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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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公园城市，全面加强市容环境整

治，一批关系城市发展的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批能够有

效提升城市宜居水平的发展项目正在

加快推进。

作为城市基建的动脉，地铁是提

升城市品质的重要因素，与城市的运

行效率和服务能力息息相关。青岛地

铁 1 号线的全线开通，不仅实现了 6

分钟跨海的“青岛速度”，更实现了

与地铁 2、3、8、13 号线多条线路的

直接换乘，特别是与 3 号线的连接，

大大缩短了青岛站至青岛北站之间的

乘坐里程，诞生出许多新的“最短路

径”。

而青岛城市功能的完善与城市品

质提升工程远未止于此：从市政道路

整治提升到道路积水点改造，从智慧

交通设施建设到公交线路优化调整，

从新增停车泊位到向社会开放机关事

业单位停车场，从拆除各类违建到清

理小广告，从开工改造老旧小区、农

贸市场到开工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启

动棚户区改造，从撤并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点到新增密闭分类投放点，从荒

山和疏林地造林到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再到立体绿化，从建设口袋公园、绿

道郊野（山头）公园绿化提升到历史

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城市的有机

更新、宜居宜业的发展项目，都在加

快推进，不断完善着青岛的“颜值”

与“气质”。

聚力保障改善民生
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若问“幸福感的源头在何处”，

那一定来自于每个人心底的安全感：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城市的幸福感，基于城市自

身发展，体现在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具体生活中。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青岛，正在努力让每一个生活

在此处的人们群众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感。

青岛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从群众最关切、反

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开展民生领域

十大攻坚行动，加快补齐教育、医疗、

养老等民生短板，民生领域支出占财

岛被确定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

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的“双

定位”城市。开放的城市定位，叠加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经

略海洋国家战略、胶东经济圈一体化

发展等一个又一个国家战略，使得青

岛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开放的

窗口与纽带。

青岛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全面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

打造创投风投中心城市，越来越多的

中外企业和人才选择与青岛一起共同

发展，分享城市发展、跃迁升级的红利，

市场主体达到 194 万户。

而连续 10 次入选“外籍人才眼中

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成为首批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示范城市的背后，

是青岛对各类人才的求贤若渴。青岛

深知，城市发展靠人才，城市竞争更

靠人才，为此多次放低人才门槛，专

科可落户、居住可落户、亲属投靠可

落户、赋权激励可落户等多种方式，

不 断 增 强 城 市 的 吸 附 力。 据 统 计，

2021 年，青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5 万

人，引才聚才 25 万人，政策性扶持创

业 3 万人，提升重点群体职业技能 5

万人，完成农民技能培训 2 万人，打

造服务职工设施 105 处。

聚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建设宜居幸福家园

一直以来，“文明”成为青岛这

座城市一种积极的追求、一种向上的

力量。无论是全国首家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学院的落地成立，还是助力形成

新型邻里关系的“邻居节”创新经验

走向全国，都令文明风尚厚积成势，

成为幸福青岛的最大底色。2021 年伊

始，青岛就着手推进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工作。这不仅仅是为打造最有

价值的城市品牌，更是提升百姓幸福

生活指数、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大

工程——通过文明创建这个抓手，助

力经济、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过

程中，青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加快

On December 30, the list of 
"China's happiest cities in 
2021" was released, and 

Qingdao made the list.
In recent years,  Qingdao has 

thoroughly implemente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in-
structions for the work of Qingdao, 
adhered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
opment concept, and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ternation-
al metropolis, in its efforts to make 
the general public feel happier.

Qingdao has made concerted ef-
fort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happy city, take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al economy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and a way 
to 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 as a 
result,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citizens' happy life has been fur-
ther cemented. It has also striven to 
promote open and innovative devel-

opment,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happy city, and actively serve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anks to which more and 
more Chines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talents are choosing to develop 
together with Qingdao. The city has 
worked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city, build a livable and happy 
home, create a national model city of 
civi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city, thus improving 
the "appearance" and "temperament" 
of the city. It has gathered forces to 
ensure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mprove the happiness 
index of its residents, and intensified 
efforts to shore up the weak links in 
terms of people's livelihood by start-
ing with the problems people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and have com-
plained most about, so that the peo-
ple can get more visible and tangible 
benefits.

书屋 10 处；设置朗读亭 20 处，累计

50.75 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阅读活动；

建成智慧体育公园、多功能运动场、

社区健身健康中心等健身场地 40 处，

新建更新健身设施 220 处，惠及周边

居民近百万人。食品安全方面，13 处

农贸市场完成改造，惠及周边居民 80

余万人；完成食品安全定性定量检测

88123 批次，已出数据总体合格率为

97.96%。政务服务方面，“一事全办”2.0

版系统上线运行；全市“一事全办”

可办主题总数拓展至 206 个；完成“一

码通”系统平台部署，升级“青 e 办”

平台，新增便民利企服务专区 35 个，

移动端区（市）分厅接入亮点应用 148

项。

如今的青岛，不仅是旅游观光的

胜地，更是投资兴业的热土。来青岛

体验海滨风情、品味幸福城市；与青

岛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这

是来自青岛的热忱邀请。

政支出 7 成以上，让群众获得更多“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2021 年青岛

10 件 32 项市办实事顺利“交卷”，大

部分项目提前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取得积极成效。

教 育 扩 优 方 面，30 所 中 小 学 和

20 所幼儿园全部开工；对 215 所 300

人以下农村小规模中小学校食堂实施

运行补助，推动学校食堂开餐率达到

100%，惠及学生约 3.4 万人。医疗卫

生方面，发布个人商业健康补充保险

产品“琴岛 e 保”，累计参保 211.3 万

人；完成 4 处献血屋设置并投入使用；

累计对 26.22 万只犬只进行狂犬病免

疫，建档率达到 100%。救困扶弱方面，

40 个镇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 75

个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已全部建成；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孤儿和重点困境

儿童按照新标准享受相关待遇，截至

11 月底累计发放资金 2777.88 万元。

文化体育方面，设置书亭 80 处、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青岛，正在努力让每一个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群众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图 / 张楠）
Qingdao, which is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s endeavoring to make everyone living here more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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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游青岛，悦享冬天

与往年不同，今年冬天，除了“三亚”，“冬奥”“冰雪”“长白山”是最热门的旅游主题。

去祖国的北方感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的确是令人神往的事情，但其实，来青

岛过个有“趣”的冬天，也会是不错的选择。

隆隆冬日里，青岛有“趣”的地方和有“趣”的玩法可不少：妙趣的、智趣的、风趣的、乐趣的、

闲趣的、食趣的……就让我们看看，如何在嗨游青岛中悦享整个冬天吧！

Tour Around Qingdao and Enjoy Winter

浪漫唯美的冰雪世界。（图片提供 / 青岛极地雪乡冰雪乐园）
Romantic and beautiful ice and snow world. 

在信号山顶鸟瞰素雅洁白的欧陆风情；

或者，在电视塔高处俯瞰万家灯火；

又或者，乘太清索道赏冬日山海之光。

作为海滨城市，青岛的日出日落

充满了诗情画意，随手都能定格出唯

美的冬日大片。在石老人、金沙滩、

流清河，赏海上日出，不失为一种浪

漫体验；去情人坝、小青岛、星光岛，

沐浴黄昏日落，只谈微风和晚霞，则

有另一种“海上生明月”的美感在等

着你。

嗨游主题：智趣之旅
关键词：智承非遗、智研海洋、

智学科探、智思红色
青岛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中有许多在有形或无形中默默传

承千百年，走过无数春夏秋冬。如今，

非遗与文化、旅游以一种崭新的形式

耦合，绽放出新生和光芒。学鲁绣、

赏木偶、品老酒、探非遗——这都是

青岛自己的“文脉”，是青岛人精神

上的根，如果有幸能体验一场，你会

更加了解这座城的前世今生。

众所周知，青岛拥有丰富而充实

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科普研学旅

游的最佳目的地。以“海洋”为主题

的研学游、文化游、休闲运动游等等，

让人们对这片大海充满了向往。虽是

冬天，但能与海亲昵的机会可一点都

不会少：去海底世界，游览独具特色

的海洋生态大观园；去海昌极地海洋

公园，为孩子们开启一场蓝色梦幻之

旅；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寻

求教课书中的真谛吧。

青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博物馆

之城”，目前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已达

到 107 座。这个冬天，可以去奥帆博

物馆或贝壳博物馆，开启一场海洋寻

宝奇探；还可以去海尔世界家电博物

馆，探索家电的前世今生；或者去青

岛啤酒博物馆，感受百年酿造工艺；

又或者去海信探索中心，来一次走进

科学之旅；而在明月海藻世界，小小

的一棵海藻会成为一把钥匙，带你探

寻海洋大世界。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青岛有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共青岛

党史纪念馆、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

大泽山抗日战争纪念馆、李慰农公园

等大量红色旅游资源，给人们以知识

的汲取、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和

思想的启迪，所以这个冬天来到青岛，

一定不要忘记去这些地方走一走。

嗨游主题：风趣之旅
关键词：风雅祈福、风韵民俗、

风情休闲
迎新撞钟是新年习俗之一，仿佛

每一声悠长的钟声，都在预示着新的

一年有好的开始。崂山新年第一钟——

“太平晓钟”，每年元旦都在太平宫

准时敲响。此外，大珠山石门寺、灵

珠山菩提寺、天后宫、湛山寺，也都

是新春祈福的绝佳去处。

逛庙会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民俗文

化，它给予人们的快乐，很单纯却不

简单，那不仅仅是吃、喝、玩、乐，

更是人们对于“年”的深深情结。每

逢新年，青岛的华严寺庙会、沙子口

龙王庙会、城阳迎春灯会等传统节会，

一场接一场，热热闹闹过大年。要想

感受青岛“大俗”的一面，那一定不

要错过。

《吐槽大会》的成功，让线下脱

口秀越来越火，这种表演形式得到了

年轻人的喜爱。新年假期中，不妨来

看看青岛本土的脱口秀表演和相声大

会。妙趣横生的精彩段子，让人捧腹

的逗乐包袱，一定会让你在哈哈大笑

中消散一整年的辛劳困倦。如果喜欢

舒缓惬意的节奏，那可以去青岛的网

嗨游主题：妙趣之旅
关键词：奇妙揽胜、空瞰妙景、

逐日妙拍
冬日暖阳，栈桥鸥翔，喂鸥赏景，

温情恬静。除此之外，崂山的雾凇、

北九水的冰瀑、小珠山的冰挂等奇特

景观轮番呈现，这是只有冬季才能体

验的青岛胜景。而胶州湾的冰海令人

仿佛置身于科幻大片；金茂湾的海浩

为青岛打开了“冰雪奇缘”模式。奇

妙揽胜之旅，颠覆你对青岛“红瓦绿

树 碧海蓝天”的传统认知，会有不一

样的视觉享受。

虽说“高处不胜寒”，但要体会

极致风景的美妙，还得登高望远。比如，

在青岛第一高楼——海天中心，云上

观山海，纵览天空之境；再如，在“琴

岛之眼”摩天轮验证爱情的坚贞；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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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美术馆和休闲书房坐一坐。新年的

艺术展和沙龙，让你近距离感受名家

风范、品味艺术生活。又或者，找一

家休闲安逸的咖啡馆，点一杯热气腾

腾的咖啡，看着窗外的冬日美景，静

静感受这份惬意而美好的心情。

嗨游主题：乐趣之旅
关键词：乐享夜色、乐购年货、

乐聚会奖

作为荣获中国城市夜经济“大满

贯”的城市，青岛的夜生活是多姿多彩

的。不仅有台东、香港东路、李村等多

个在全国拥有较高流量的商圈，还有奥

帆中心情人坝、台柳路 1907 音乐街、

金沙滩啤酒城、即墨古城等一批夜经济

网红地标。夜晚的青岛，别具魅力。你

可以去即墨古城体验古典文化不夜之

城的魅力；可以去西海岸欣赏珊瑚贝桥

的灯光变幻、色彩斑斓；还有大学路的

红墙黄瓦、高窗拱顶，披上科技感的包

装，在夜色中流光溢彩；当然，你也可

以在音乐酒吧街区，感受这座城市冬夜

中的无限激情与活力。

在“过年”这个喜庆热闹的主题

里，自然少不了逛逛逛和买买买。在

新年里，去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大集，

绝对会让您满载而归，推荐李村大集、

泊里大集、王哥庄大集、沙子口大集，

这些地道的年味儿集市，会让你感受

到扑面而来的质朴气息，带着一种淡

淡的、满满的幸福，暖遍全身。另外，

海信广场、万象城、凯德广场、伟东

乐客城、吾悦广场等购物中心让你吃

喝玩乐购一站式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国际会议中心、

红树林度假世界、藏马山国际旅游度

假区、石老人城市会客厅、凤凰岛旅

游度假区等会奖旅游中心，适合年底

的各类大型会议、团队聚会，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各种商务旅行、团建活动

也赶紧提上日程吧。

嗨游主题：闲趣之旅
关键词：温泉康养、运动健身、

中医养生、亲子采摘
滑雪 + 温泉，冬日里的火与冰！

冬游青岛，惬意温泉与嬉雪滑雪都不

可辜负，再氤氲在汤泉的温暖中，可

谓妙哉。冬奥会的临近，让冰雪运动

成为时下最热门的休闲体育项目。崂

山金山滑雪场、北宅高山滑雪场、西

海岸藏马山阿朵小镇雪场、青岛翠林

云庄乡村乐园“雪乡”主题滑雪场整

装待发，快去那洁白的冰雪世界进行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验吧，和家人或

朋友一起，纵情驰骋，感受冰雪中跳

跃飞舞的快乐！

当冰雪邂逅温泉，这种极致的美

妙体验是不能错过的。即墨温泉小镇、

涵碧楼温泉、红树林温泉度假酒店……

这些一站式度假目的地，将温泉、时尚、

艺术、休闲、娱乐、购物等元素融为

一体，是冬季出游的绝佳选择，因为

没有人会拒绝温泉的“温暖怀抱”。

然后再来体验一下冬日养生——青岛

的各种中医养生场馆，准备了各种理

疗 + 食疗的双重康养，可以放松身体、

舒缓心情。

如果“滑雪 + 温泉”还不够，那

就继续加上冬游采摘之旅， 草莓、番

茄、圣女果、萝卜……冬游青岛享受

采摘的亲子同乐，有小朋友的家庭，

也千万不要错过冬日里的亲子采摘之

旅，在胶州、平度、莱西的生态采摘

园中，你可以自己动手、收获美味。

嗨游主题：食趣之旅
关键词：美食寻味、盛世贺年宴

中国人的“年”，与“吃”有着

千丝万缕的连系。来到青岛，自然也

要尝一尝“舌尖上的新年”“舌尖上

的冬天”。除了各种地道美食、特色

佳肴，千万别忘了带上一份青岛的美

味特产。酱香软糯的流亭猪蹄、香甜

松软的王哥庄大馒头、肉香满溢的郑

庄脂渣、色香浓郁的泊里烧肉、皮酥

馅香的青岛锅贴、鲜美红润的金钩海

米……一定会满足你的味蕾。新年来

临之际，青岛各大酒店也纷纷推出了

精致美味的贺年宴餐单，让一家人的

年夜饭美味、吉祥、圆圆满满。

游山海、享冬韵、过大年，嗨游

青岛，让你悦享冬天。

冬游青岛
持续到 2 月的“嗨游青岛 悦享冬

季”冬游青岛活动，为青岛带来了惊

喜和活力。据了解，本次活动依据青

岛冬季旅游市场特点，策划了 160 余

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参与性

高的特色节会活动，重磅推出一批特

藏马山中如诗如画的江南雪景。（图片提供 / 青岛融创·阿朵小镇）
The picturesque snowscape in Cangma Mountain. 

崂山北九水冰瀑绝美壮观。（图 / 刘同福）
The spectacular icefall at Laoshan Beijiushui scenic spot. 

在冰天雪地里尽情戏雪。（图片提供 / 青岛世博园戏雪乐园）
Play with the snow heartily in the world of ice and snow. 

色主题产品和线路，同时配套开展了

一系列文旅惠民措施、局长直播带货

等活动，进一步提升淡季旅游产品的

品质和吸引力，拉动冬季文旅消费、

提振文旅市场。

除了结合 2022 年元旦、春节、正

月十五、二月二等传统节日推出众多

特色节会活动外，“嗨游青岛 悦享冬季”

冬游青岛活动还以“冬游青岛 必游不

同”为话题，推出一批具有本地特色

的冬季主题产品和线路，挖掘冰雪运

动和体育旅游资源，融合购物、亲子、

文化等元素，推出动静相宜、前卫与

传统、自然和人文、现代与乡村相结

合的冰雪体验之旅，打造青岛冬季冰

雪运动新名片，推出冬季运动之旅；

挖掘中医养生、健体疗养等资源，融

合温泉、度假区、登山、观光等元素，

推出生态养生、医疗保健、休闲度假

等产品，吸引更多人到青岛过冬度假，

推出冬季康养之旅；挖掘酒吧、演艺、

景区、市集等夜间资源，融合美食、

文化场馆、灯光夜色等元素，推出美食、

游购、文艺欣赏等产品，吸引更多人

夜游青岛，推出冬季夜游之旅；挖掘

海洋、建筑、工业、红色等资源，融

合博物馆、非遗、环保等元素，推出

寻迹名人、科创海洋、博物探索等产品，

满足中小学生群体假期需求，推出冬

季研学之旅。

Though in winter, Qingdao 
is not as full of passion and 
vitality as it is in summer, 

it can still get lively: sitting in a hot 
spring, skiing, visiting art museums, 
tasting seafood, visiting temple fairs... 
They all can offer a pleasant and lei-
surely experience.

This winter, enjoy Qingdao during 
your tour: sports,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based regimen, lei-

sure vacation, meetings, incentives 
and exhibitions, scenic spots, hotels 
and homestays, food, culture and 
transportation — just as they say 
"tour around Qingdao in winter and 
you'll gain a unique experience". A 
batch of distinctive and fascinating 
winter themed products and routes 
are waiting for you, guaranteeing 
that you'll have a different experi-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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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城过海，一线比邻
1 号线途径青岛西海岸新区、市

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城阳区，共

设有 41 座车站，目前除西镇站外 40

座车站开通运营，井冈山路站、青岛

站、台东站、青岛北站分别为换乘站。

1 号线全程运营时间约 97 分钟。其中，

东郭庄至青岛北站约 34 分钟，青岛北

站至青岛站约 27 分钟，青岛站至王家

港站约 34 分钟。作为连接青岛市区与

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交通大动脉，1 号

线横跨胶州湾仅需 6 分钟。

在连接青黄、畅达幸福的同时，1

号线的一座座车站也成为展示城市精

神面貌和青岛文化气质的重要平台，

被誉为是“文化客厅”。它们以“城

市之光，斑斓青岛”为设计理念，将

百年青岛的建筑、工业发展的记忆、

城市的四季、海浪礁石、花卉等元素

进行抽象化呈现，体现出青岛百年城

市化、工业化发展之路的特点。在中

山路站的艺术墙前感受里院文化的魅

力，徜徉观象山（市立医院）站看《绯

樱染城》，在胜利桥（纺织谷）站的《梭

织曲》里感受青岛“母亲工业”昔日

风采，在王家港站的《烟波》里体验

山海苍茫、烟波浩渺……1 号线全线

有 15 个特色车站，在延续了青岛地铁

“一线一主题、一站一风景”设计特

色的基础上，结合沿线特点，艺术表

现各有千秋。

除了 15 座特色车站，26 座标准

车站“空间一体化设计”作为指导理

念，强化线路的整体色彩。通过缤纷

多彩的立面墙体、立柱、天花、艺术

灯具、有未来感的服务中心、模块化

的座椅等，承载公共艺术所担当的人

文精神、都市美学与情感。

悠游西海岸
途径：王家港站、石油大学站、

文、图 /Lisa

逛玩 1 号线

如果问青岛哪条地铁线路自带天然流量和“网红”属性，那一定是刚刚开通的 1 号线——历经

5 年建设，2021 年 12 月 30 日 12：00，伴随南段正式通车，青岛地铁 1 号线终于迎来了全线通车

的“高光时刻”。

请跟上我们的步伐，一起去看看 1 号线沿线都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一次逛个痛快吧！

Hang out via Metro Line 1

自带天然流量和“网红”属性的青岛地铁 1 号线，途径黄岛区、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城阳区，可谓是站站精彩、一路风景。
Qingdao Metro Line 1, which has gained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e Internet, passes through Huangdao District, Shinan District, Shibei District, Licang District 
and Chengyang District, with beautiful scenery at every stop along its whole way.

太行山路站、井冈山路站、丁家河站、

薛家岛站、天目山路站、安子站、新

港山路站、南北屯站、山里站、凤凰

岛站

石油大学站位置绝佳，不仅比邻

“琴岛之眼”摩天轮、海上嘉年华，

距离永旺梦乐城和新城吾悦广场也不

远。因此，无论是游览休闲，还是购

物娱乐，有很多种选择。

“琴岛之眼”摩天轮主打海洋浪

漫主题，总高 68 米，配有 36 个全透

视无敌海景观览轿箱，能将海景尽收

眼底。摩天轮旋转一周用时 13 分 14

秒，寓意“一生一世”。海上嘉年华

澳乐购是一站式国际名品直营奥特莱

斯，集购物、休闲、娱乐、美食、文

教等于一体，打造欧式街区、时尚大

道、河畔主题餐厅街等地标性建筑，

引领全新时尚消费体验。永旺梦乐城

购物中心集购物、娱乐、社区、生态

4 种功能为一体，实施一站式服务，

打造“国际时尚、运动潮流、童乐天地、

饕餮美食”等区域，通过充满“惊喜、

感动、欢悦”的“炫亮的城市建设”，

向顾客提供前所未有的价值和魅力。

新城吾悦广场则以“时尚”为主题，

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教育、艺

术为一体的全客层、全业态、全功能

的大型商场。7 个独栋结构与主体商

业交相呼应，汇集 30 余个业态品类，

300 余家国内外知名品牌。

丁 家 河 站 浓 缩 了 唐 岛 湾 片 区 的

“精华”，唐岛湾、中国院子、西海

艺术湾、贝壳博物馆、银沙滩、西环

岛路……如果想去这些网红打卡地，

可以乘坐 1 号线到丁家河站。

唐岛湾分为北岸和南岸，建有植

物园、滨海休闲广场、滩涂风情区和

湿地体验区等，有“海上西湖”之美誉。

中国院子就坐落在绿意葱茏的唐岛湾

湿地公园中，55 栋古民居星罗棋布，

水鸟翩跹，翱翔于海湾和湖泊之间。

中国院子分为南北两院，汇聚从江西、

浙江、福建等地迁建的明清“徽派建

筑”和从山西、陕西等地迁建而来的

“晋派建筑”，它们历经百年风雨洗礼，

每一座建筑都是一部近代史。

西海美术馆位于西海艺术湾内，

美术馆由法国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

设计，沿岸线伸展于山海之间，主体

建筑约 1.7 万平方米，12 间相互连通

又相对独立的展厅依海而建。青岛贝

壳博物馆是一家以贝壳标本展示为主

题，集贝壳研究、收藏、科普教育、

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博物馆。由贝壳标

本展示区、贝壳观赏区、科普区等 6

部分组成，展藏来自四大洋及五大洲

的贝壳（海螺）标本和贝类化石，馆

藏数量目前居全国首位。此外，城市

传媒广场是集文化、潮流、生活于一

体的文化体验式商业综合体，突出“时

尚的文化体验平台”的主题定位，打

造“阅读体验、艺术体验和时尚生活

体验”等特色业态，建构成为独具文

化魅力的新型文化商业综合体。

银沙滩则与金沙滩为姊妹滩，全

长 2.5 公里，呈月牙形状，东西伸展，

水清滩平，是天然的海水浴场，因沙

质细腻均匀，太阳下银光四射，宛若

镶嵌在蓝色丝绸上的银盘，故名银沙

滩。

想去金沙滩和啤酒城逛一逛，那

就到天目山路站。

沙质细腻、色泽如金的金沙滩，

被誉为“亚洲第一滩”，长 3500 多米，

呈月牙形东西伸展，水清滩平，沙细

如粉，色泽如金，是一处不可多得的

天然海水浴场。金沙滩啤酒城是世界

上最大的啤酒文化主题广场，园区占

地 80 公顷，是青岛国际啤酒节的永久

举办地，拥有火凤凰酒吧街、啤酒文

化博物馆、凤凰之声大剧院、不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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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main traffic artery con-
necting Qingdao urban area 
and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south section of Qingd-
ao Metro Line 1 was officially opened 
to traffic at 12:00 on December 30.

The south section of Line 1 is 38 
km in total, with 26 stations, which is 
connect to the north section of Line 1 
(already open to traffic) through Qin-
gdao North Station, forming a com-
plete Line 1. It took just 6 minutes 
to get from Phoenix Island Station 

to Tuandao Station, crossing the sea 
and connecting Qingdao urban area 
and Huangdao. Jinggangshan Road 
Station, Qingdao Station, Taidong Sta-
tion and Qingdao North Station are 
four transfer stations. After opening, 
there will be 128 operating stations 
in the whole Qingdao metro network, 
with the operating mileage reaching 
284km.

Please follow us and check out the 
fascinating places and delicious food 
along Line 1 and have fun!

店、爱情海湾等，还有 18 个大篷组成

的啤酒大篷区、实景影棚、商品展馆、

运动大篷。

凤凰岛站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比如东环岛路和海底隧道博物馆，会

让你大呼意外。

凤凰岛东环岛路将青岛沿海一线

的绝佳风景尽收眼底，天然的滩涂、

难得的湿地景观、视角绝佳的城市观

景带，这里有你最喜欢的海湾风景。

海底隧道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海底隧

道为主题的博物馆，展厅面积 930 平

方米，分为世界海底隧道大观、海底

隧道建造技术、胶州湾隧道建设历程、

胶州湾隧道安全运营保障、胶州湾隧

道建设意义五大展区，集中展示世界

海底隧道发展历史及胶州湾隧道的建

设运营成果。

漫步市南
途径：团岛站、西镇站（暂未开

通）、青岛站、中山路站

相比于香港中路的热闹繁华，市

南的老城旧巷静谧而沉稳。这里有青

岛城市母脉发展的痕迹，有老青岛人

的回忆，更深埋着这座城的情怀。坐

上地铁 1 号线，逛逛老街、看看老楼、

尝尝老店，在老城区特有的节奏中感

受不一样的慢生活。

有了 1 号线，团岛站瞬间成为热

门站点——鼎鼎大名的团岛早市的吸

引力是不能小觑的，作为青岛菜市场界

“扛把子”的，这里凌晨 5 点便已车水

马龙、人声鼎沸。现在地铁站到了门口，

以前嫌路远车慢的市民恨不得坐上地

铁“咻”的一下飞过来。那些常常惦念

的烧肉、脂渣、炸糕、喜饼、烤鸡、酱货、

炸货、海货、炒货等等，也不用“攒”

了，想来马上来，想吃马上买。

如果说，团岛站有老青岛人最爱

的市井烟火，那么，西镇站就是吃货

们的快乐源泉，虽然暂未开通，但吃

货们心中有它的一席之地。这里聚集

着一众青岛知名平民小吃：西镇臭豆

腐、西镇电烤肉、大邱大包、建明炸串、

老头电烤肉、大君手擀面、如意辣鸡

架、赵家牛肉砂锅、顺心意锅贴等等，

而那些只有附近居民知道的小馆子，

会与你在某个街角不期而遇，那又是

一种被幸运撞个满怀的惊喜。实际上，

“西镇”并不是镇，它泛指河南路以西、

胶州湾以东的地区，是青岛主城区的

最西端。西镇是青岛的初始，聚集了

许许多多地道的老青岛人，这里既保

留了原来青岛老城区的特色，也在老

城区中不断散发新活力。

中 山 路 之 于 青 岛， 就 像 王 府 井

之于北京、南京路之于上海，因此许

多外地人慕名而来，中山路站也是流

量站。中山路是青岛商业的母脉，许

多老字号从这里出发并走过百年，如

1921 年的天真摄影、1891 年的春和楼、

1924 年的亨得利等等，虽然商业气息

已随百年风云渐渐散去，但这里仍留

下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和回忆。

没了青岛饭店和谷香村，中山路还有

中山路壹号、1903 水兵俱乐部和春和

楼，它们分别是德占时期德国在青岛

修建的第一个俱乐部、中国第一座商

业电影院的所在地和 130 年的老字号。

中山路还遗留下许多市井滋味，那些

在岁月中沉淀出的家常小吃，大多用

来偶尔调剂居家过日子的一日三餐，

却在平凡中透着舒服和熨帖。劈柴院

豆腐脑、老三炒面、金麦园面食就属

于这种，不会天天想吃，偶尔惦记上

就很想马上来一顿。此外，“九龙”“白

玉”“无名”“天伦”等榜上有名老

青岛菜馆，也都云集在此。而百盛、

悦喜客来、丽达奥特莱斯，为人们带

来了购物的便利。

闲逛市北
途径：观象山（市立医院）站、

广饶路站、台东站、海泊桥（海慈医

疗）站、小村庄站、北岭站、水清沟站、

中心医院站、胜利桥（纺织谷）站、

安顺路站

你可能不会想到，1 号线上不仅

有青岛十景中的“飞阁回澜”“琴屿

飘灯”，还有“穹台窥象”——在观

象 山 站 最 不 能 错 过 的 就 是 观 象 山 公

园。观象山上有座由花岗岩砌成的“石

头房子”，这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准原点，珠峰高程测量就从这里起

算。而天文台位于青岛观象山之巅，

是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发祥地之一，

是近代远东三大观象台之一，在近代

中国气象、海洋科学发展史上占有很

重要的地位。

广饶路站是离青岛一战遗址博物

馆最近的地铁站，要想一睹青岛山上

“活历史”，那就不能错过这一站。

位于京山路 26 号的青岛山一战遗址公

园，包括青岛山风景区、一战遗址博

物馆、青岛山炮台遗址。青岛一战遗

址博物馆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建成开

馆，是目前国内惟一全面展现一战对

中国命运影响的博物馆，也是国家一

级博物馆。

说起“台东”，人们的反应只有

一个字：逛。这里人流量之巨大，已

经不能简单地用“熙熙攘攘”“摩肩

接踵”来形容。在许多人看来，“逛

台东”得算是一个“行程”，不拿出

两三小时跟本逛不下来，因为不仅要

逛，还要买、还得吃喝、玩乐……全

长 1000 余米的台东步行街只是“起

步”，鳞次栉比的商场店铺、连成串

结成片的摊位，都让人意犹未尽。台

东还是吃货的最爱，天南海北各种各

样的地道小吃、网红小吃、特色小吃

琳琅满目，让人停不了手也停不了口。

小村庄站附近有一座南山公园，

是周围市民锻炼身体、休闲娱乐、陶

冶情操的好去处。南山公园是一处绿

树成荫、曲径幽深、亭台阁榭、鸟语

花香的山头公园，山上矗立着华佗、

孙思邈、李时珍等医学大家的花岗岩

塑像，还有丹药炼制、药臼、行医串铃、

树木医生啄木鸟等雕塑，有人体穴位

铸铁雕塑及多座中医药雕塑墙等，在

青岛的公园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想去北岭山森林公园，可以乘 1

号线到北岭站。占地约 47 万平方米的

北岭山森林公园北岭山公园是市内 10

处山头公园中最大的一处，园内山峦

起伏、风光秀美，主峰海拔 116 米，8

个山头相连环抱，向东可看浮山，向

西可看胶州湾，向北可看孤山，向南

与嘉定山相望，因为有一个很美的人

工湖而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凭借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北岭山森林公园

内打造了一处集教育科普、农耕体验、

手工制作、观光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教育基地，开展以传统中医药

文化、自然科普教育、文创研学游等

为主题的研学活动，相信将来这里会

成为有影响力的科普基地、研学营地

和自然课堂。

由于靠近纺织谷，胜利桥（纺织

谷）站自然而然地成为 1 号线北段的

热门站之一。位于市北区四流南路 80

号的纺织谷所打造的百年包豪斯艺术

街区，以其独特的设计风格、浓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拍

照、消费，也成为了深受年轻人喜爱

的网红打卡地。纺织谷的包豪斯车间

始建于 1934 年，建筑面积近 4 万平方

米，是目前青岛乃至全国保存最完整、

单体面积最大的包豪斯风格纺织工业

厂房，于 2018 年 12 月被工信部列入

“国家工业遗产”。近年来，纺织谷

在充分注重工业遗产保护的基础上，

将青岛百年纺织历史文化和大量珍贵

的工业遗存植入其中，同时引入研学

旅游、创意设计、时尚教育、网红营

销等创新业态，使其成为引领片区时

尚创意产业发展的创新中心、孵化中

心和传播中心。

感受李沧
途径：安顺路站、青岛北站、沧

安路站、永年路站、兴国路站、南岭站、

遵义路站

兴国路站比邻石沟公园，能便利

抵达李沧区最大的山头公园——老虎

山公园，一处集生态保护、观光游憩、

登山健身、科普宣传、人文展示、影

视取景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山体公

园和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农历春节即

将来临，在辞别牛年、喜迎虎年之际，

去老虎山沾沾“虎”气、添添福气，

是不错的选择。

又要到梅花迎风抱雪的时节了，

想去十梅庵公园逛一逛，那可以乘坐

1 号线到南岭站。十梅庵公园处处突

出“梅”之一字，不同品种的梅花洒

落山林、静立道旁，俨然遗世独立的

仙子。据民间传说，昔日天上 10 位傲

寒的梅花仙子因思慕此地的灵山秀水

而下凡在此，十梅庵因此得名。

玩转城阳
途径：瑞金路站、仙家寨（汽车

北站）站、流亭站、凤岗路站、小寨

子站、正阳中路站、农业大学站

凤岗路站距离城阳区世纪公园不

远。这是一座以植物观赏、名花展示、

开展植物绿色文化科普教育为主要功

能的观光游憩公园。其中，位于北门

高达 13 米的 6 根“梦幻灯柱”，是国

内最壮观的灯柱，使世纪公园达到了

“日观景、夜赏灯”的艺术效果。

乘 坐 1 号 线 到 正 阳 中 路 站， 就

可以去鲁邦风情街，体验欧洲风情的

同时品尝国际美食和中国各地特色餐

饮。一杯咖啡、一首乐曲，漫步在鲁

邦风情街，浪漫的气氛让人心旷神怡。

农业大学是青岛“最好吃”的大

学，学校里的海都、博爱、润兴、佳

美四大餐厅响彻城阳区。此外，农业

大学的牡丹园也是城阳区乃至青岛的

一大景点，每到 4 月中旬，1.7 万余朵

牡丹花竞相绽放，吸引无数游客慕名

前来赏花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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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文艺生活再也藏不住了！

如果说雪是冬天的标配，那每年如约而至的精彩市集及各种有趣的活动，则是迎接 2022 年

青岛文艺生活的标配。

Qingdao, a City Bursting With Artistic Atmosphere

想在青岛度过文艺又时尚的一天，

实在是有太多地方可去。在年代工业

风与文艺气息并存的纺织谷逛一次浪

漫的市集，在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厂房

里感受历史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在潮

流艺术展里寻找与艺术家们的共鸣，

亦或是在百年老建筑里看一场新颖的

沉浸式演出……正是这一场又一场的

文艺活动，让青岛这座充满活力的时

尚之都，向世界散发着愈发迷人的色

彩。

市集中感受冬日里的浪漫
一年四季结束之时，没有什么比

参加一场温暖的“星星市集”作为告

别 2021 迎来 2022 年更有意义的事了。

星星市集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德国，

2006 年，在老观象台的屋顶上，常住

青岛的 Clemens 和 Ulf 等德国人，创办

了第一期德式的圣诞市集，因为在市

集上抬头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故而

起名为“星星市集”。15 年过去了，

星星市集越来越出圈，场地也越来越

大，逛星星市集已经成为青岛年轻人

的一项传统活动。

第 15 届 星 星 市 集 是 青 岛 市

2021“嗨游青岛，悦享冬季”冬游青

岛活动重要组成部分，选址在艺术与

浪漫氛围浓厚的纺织谷，当夜幕降临，

各个摊位上的星星灯光亮起，开市那

天正巧遇上下雪，点点星光伴着飘零

的雪花，一幅浪漫的星光雪景图就此

展开。星星市集不仅在青岛火出了圈，

甚至很多外地游客也会专门去凑一凑

热闹。

在星星市集你能吃到许多德国季

节性限定美食，德国香肠、烤鸡、巧

克力糖塑等，再来上一杯最近风靡的

热红酒，只喝上一口便能驱散冬日刺

骨的寒冷。除了美食，还有许多当地

匠人的手工制品。所有的温暖、快乐

氛围都聚集在这里，仿佛真正置身于

德国的街头一般。与往年不同的是，

第 15 届星星市集在摊位布置搭建上更

具艺术性、时尚型、国潮风。作为原

创设计师的策源地，纺织谷还将一些

文创品牌与星星市集高度融合，丰富

了市集的内容和游客的参与性。

除了星星市集，“跨年”也是人

们最喜欢的主题活动之一，因此各个

商场也都会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市集

活动，万象城 4 楼冰场旁的“不可思

议儿童艺术节市集”，不止有让人眼

花缭乱、种类丰富的市集，还有精彩

的“小丑”表演；万达 CBD2 楼的“星

空市集”，一直持续到 2 月中旬，在

这里你甚至还能买到最近网络上爆火

的“ 迪 士 尼 七 宝” 周 边； 刚 刚 荣 获

2021 时尚青岛系列评选十大时尚街区

之一的“丽达丽嗨市集”，元旦期间

举办了火爆全球的“抠糖挑战”，吸

引了一众大朋友小朋友的参与。

漫展中开启破次元壁的奇幻之旅
当青岛啤酒邂逅二次元，究竟会

产生怎样的火花？青岛啤酒博物馆携

手哔哩哔哩，为青岛人民带来一场打

破次元壁的奇幻之旅。

刚迈入青啤博物馆，就能看到哔

青岛纺织谷举办的谷里·星星市集。（图 / 魔卡 CC）青岛纺织谷举办的谷里·星星市集。（图 / 魔卡 CC）
Guli Star market held by Qingdao Textile Valley. Guli Star market held by Qingdao Textile Valley. 

文 /吴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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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哔哩专属标志的打卡点——网红小

电视，粉白的梦幻南瓜车和许愿墙旁

边站着仿佛从二次元中走出的“22 娘”

和“33 娘”，为周围略显严肃的工业

风红墙建筑蒙上了一层别样的新潮色

彩；踏入幻星集梦幻白金“魔法时空”，

能看到神秘的快闪店，近百款爆款官

方周边商品在这里都能买到；幸运的

话，在啤酒小屋和音乐餐吧还能碰到

COSER 巡游；在奇趣变装小屋，满屋

子的 JK 与 Lo 裙让现场的女生久久驻

足，舍不得离开；来到青啤博物馆一

定不要忘了去尝一尝这里的网红冰淇

淋，味道独特，最重要的是其他地方

都买不到。

“ 在 漫 展 里 过 元 旦” 已 经 成 为

了青岛众多二次元爱好者们的传统项

目。2022 年 伊 始， 在 青 岛 友 好 城 市

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举办的“青岛动漫

节·DCSP2022”漫展活动拉开帷幕，

本届漫展以动漫和游戏为媒介，为广

大游客与动漫爱好者打造沉浸式动漫

游戏互动乐园。

漫展上邀请了人气配音演员马正

阳、哔哩哔哩知名 UP 主矮乐多、少年

绘漫画家宣哲、晋江人气作者吕天逸

等ACNG各领域代表性嘉宾来到现场，

举行个人见面会及签售会，与现场的

粉丝进行交流互动。Cosplay 舞台剧《鬼

灭之刃》的火爆开启，也为大家带来

一场超精彩的二次元视听盛宴。

随着“2022，干杯！二次元”和“青

岛动漫节·DCSP2022”这两场突破文

化圈层的次元盛宴，使青岛人民感受

到了各类二次元的文化冲击，体会到

了二次元世界的奇妙魅力。

展览里寻找与艺术家们的共鸣
2021 年 8 月开馆的西海美术馆，

为青岛的文艺生活注入了新的文化内

涵和艺术品格。

西海美术馆坐落于青岛西海岸新

区唐岛湾南岸，位于国际化综合艺术

社区——西海艺术湾内，社区内的每

栋建筑都是一座光彩变幻的“艺术空

间”。西海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建筑独特壮观，不论是近看还是远看

都充斥着高级感，虚实结合的设计令

建筑与自然的美景在空间中互通、在

山海间交融，又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油

画，让人沉浸其中。美术馆一共 12 个

展厅，分布着不同作者、风格的作品，

有的画作运用室内灯光，让画作色彩

更灵动、更还原、更写实。

在太平角 18 号艺术中心，继小清

新风的 Dawan 展后，色彩冲击十足的

展览《YES YES YES! NO NO NO!》来了，

像是给青岛寒冷的冬日带来了一场暖

洋洋的派对。室外部分被设计成了一

个路线图的形式增强了展览的可玩性，

门口堆放着节日氛围浓厚的巨型礼物

盒，原创形象 IP“奈美兔”被制作成

色彩鲜艳的潮玩模型，分布在互动性

极强的各个空间。高饱和度的色彩搭

配连同来观展的人的情绪都带动起来，

果然冬天也是可以五颜六色、热情似

火的。

百年老建筑里看一场新颖的
沉浸式演出

舞台戏剧近年来也跟上了“沉浸

式体验”的大潮，青岛这座时尚的都

市同样不会拒绝这股潮流。若是逛腻

了市集或商场，来看一场“浸没戏剧”

也不失为时下最时髦的文艺生活方式。

浸没戏剧打破了传统的观影模式，

观众不再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而

是可以从各个角度，与演员们一起完

全融入戏剧环境，主动探索剧情，甚

至参与其中，观众可以跟随演员自由

地在场地中行走，全方位的体验艺术

的魅力。

里院这座百年建筑在这个冬季成

为了一个天然的舞台，几位演员在里

院给青岛市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演出。根据独有城市特色提炼创造，

通过挖掘城市内核文化基因，一个专

为新生代消费者打造的泛娱乐文化产

业突破与升级的新型原创文化 IP——

《无昼之夜》首演落户青岛里院。

《无昼之夜》是融合浸没式戏剧、

空间视觉、剧本杀、密室、环境舞蹈、

音乐剧、卡牌桌游、互动近景魔术、

创意艺术装置、数字光影等多种娱乐

形式的原创文化 IP，以艺术化呈现方

式表达剧情、人物关系及人物情绪。

在置景方面，保留了里院场的原有风

貌，以实景为基础，融入艺术互动装

置、光影艺术、视听灯光装置等，使

观众从踏入剧场的那一刻开始，就完

全浸入精心营造的环境氛围，感受从

视、听、味、嗅、触 5 个维度所带来

的惊喜。

作为本次首演场地支持方的青岛

四方路历史文化街区，亦旨在通过此

次全新娱乐业态的引入，以实际行动

打造国内首个沉浸式、新派里院生活

体验区，为四方路历史街区赋予更具

时代特色的新锐先锋时尚艺术气息。

沉浸式戏剧在青岛的发展，给青

岛的文艺生活将又增添浓墨重彩的一

笔。未来，白天逛展、晚上看演出，

或许将会成为青岛年轻人的又一全新

文艺生活方式。

If you want to spend a day in ar-
tistic and fashionable places in 
Qingdao, there are so many op-

tions. Stroll through a romantic mar-
ket in the Textile Valley with both an 
industrial style of the old times and 
artistic atmosphere, feel the collision 
between history and modern culture 

in a factory building with a history of 
100 years, find resonance with artists 
in a trend art exhibition, or watch a 
novel immersive performance in a 
100-year-old building... It is the vari-
ous artistic activities that enable Qin-
gdao, a vibrant fashion city, to exude 
more charm to the world.

信号山脚下的星星集市。（图 / 魔卡 CC）
Star market at the foot of Signal Hill. 

西海美术馆的《超越》展。（图 / 楚钧蘩）
"Beyond" exhibition of Xihai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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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锅牛杂煲，尽显广味的精妙用心。（图 / 春娇）一锅牛杂煲，尽显广味的精妙用心。（图 / 春娇）
A beef offal casserole fully shows the ingenuity embodied in Cantonese cuisine. A beef offal casserole fully shows the ingenuity embodied in Cantonese cuisine. 

熨帖。如果不习惯药香，还有菌汤锅

底可以选择。

滑捞起片扇鸡可以说是靓鸡煲的

“头号大将”，有阳山大扇鸡、清远

鸡和连州脆皮鸡可以选，食材是从当

地空运而来，还原最地道的美味。鸡

肉被贴心地全部去骨，让你豪爽地大

口吃肉。开锅下入鸡片，10 秒后就可

以捞出来吃，又鲜又嫩，爽滑十足。

如果预算充足，提前跟店家预约 1 只

帝王蟹或波士顿龙虾，让这一煲内鲜

上加鲜。店里还上新了冬日限定的“有

米不见米，只取米精华”毋米粥汤底，

搭配店内主打的扇鸡和青岛本地海鲜，

几种不同的鲜味都在这一煲中迸发融

合，养生滋补，一秒征服你的味蕾。

店家将广式风味从菜品贯彻到了

用餐环境上，一进门就感觉自己穿越

到上世纪 90 年代的香港，电影海报、

藤编椅、垂缀的霓虹灯牌，就连进门

处都是怀旧的串珠门帘，靠窗的位置

还能看到街景。这样的就餐环境让等

待美味的时间都不再乏味，沉浸式港

剧体验让人仿佛变为 TVB 的主角，拿

起手机随便拍两张都是“最靓的仔”。

牛杂煲的万千种可能性
“认识广州，不止是早茶，还要

从牛杂开始。”一份牛杂煲里炖煮的

不仅是牛肉、牛肚、牛板筋等，更是

“和而不同”的口感与滋味。鲜旺發

牛杂煲沿用最传统的牛杂煲制作方法，

先将牛杂洗净，再放进水中浸泡一段

时间，萝卜要切成大小适中的滚刀块，

方便炖煮时入味。大部分店家习惯将

辅料洗净切碎做成料包制作汤底，但

是鲜旺發牛杂煲选用慢熬的牛骨汤作

为汤底，最大限度保持了牛杂的本味。

等到牛杂已经七八成熟，撒上香

芹末、炸蒜末即可端上桌，瓦斯炉提

供了持续加热的动力，边吃边炖，保

证牛杂煲持续热度。接下来的美味密

码就经由食客自己把控，当食材被煨

得正是时机，软烂的牛腩、包含胶原

蛋白口感的牛筋、弹牙爆汁的牛肉丸、

吸满了汤汁的萝卜全都准备就绪，等

待你吃进嘴中，发出一声满意且幸福

的叹息。

如果你想要探寻牛杂煲可能性的

边界，来份九宫格拼盘就是最好的选

择，木制九宫格的每个格子里都放着 1

只小茶碗，里面是卤凤爪、卤鹌鹑蛋、

炸响铃、蛋饺、火龙果虾滑、皮蛋肉

滑、莴笋片、贡菜、海带苗，每种都

是小小一份，解决了选择困难这一“世

纪难题”。超高的颜值也没有掩盖优

越的口感，这些食材在牛杂锅里炖煮

之后就“各显神通”，鸡爪软糯，贡

菜脆脆的还带着一丝鲜甜，海带苗鲜

嫩爽口，店内给搭配了牛杂煲的蘸料，

养生美味缺一不可
提到老火靓汤，你脑海里第一个

浮现的一定是“广东”。哪怕全国各

地的饭馆里都有汤品提供，但无论是

谁都撼动不了广东在汤界的霸主地位。

仿佛广东人天生自动让汤好喝的魔力，

施个魔咒就能把乱七八糟的材料整合，

变成一锅鲜香美味的汤。他们爱喝汤，

更会煲汤。广东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常

年湿热，因此长期生活在此很容易上

火内热。聪明的当地人发现汤水可以

解暑热湿毒，煲汤文化由此演变而来，

与凉茶共同形成了广东独特的饮食文

化。阴雨连绵之时，喝一些滋补汤来

清热去火，还能够提供给人一定的营

养，起到滋补养颜的作用。

肥仔昌靓鸡煲是青岛第一家广式

靓鸡煲，广式火锅的精髓从 5 种药膳

汤底开始就被拿捏住了。五指毛桃药

膳汤底是店里的爆款，也是店家极力

推荐的“灵魂锅底”。五指毛桃听起

来像是桃子的亲戚，但实际上它看起

来更像是树枝或者树根，因为叶子像

五指，而成熟的果实像毛桃才有如此

名号。作为“老广”的挚爱，它不仅

有健脾利湿的功效，拿来煲汤时还会

散发出类似椰子的香气。开锅后先来

一碗汤，味道清新淡雅却不寡淡，喝

下去从胃到全身都暖起来，这份由内

而外散发的温暖是冬日里难以抗拒的

文 /宫瑾

“煲”有着两种释义，它既指壁较陡直的砂锅，也指用文火煮食物。煲的保温能力强，并

且可以均衡而持久的把外界热能传递给内部原料，当这种器皿遇上小火慢熬的烹饪手法，只要

耐心些许，得到的就是冬日里无比熨帖且变化万千的美味。

Cantonese Flavors in Qingdao, Enjoying "Casserole" in Winter

岛城粤味，冬天要吃“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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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 "bao" (casserole) 
has two meanings. It can 
mean a container with a 

steep wall, or the cooking method 
of simmering. The casserole can 
preserve heat well, and transfer the 
external heat energy to the inter-

nal ingredients in a balanced and 
lasting way. When this kind of con-
tainer is combine with the cooking 
technique of simmering, as long as 
you are patient, you will get various 
kinds of comforting dishes in win-
ter.

在食材本味不被遮盖的基础上，增加

更多的味觉惊喜。

店里饮品的颜值不输各大网红奶

茶店，一颗小桃气的杯口真的放着一

颗巧克力制成的仿真桃子，粉粉嫩嫩

满足所有的少女心，奥利奥爆炸冰用

料扎实，巧克力冰激凌和巧克力威化

堆成了小山，视觉冲击首先拉满，让

青岛的年轻人争相打卡。

一煲饭里的乾坤
煲仔饭历史悠久，2000 多年前《礼

记注疏》等书中就有记载，用黄米作

原料，可见在当时是很名贵的。现在

的煲仔饭已经变成了人们的一日三餐，

成为了最家常的一种粤式美食，风味

多达百余种，如腊味、冬菇滑鸡、豆

豉排骨、猪肝、烧鸭、白切鸡等，做

法看起来并不难，只需要将淘好的米

放入煲中，量好水量，加盖，把米饭

煲至七成熟时加入配料，再转为慢火

煲熟即可。好吃的煲仔饭有两个不容

忽视的特征，一是跟煲上桌的调味汁，

揭开盖子浇在饭上就会发出嗞嗞的响

声，将这一煲的味道调和升华；另一

个则是附在光滑的煲底烧出的金黄的

锅巴。入口香脆，嚼时被压缩的米香

仿佛瞬间释放出来，这又是煲仔饭的

另一层享受了。

能否能做好一份煲仔饭是对每个

粤菜厨师的考验，火候、配菜、调味、

大米种类的选择……各家的煲仔饭中

都各有乾坤。讲究的店家通常选用丝

苗香米来做煲仔饭，这种米在外观上

比普通大米更细长，口感好、滋味浓

又易被汤汁浸烂，煲出来的饭齿间留

香，回味无穷。好的煲仔饭还关乎煲

仔本身的品质，正宗的煲仔饭得用小

号带盖瓦煲，这种瓦煲属于一种粗陶，

煲里面是有一层光亮的釉底，它最原

始地保持着原料的风貌，易裂易碎，

不耐温差，可用水煮，不宜油烹，然

而它却可以最完整地保存饭香。洗碗

也同样不能马虎，要用钢丝刷把上一

锅的残留刷净才行。

在青岛的诸多餐厅里已然找不出

味道最好的煲仔饭，这种美食千人千

味，最合口味的，就是最好的。汤臣

炖品的煲仔饭选用咸甜口的腊肠，中

规中矩地打出一张美味“安全牌”。

反之，雀舞·私食则大胆地将黑松露

与风干肠相结合，风干肠的油润将黑

松露的香气包裹，变得柔和又平易近

人。什么餐馆的煲仔饭俨然与青岛海

味有了无法脱离的干系，青岛大虾攻

下头阵，新鲜蛤蜊和扇贝随后占领鲜

味的高地，南北方饮食文化的碰撞都

在这一碗煲仔饭里了。

在青岛吃“煲”
寒 来 暑 往， 昼 夜 交 替， 无 论 是

五 指 毛 桃 药 膳 汤 底 的 靓 鸡 煲、 香 气

扑 鼻 的 牛 杂 煲， 还 是 千 人 千 味 的 煲

仔 饭， 在 冬 日 的 热 气 蒸 腾 里 都 纷 纷

显 露 出 自 己 的 本 味， 践 行 着 粤 菜 的

两 仪 养 生 之 道， 守 护 着 美 食 里 蕴 藏

的幸福密码。

文化交融的城市会成就味贯南北

的美食，青岛粤味没有固守于传统，

而是赋予了美食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它可以继承“老广”的因时而作，应

季而食，也可以将这份独特的时令法

则融入日常。在青岛，来自全国乃至

世界各地的琳琅美食，都能在这里找

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份海纳百

川的开放包容，让各类美食在这片土

壤融合创新，扎根盛放。  

煲仔饭是冬天最温暖的存在。（图 / 宫瑾）
Clay pot rice is the warmest thing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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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年味叫泊里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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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铁 1 号线的开通，让泊里大集离我们又近了一大步。

泊里大集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从主城区乘坐地铁 1 号线转地铁 13 号线，泊里站下车即可到达。

作为在全国都享有名号的大集，泊里大集曾多次被央视及各大媒体报道，还入选了青岛市非遗。

泊里大集历史悠久，距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占地约 11 公顷，有 3000 余个摊位，是目前青岛西

海岸新区尚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集市之一。大集每逢农历四、九开集，进了腊月之后，镇上的居民逢集

便会举办盛大的开集仪式，农历年前的这段时间，就是它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时候。

如果不是站在高处俯瞰泊里大集，你绝对想象不到它的规模有多大。即使不逛不买，只是单单绕着外

围走一圈也要半个多小时，如果从集市中间穿过，需要的时间则更长。整个大集被细分为 20 多个专门的

区域，红红火火的春联、摆放了一整条街的金闪闪的“福”字……一眼望去就是年味儿，还有青岛人餐桌

上必不可少的海鲜、蔬菜、水果、肉食、炸货，就连服装、百货等在这里也是应有尽有。

以前的大集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交易场所，而现在，它更像是等候忙碌一年的人们回归的温

暖的“家”。人头攒动中，热热闹闹中，是需要、是满足、是期盼、是人情，也是生活。

Feel the Strong Lunar New Year Atmosphere at Poli Fair

空中俯瞰泊里大集。（航拍 / 吕建军）
A bird's-eye view of Poli Fair. 

各类干果琳琅满目。（上图 / 王勇森）
A wide variety of dried fruits and nuts.

人们带着对年的美好期盼在大集上采购。（下图 / 杜永健）
People purchase groceries at the fair with expectations for th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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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300 years, the 
t ime-honored  Po l i 

Fair covers an area of about 11 
hectares and has over 3000 stalls. 
It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largest 
markets still standing today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fair falls on days with four or nine 
in the lunar calendar. Entering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the residents 
of the town would hold a grand 
opening ceremony every time the 
fair is open. The days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are the busiest and 
liveliest time of the year.

Previously as a trading place 
where people can get their daily 
necessities, the fair is now more 
like a warm "home" waiting for 
people who have had a busy year. 
Among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fair lies needs, satisfaction, aspira-
tions, human relationship and also 
life.

在中国的传统中，过新年穿新衣的“讲究”由来已久。（图 / 杜永健）
In Chinese tradition, wearing new clothes on the New Year’s Day is a time-honored custom. 

热气蒸腾的大集美食，满是温暖的回忆。（图 / 王勇森）
The steaming food at the fair evokes a lot of warm memories. 

一卷泊里红席承载着岁月。（图 / 王勇森）一卷泊里红席承载着岁月。（图 / 王勇森）
A roll of Poli red mat embodies the passage of time. A roll of Poli red mat embodies the passage of time. 

赶集寻年味儿。（图 / 王勇森）赶集寻年味儿。（图 / 王勇森）
Looking for the New Year atmosphere at the fair. Looking for the New Year atmosphere at the fair. 

置办海货。（图 / 杜永健）置办海货。（图 / 杜永健）
Buying seafood. Buying sea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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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洒纵横，翰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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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春礼，号圣雅居主，军旅书画家，师从中国近现代绘画

艺术大师周永家将军。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书画协会会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岛分会会员、

中华当代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

Outstanding Works of Calligraphy

军旅画家蔡春礼作品赏析

时尚·视觉 ashion 
VisionF

蛟龙出海
Dragon out of the Sea

大福大贵
Great Fortune

雄风
The Majestic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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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春礼书法研习王羲之、米芾、怀

素、颜真卿、黄庭坚、康成元等大家，

国画研习徐渭、八大、吴昌硕、齐白石、

黄宾虹、傅抱石、李苦禅、黄胄、张朋

诸大师。

其沿袭传统，博采众长，师古不

泥，大胆创新，作品以气势胜出。上崇

传统写意精神，同时融入现实生活，把

书法用线与速写素描、水墨色彩有机地

结合，体现一种率性与表现上的另样，

并适当进行变形处理。其山水画、人物画、

花鸟画、书法作品，书中有画、画中有

书，集正行草隶篆诸书体为一炉，创造

出别具一格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独特书画

风格；其书画作品曾参加书画展百余次，

多次获奖，并出版有《蔡春礼书画集》。

1995 年《深壑虎踞》荣获全军美术书法

优秀作品奖；《神游》入选 2000 年中华

当代书画艺术展，并被评为“中华当代

书画艺术名人”；《荷塘秋声》在 2008

年为残奥加油——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爱

心作品展中，荣获“爱心助残奖”。此外，

《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人民文摘》《青

岛党史》都曾对他和他的作品进行报道。

2016 年 5 月，中原赤城留馀 / 山高水长

艺术馆为其设立了艺术展厅，藏展书画

精品 30 余幅；2021 年 6 月，蔡春礼应邀

出席央视《三农之声》栏目举办的建党

百年歌咏大赛山东赛区活动，被评为“央

视三农百名书法家”荣誉称号。

踏浪
Riding the Waves

仁者无敌
The Benevolent is Invincible

山高水长山高水长
High as Mountains and Long as RiversHigh as Mountains and Long as 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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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正气浩然正气
Awe-Inspiring RighteousnessAwe-Inspiring Righteousness

十里荷香十里荷香
The Wafting Lotus FragranceThe Wafting Lotus Fragrance

鸿运当头鸿运当头
Good Luck Good Luck 

《七律·长征》《七律·长征》
Seven-Character Poem · Long MarchSeven-Character Poem · Long March

远瞩远瞩
Looking Far AheadLooking Far Ahead

荷气满堂荷气满堂
Full of Harmony Full of Harmony 

《战疫必胜》
The War Against COVID-19 Will be 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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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在青岛隆重开幕。
The Fifth Shandong Winter Public Fitness Games grandly opened in Qingdao.

在全市开展近 10 年的轮滑比赛和轮转

冰训练营，极大程度地实现了本土优

秀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冰雪项

目当中。

社会层面，青岛市冰雪运动协会、

胶东五市冰雪运动产业促进会相继成

立，打通了多地冰雪资源交流共享、

协同发展的“广域网”。全国短道速

滑联赛等高水平冰雪赛事相继在青岛

落户，极大满足了广大冰雪爱好者在

家门口观赛的需求。包含 5 大场景在

内的 10 条时尚体育冰雪旅游路线，为

青岛冬季冰雪体育旅游制造新热点，

成为拉动冬季城市消费力的“新引擎”。

除了在深化体教融合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多所学校获评全国校园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青岛还通过每年举办丰富

多 彩 的 冰 雪 体 育 赛 事 活 动， 吸 引 近

百万市民参与其中，切实推进冰雪运

动在全市普及走深、走实。

履约冬奥
青岛解锁冰雪运动
向纵深发展新格局

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

会、青岛市第三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

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夯实冰雪运

动群众基础，为推动全市、全省冰雪

产业发展找到重要抓手。乔云萍在致

辞中指出，希望全省体育系统把握冬

奥契机，完善冰雪运动设施，普及推

广冰雪运动，广泛开展冰雪赛事活动，“普及提高冬季运动，助力国家

冰雪战略，为筹办北京冬奥会做贡献”

是山东体育奋进新时代，担当新作为

的目标行动之一。作为全省冰雪运动

的龙头赛事，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自

创办以来始终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

旨在将冰雪比赛办到广大人民群众身

边，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普及冰雪运动

项目、拓展冰雪运动人口、营造冰雪

让更多群众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健康

和快乐。

步 伐 坚 实， 彰 显 担 当。 作 为 山

东冰雪运动发展赛道的“领滑者”，

青 岛 理 应 有 更 高 的 立 足 点 和 为 国 家

冰 雪 战 略 做 更 多 贡 献 的 决 心。 青 岛

市体育局局长车景华表示，“十四五”

开 局 以 来， 青 岛 以 增 强 人 民 体 质、

提 高 人 民 健 康 水 平 为 出 发 点， 立 足

体育惠民，创新全民健身发展方式、

管 理 模 式， 群 众 体 育 事 业 不 断 迈 上

新 台 阶。“ 承 办 山 东 省 第 五 届 冬 季

全 民 健 身 运 动 会 是 我 市 的 光 荣， 也

是 对 我 市 冰 雪 运 动 发 展 的 有 力 鞭 策

与 推 动。 我 们 将 严 格 按 照 省 体 育 局

要 求 办 好 本 次 盛 会， 为 促 进 全 省 体

育 事 业 繁 荣 发 展， 加 快 体 育 强 省 的

建设步伐作出应有的贡献。”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

北京冬奥会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

诺。如今，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奥运伙伴城市青岛的冰上、雪上全面

开花的新格局也已逐渐形成。下一步，

青岛将继续加强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建

设、改造提升冰雪场地，培育冰雪场景，

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冰雪体育产业布

局。同时，青岛还将深化冰雪运动体

教融合，厚植冰雪文化，在国际舞台

上讲好青岛冰雪故事，让更多人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来，体验冰雪运动的激

情与快乐。

（本文图片由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民

健身运动会组委会提供）运动氛围，传播冰雪体育文化，发展

冰雪体育产业等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为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目标作出了应有贡献。

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

会由山东省体育局主办，于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在青岛、济南和

泰安三市举办。本届赛事设越野滑轮、

单板大回转、双板大回转、雪地滑步

文 /张小语

风雅山东，齐鲁冰情；逐梦冬奥，共襄盛事。1 月 7 日晚，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 28

天之际，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在青岛隆重开幕。国信体育中心滑冰场内灯光璀璨、

活力无限，文艺表演意蕴深远，体育项目展演充满阳光与时尚的正能量。来自全省的冰雪爱好

者、体育达人齐聚奥运伙伴城市青岛，与北京同频奔赴 2022 北京冬奥会这场盛大的冰雪之约，

期待在全省掀起一波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

Shandong Winter Public Fitness Games Opens in Qingdao

与北京冬奥同频共振

车、雪地托球跑、雪地拔河等雪上项

目 6 个大项、17 个小项，轮滑冰球、

陆地冰壶、短道速滑、冰上速度过桩、

花样滑冰、短道速度轮滑等冰上项目 6

个大项、48 个小项，参赛总人数超过

2000 人。

同期，青岛市第三届冬季全民健

身运动会也将在国信体育中心滑冰场

举行，全省各地市亦会因地制宜地组

织开展当地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冰

雪嘉年华”等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举

行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是我省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重要指示的实际行动。”山东

省体育局副局长乔云萍在开幕式致辞

中表示，“本届运动会恰逢北京冬奥

会开幕在即，我们要在全省掀起一场

冰雪运动热潮，营造全民喜迎冬奥的

良好氛围。”

十年耕耘
青岛冰雪以“冷项目”

撬动“热产业”
开幕式上，来自青岛市市南区的

在校学生以及青岛多家冰雪运动团体，

在全省人民面前献上技艺高超的花样

滑冰表演和整齐潇洒的短道速滑、冰

球队列展示。一方面彰显了青岛冰雪

项目丰硕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也表

达了广大青岛市民寄情冰雪、逐梦冬

奥的真挚情感。

近年来，青岛在冰雪竞技、全民

普及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全面持续发力，

冰雪项目正乘借奥运东风，逐步成为

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和时尚潮流。

竞技层面，青岛短道速滑队作为

“省队市办”模式下全省惟一的冬季

项目专业队伍，已先后向国家集训队

输送 14 人，5 人进入备战冬奥会大名

单，安凯、李文龙、于松楠等青岛冰

雪健儿不断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

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出席开幕仪式

并宣布运动会开幕，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刘圣珍、青岛市副市长耿涛、青

岛市政协副主席刘光烨、山东省体育局

副局长乔云萍出席开幕式。开幕仪式由

青岛市体育局局长车景华主持。

全省同频
冬季体育盛会掀起全民上冰雪高潮 

——山东省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在青岛开幕

On the evening of January 7, 
28 days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

pic Games, the Fifth Shandong Winter 
Public Fitness Games grandly opened in 
Qingdao. In the brightly-lit and dynam-
ic Guoxin Sports Center, the artistic 
performances embodied profound im-
plications, and the fashionable sports 

shows overflowed with positive energy. 
Ice and snow enthusiasts and sports tal-
ent from across the province gathered 
in Qingdao, the Olympic Partner City, 
to welcome the grand ice and snow 
event of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ogether with Beijing, hoping to 
encourag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ice 
and snow sports in the whol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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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中国银行·中国冰雪大

篷车百场巡回青岛站暨青岛市冰雪运

动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青岛奥帆中

心举办，“大篷车”开到“帆船之都”

青岛，来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帆船比

赛场地，为青岛市民带来了一场冰雪

体验活动，助力北京冬奥会，共赴冰

雪之约。

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山东省体

育局副局长乔云萍，山东省政府办公

厅秘书七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太广，

山东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一级调研

员王辉等省领导嘉宾；青岛市副市长

耿涛，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于冬泉，

青岛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体育

总会主席车景华，青岛市市南区委副

书记、区长高健，青岛旅游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孝芝，青岛市教育局

副局长韩东，青岛市市南区政府副区

长曹镇，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

任张敏，青岛市市南区委教育工委常

务副书记、区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鸿清等青岛市领导嘉宾，以及各冰

雪特色示范学校和青少年冰雪运动推

广公益示范基地代表，市南区学生代

表、媒体记者及市民参加启动仪式。

孙继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到场

领导嘉宾上台共同鸣笛，开启青岛“迎

冬奥”冰雪时间。

耿涛代表青岛市政府致辞，感谢

社会各界对青岛体育强市、冰雪强市

建设的宝贵支持。他表示，2022 年青

岛将开启全新征程，以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打造

群众性冰雪活动精品，释放冰雪产业

消费潜力，提升城市品质与形象，为

推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贡献青

岛力量。

启动仪式现场，嘉宾领导分别为

7 家青岛市青少年冰雪运动推广公益示

范基地和 11 所青岛市冰雪运动示范学

校授牌。

文 /杜飞飞

弘扬冬奥精神  体验冰雪魅力

2 月 4 日，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为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

积极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迎冬奥”浓郁气氛，中国冰

雪大篷车百场巡回应运而生。据介绍，从 2020 年 7 月开始，中国冰雪大篷车已开进 30 多个省市，

成为全民关注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热爱冰雪运动的重要载体。

Welcoming the Winter Olympics, Enjoying Ice and Snow Sports Together

冰雪运动正逐渐走近人们的生活。
Ice and snow sports are getting closer to people's life.

仪式结束后，到场领导嘉宾共同

参观展区，通过冰雪知识的讲解、现

场体验等方式接触和体验冰雪项目，

感受冰雪运动带来的无限魅力。随后，

嘉宾领导赴青岛市市南区基隆路小学

观摩冰雪运动进校园成果展示。据介

绍，青岛基隆路小学在市南区“康乐

健身”工程和“2+X”项目的引领下，

积极构建 1 至 6 年级的技能链，把冰

雪运动纳入到课程体系中，推广冰雪

运动，弘扬冬奥文化，深化体教融合。

针对零基础的学生，寓教于乐，不仅

学习技能，同时锻炼意志，培养兴趣，

塑造人格，让学生们在轻松中学习，

在学习中放松。该校同时还开展“冰

驰雪舞向未来”冰雪文化节、“冬奥

知识汇”主题班会、“冰雪英雄汇”“冰

雪艺术汇”“冰雪体操汇”各类活动，

让冰雪走进每个学生，跃动整个校园。

值得一提的是，该活动严格落实

国家、省、市防疫政策要求，严格人

员管控，严格落实疫苗接种、核酸检

测等全程健康管理；严控活动规模，

对参与体验人员实行分时段限流措施，

避免人员聚集。活动现场还通过微信

小程序收集体验者信息，核验健康码、

行程码信息，并进行体温检测，确保

活动疫情防控措施科学有效。

四大模块玩转冰雪运动 国家队专
业器材免费体验

本次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回活

动青岛站以“筑梦冰雪、相约冬奥，

冰雪运动、快乐同行，弘扬冬奥精神、

体验冰雪魅力”为主题。

据了解，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

回活动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在北京启动，

目前已在全国 30 多个省市开展大众冰

雪普及推广活动。本次百场巡回青岛

站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等发起推广，青岛市体育局、青

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青岛旅游集团

承办，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青

岛市市南区教育和体育局、斯威克斯

科技公司共同组织运作。

中国冰雪大篷车由冰雪知识大讲

堂、冰雪项目体验、冰雪器材展示和

中华冰雪文化创作 4 个模块构成。冰

雪知识大讲堂通过图片、文字和视频

介绍的方式讲解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历程和北京冬奥会的 15 个分项介绍，

并用陈列形式展示各运动项目器材，

冰雪走进每个学生，跃动整个校园。 
Snow and ice sports engage all students and liven up the whole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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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加油，一起筑梦走向未来。

响应“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号召  青岛冰雪运动“破冰”前行

近年来，青岛市积极响应习近平

总书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号召，着力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

在体教融合方面，积极探索青少

年冰雪运动推广路径，全市多所学校

持续提高校园冰雪运动普及水平，丰

富体育运动内容，让更多的青少年了

解冰雪文化、参与冰雪运动、热爱冰

雪运动。本次冰雪大篷车活动期间，

青岛市同步启动了“冰雪运动进校园”

活动，推动冰雪运动在青岛市普及推

广，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冰雪运动的

魅力，用实际行动迎接冬奥会。

在丰富体育供给方面鼓励更多冰

雪场馆投身公益性冰雪运动推广工作。

当前，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全民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全市 10

余处滑雪场所也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

娱乐的好去处，冰天雪地成为市民健

身新天地。

让大众在图文声茂中了解冰雪运动，

将冰雪知识普及带到百姓身边；冰雪

项目体验将国家队使用的专业器材搬

进活动现场，让大众零基础、无门槛

体验冰雪运动。其中包括越野滑雪训

练机、滑雪臂力训练器、冬季两项模

拟射击器、冰球射门练习、旱地冰壶、

桌上冰球、速滑训练板 7 个冰雪运动

等你来打卡体验。

开启冬奥会倒计时 
全民筑梦一起向未来

除了冰雪运动体验外，活动现场

还进行了非遗文化体验，结合青岛市

特色民俗与非遗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

创作与冰雪运动相关的作品，讲述“中

国冰雪”故事，通过线上评选出优秀

作品，在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

仪式中作为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成果展示。现场市民参与创作，在火

热的冰雪运动中静静感受文创的魅力。

据悉，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了全

民滑雪体能大比武第二季。在第一季

基础上，增加了团体赛，完善了打卡

功能和朋友圈分享功能。全国排名前

三的选手参加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的启动仪式，与国家队运动员同场竞

技，零基础的市民通过体验也可以模

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he society are  participating in ice and snow sports.

"Building dreams about 
ice and snow sports, 
welcoming the Winter 

Olympics together; enjoying ice and 
snow sports;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expe-
riencing the charm of ice and snow". 
On January 7, the Bank of China · 
China Ice and Snow Caravan Tour 
Qingdao Stopover & the Launch-
ing Ceremony of the Campaign on 
Promoting Ice and Snow Sports in 
Schools in Qingdao was held in Qin-
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The 
"Caravan" arrived at Qingdao, the 
"sailing city", and stopped at the 
venue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Sailing Competitions, to let Qingdao 
citizens experience and enjoy winter 
sports and welcome the Beijing Win-
ter Olympics together.

In 2022, Qingdao will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Taking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s an op-
portunity, the city will vigorously 
develop ice and snow sports, create 
high-quality mass ice and snow ac-
tivities, unleash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image 
of the city, so as to contribute Qin-
gdao's part to driving "300 million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ice and snow 
sports".

拟越野滑雪基础技术动作。

距离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已经

不到一个月，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越来

越浓厚。不仅如此，该活动还与同期在

青岛市举行的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民健

身运动会进行联动，组织社会各界参与

体验，推动冰雪运动走进城市、走进大

众，宣传冬奥、普及冰雪知识。

据悉，本次活动除了线下的四大

板块，线上也设置了“中银运动 +”小

程序上线活动专区，青岛市民通过线

上参与冰雪体验的方式，共同为中国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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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晒鱼是山东沿海地区，特别是

青岛渔民对不咸的咸鱼的一种统称。

很多外地游客甚至年轻的青岛人，对

“甜晒”有点不理解，“甜晒”并不

是放糖不放盐，而是经自然风干不放

其他调味的干鱼产品。这样风干的鱼

表面干、鱼肉嫩，口感劲道、味道咸鲜，

别有一番风味。

那么，甜晒鱼又是从何而来呢？

早些年渔民出海捕鱼时，船上并没有

冷藏设备，如果不能及时返回港口，

那么捕捞上来的鲜鱼就很容易腐烂，

聪明的渔民就想到将鱼脱水保存。而

脱水的方法大体有两种，一种直接加

盐腌制做成咸鱼；一种便是将鱼切开

直接挂在船头快速风干，这就是甜晒

鱼。渔船到岸后，或是送亲朋，或是

留着自食，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别

风味的鱼产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

受，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地方特色。

你知道吗？如何制作出传统地道

的甜晒鱼也颇有讲究，首先要选用新

鲜的鱼，用刀具去除鳞、鳃、内脏等，

处理好之后洗净，再根据鱼的大小进

行加工，有的片开，有的整条加盐、

料酒、葱姜、花椒等腌制入味，通常

要腌制 12 小时后挂起风干。温度一般

掌握在 15℃以内，湿度在 40% 以内较

好。另外晒鱼时要将鱼挂在背阴面，

不能让太阳直晒，这样的鱼干晒好后

格外有味道。

晒鱼时间长短可以根据自己想要

的口感来定，晒的时间越长，鱼肉越

干越硬，吃起来就会更有嚼劲。当然，

喜欢半干的就适当减少晾晒时间，可

以在时间上自由把控。

如何选择优质的甜晒鱼也有讲究，

看色泽，优质的甜晒鱼外表洁净有光

泽，表面无盐霜。质量稍差的甜晒鱼

外表光泽度略差，色泽稍暗，劣质干

鱼的体表则暗淡色污，无光泽，甚至

发红；闻气味，优质的甜晒鱼有干鱼

的正常风味，质量差的甜晒鱼则会有

轻微的异味，甚至有酸味或腥臭味；

看组织状态，优质的甜晒鱼鱼体完整，

肉质韧性好，质量略差的甜晒鱼肉质

疏松，有裂缝、破碎或残缺。

甜 晒 鱼 最 鲜 美 的 做 法 又 有 哪 些

呢？鲅鱼饼子：把甜晒鲅鱼冲洗干净，

控干水分切成条，玉米饼子切成条，之

后将油烧热，把鲅鱼条和玉米饼条放入

锅内炸制成金黄色捞出，控干油。之后，

再将锅内加油，用葱姜片爆香加入鲅鱼

条和玉米条，烹入生抽炒匀出锅即可；

炖菜：把甜晒鲅鱼洗净之后切成大块，

然后与萝卜、土豆或白菜一起放入锅内

炖，炖熟即可。甜晒鲅鱼本身就是咸的，

文 /韩海燕

依山傍海的崂山，因其独特的环境与气候，孕育了丰富的资源与物产，勤劳聪慧的崂山人

也因此创造出了独属于崂山的特色和美味。

每到冬日，穿行在崂山的码头鱼市或渔家小院，有一种美食随处可见，那就是甜晒鱼，几

十个品种的新鲜海鱼通过处理和晾晒，海风一吹，大海的鲜咸味夹杂着海鱼的腥味儿扑面而来。

The Sunny and Windy Wintertime Is Just the Time for Fish Drying in Laoshan

冬日艳阳北风劲  正是崂山晒鱼时

多个品种的新鲜海鱼通过处理和晾晒，海风一吹，大海的腥咸味夹杂着海鱼的鲜味儿扑面而来。（图 / 董志刚）
A wide varieties of fresh sea fish are processed and dried. When the sea wind blows, the fishy and salty 
flavor of the sea mixed with the fresh flavor of sea fish would fill the air. 

甜晒鱼已成为崂山的地方特色之一。（图 / 刘同福）
Sweet sun-dried fish has become a local specialty of Laoshan. 

穿行在崂山的码头鱼市或渔家小院，甜晒鱼随处可见。（图 / 董志刚）
When walking through the wharf fish markets or fisherman's courtyards in Laoshan, one can see sweet sun-dried fish ever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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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口味适量加入调味料；油煎咸

鲅鱼：把鲅鱼切成片，然后粘上鸡蛋、

面粉，放入锅内煎至金黄色即可；炸海

鳗鱼：甜晒海鳗鱼自然解冻后冲洗干净，

控干水分切成条，锅内加油烧至八成热

时放入鳗鱼条炸成金黄色捞出，控干油

即可；烤面包鱼：将面包鱼放在炭火上，

抹上猪油、葱油，烤成九成熟，撒上辣

椒面、孜然面，继续烤，再擦一次葱油

即可；蒸甜晒鲈鱼：把葱姜丝一同放入

锅内蒸，开锅后再蒸一刻钟即可。

有人说，最鲜美的是海之味，这

话一点不假，海鲜对于崂山人来说无

疑是最具诱惑力的美味，是割舍不断

的味觉记忆……

走山村，过码头，
品味崂山冬日的小美好

品尝过了独属于崂山的美味，不

如再去赏玩一场崂山的美景，去逛逛

码头和看看乡村，找寻冬日的美妙。

崂山的码头可谓是最多的，港东

渔码头、黄山码头、仰口码头、沙子

口码头，早已成为人们挑选海鲜的聚

集地。

尤其是拥有近 600 年历史的港东

渔码头。港东鱼码头位于王哥庄街道

港东社区，而港东社区则地处崂山北

麓，毗邻仰口，是青岛首屈一指的“美

食之乡”。社区拥有 6000 米长的海

岸线，拥有石湾桥旧址、明朝火台、

妈祖庙等 30 余个景点，也因此成为

王哥庄街道最大的渔码头。近年来，

港东社区先后被评为“山东省旅游特

色 村”“ 青 岛 市 渔 业 强 村”“ 著 名

特色渔村”，还申请获批了“鲁崂港

东”“港东渔码头”等特色商标。作

为 2A 级旅游景区，港东渔码头的海

鲜特色一条街拥有 20 余家渔家宴，是

一个集旅游、休闲、娱乐、餐饮、购

物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码头。这里是

丰富的“海货超市”，不仅有鲜活海产、

港东甜晒鱼、一卤鲜鲅鱼、汤腌鱼等，

更有海蜇宴、原汁原味的海鲜盛宴，

清蒸螃蟹、特色炖鱼、比管炖豆腐、

清蒸蛎虾、拌八带、清蒸各类甜晒鱼

等美食成为舌尖上的美味，因此港东

的海味也被人们誉为“六百年前的原

汁原味”，每年都吸引着人们在这里

淘海货、品海鲜、看海景、听海韵、

玩海钓。

除了港东渔码头的海鲜，王哥庄

的会场码头则以鲜美的三疣梭子蟹闻

名，每年都有众多市民游客专程来到

会场社区，品尝会场螃蟹。其次，大

头腥、黄鱼、牙片鱼、黑头鱼等海鲜

也广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会场码

头所处的会场村，东面大海，北靠小

蓬莱山，南接王山口，西临纱帽山，

整个村子呈半岛形状，直达王哥庄的

拥军路穿村而过。得益于仰口湾壮丽

辽阔的无敌海景，会场村历来是富饶

繁荣之地，而一段断桥的画龙点睛，

最终成就了它超凡脱俗的桃源气质。

据当地人讲，木桥早年是停靠渔船的

泊位，很久以前也是人来人往，每天

繁忙装卸货物。后来海湾对岸的港东

渔港规模日益扩大，老旧的木码头逐

渐荒废了。由于其一直延伸到海中，

是看日出和海浪的绝佳地点，吸引了

众多摄影爱好者光顾。时间一长，网

上的照片越来越多，断桥逐渐就成了

会场村的地标，小渔村也变身成了热

门拍摄地。

此外，在崂山沿海的青山村、黄

山村、雕龙嘴村中，不仅拥有美丽的

山海田园风光，渔民们也因地制宜利

用码头，出海捕获新鲜的海产品，并

开发出各种主题美食套餐。

崂山的东南部，因其曲折蜿蜒的

海岸线，诞生出了许多鬼斧神工的天

然海景和令人神往的绝美渔村，比如

以海蜇宴而闻名的黄山村。黄山村东

面崂山湾，隔海与大管岛、狮子岛相

望，西依黄山崮，南邻黄山口村，北

邻长岭村，整个地势西高东低。高处

俯瞰，房屋树木错落有致，美不胜收。

因为黄山村有着十分优良的天然码头，

村民大多以渔业为主，码头与停泊的

渔船自成一景，独具风格。与此同时，

黄山村的周边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奇

山秀峰，比如黄山崮、望海楼、万年

船等。可谓，自然、人文景观都十分

丰富，既可游览古刹，又可登山观日、

下海垂钓，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这份原始、古朴的渔家风情，如

同一缕清风，让游客在这里感受到远

离城市的宁静和舒适。当然，也只有

设身处地的体验，才能懂得黄山村真

正的魅力所在。在黄山社区以北的海

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是

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每年七八

月则是海蜇大量上市的季节。由于近

海，占据独特地理优势的黄山渔民，

驾驶渔船从码头到捕捞区只需要十几

分钟，一天可出海作业几次，甚至有

时一天可以捕捞 10 余万斤海蜇，因此，

黄山村也被誉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

村”。

居民们世代以渔业为生，有近半

数居民从事海蜇捕捞，捕捞加工海蜇

也成为渔民世代传承的技艺。2010 年，

海蜇里子加工技艺被列入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此后，黄山社区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因地制宜，

突出品质，不断创新，着力打造“一

村一品”，在海蜇上书写了一本致富

经。

时间回到 2016 年，坐落于黄山社

区的崂山湾海洋民俗博物馆建成投入

使用，该馆面积 1200 平方米，以实物、

图片等形式，丰富详实的介绍了崂山

湾丰富的海产资源和民俗文化，并展

示了诸多深海鱼类、贝类、珊瑚类等，

使游客在这里能够尝海产品、品崂山

茶，感受崂山海洋民俗文化。与此同

时，村民们还成立了海蜇专业合作社，

开起了渔家宴，制作的“黄山海蜇宴”

名扬青岛，享誉全国，深加工的海蜇

系列产品也走进了千家万户。值得一

提的是，社区逐渐形成了“黄山海蜇”

产业链，进一步推进品牌化、规模化

建设，不断拓展王哥庄特色旅游的深

度，以此不断提升区域旅游休闲度假

的吸引力，努力将“黄山海蜇”做成

具有当地特色。

每年开海前，黄山码头上到处是

一片繁忙的景象。出海捕捞的渔船满

载而归，渔民们尽享收获的喜悦。如今，

从出海捕捞海蜇、现场粗加工收购，

再到运输销售，当地渔民们不仅传承

了海蜇的分离、加工技艺，还创新了“黄

山海蜇宴”系列菜品，让海蜇产品不

断深加工，逐渐形成了黄山海蜇特色

一站式完整产业链。

冬 日 的 崂 山 魅 力 不 减， 登 高 祈

福、 烹 雪 煮 茶， 听 鸟 鸣 啾 啾、 尝 山

中 美 食。 凛 冽 的 寒 冬， 崂 山 依 然 可

以 让 你 温 暖 而 惬 意， 获 得 一 份 宁 静

与闲适。

Close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with unique en-
vironment and cl imate, 

Laoshan is endowed with rich re-
sources and products, thanks to 
which the hardworking and inge-
nious Laoshan people have creat-
ed many specialties and delicacies 
unique to Laoshan.

When walking through the wharf 
fish markets or fisherman's court-
yards in Laoshan at the end of au-
tumn and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one can see a kind of delicious food 
everywhere, that is, sweet sun-dried 
fish. Dozens of varieties of fresh sea 
fish are processed and dried. When 
the sea wind blows, the fishy and 

salty flavor of the sea mixed with the 
fresh flavor of sea fish would fill the 
air.

Sweet sun-dried fish is a general 
term for dried fish that's not salty, 
which is coined by fishermen in 
Shandong coastal areas, especially 
Qingdao. Many foreign tourists and 
even young Qingdao people don't 
quite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sweet sun-dried". It doesn't mean 
there's sugar inside instead of salt, 
but the fish is dried in a natural way 
without adding any other seasonings. 
The air-dried fish has a dry surface, 
tender fish meat, chewy texture, and 
salty and fresh taste, making it a 
unique specialty.

冬日的崂山，色彩分明。（图 / 刘明元）
Laoshan in winter is featured by distinct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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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海湾化学烧碱装置荣获全国烧碱

生产企业能效“领跑者”第一名，水

效“领跑者”第二名，这是企业践行

集团绿色发展文化的结果。

近日，海湾化学再次传来喜讯，

荣获“全国绿色工厂 ”称号。

借助环保搬迁契机
开启绿色化工之路

谈起海湾化学一直所倡导的绿色

环保之路还要从头说起。上世纪 90 年

代，机制落后和需求下滑给青岛化工

企业带来了严峻的生存难题。与此同

时，因环保问题和发展空间受阻，更

是给企业雪上加霜。青岛化工企业出

路何在？这时候，有人提出：“只要

蜷缩在老城区，青岛化工就不能实现

集群化、一体化发展，惟一出路是进

行大规模搬迁，而且要在搬迁后全面

升级，从环保、规模、技术上脱胎换骨。”

而在此时，青岛市“环湾保护，

拥湾发展”的战略构想已经明确提出，

“老城区企业搬迁”也已提上日程。

此时，企业搬迁升级、异地跨越发展，

成为了公司决策者的共识。当众多企

业尚在迟疑、徘徊之时，青岛市第 7

批搬迁企业计划中，“海晶化工”已

赫然名列其中。之后，以李明为首的

公司领导班子独具慧眼并为之不懈努

力，最终挤进了这块如今已是寸土寸

金的宝地——董家口临港产业园。

2010 年的 10 月 29 日，海湾化学

年产 40 万吨聚氯乙烯搬迁项目在董家

口临港产业区奠基。这也代表着先进

制造业的“海湾化学”成为了首个落

户董家口的企业。与港区码头毗邻的

区位优势，将会以低成本的运输、强

大的海运和物流保障，为企业创造了

可观的成本与竞争优势。

如今，回头看，在环保搬迁这一“催

化剂”的作用下，从青岛老城区搬迁

到董家口的海湾化学发生了诸多改变：

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准、高端装备推

动生产智能化、安全网络越织越密、

绿色变革筑牢环保红线……而经过多

年的发展，海湾化学先后入选青岛市

百强企业、中国化工 500 强企业、全

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先进集体、青岛市

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

落户董家口
开启海湾新未来

今天，在占地 133 公顷的海湾化

学园区，宏伟的玻璃大厦办公楼前，

一片清澈湛蓝、鱼影游动的消防池塘，

掩映着现代化的厂房和绿树蓝天。

在 海 湾 化 学 一 直 有 这 样 一 句

话——“没有污染的产品，只有落后的

工艺”。环保和绿色是海湾化学一直倡

导的发展理念，也是化工企业的转型之

道。因此，在 2010 年，海湾化学确立

了项目选择的根本原则——无论是什么

项目、不管有多大效益，只要环保问题

不解决，都要坚决舍弃。如今看来，这

一根本原则的确定，不管是从生产原料、

生产过程、产品质量还是循环经济，任

何一个角度，海湾化学的“绿色”探索

都具有引领示范意义。 

而想要实现环保，最根本的途径

还是要依靠技术的进步。从 2010 年环

保搬迁项目奠基开始，借助此次环保

搬迁的契机，海湾集团立足世界化工

发展规律和国家产业政策谋划未来道

路，实施现代化工园区集群化发展，

培育前港后厂模式，走高端化、绿色

发展之路。2014 年，环保搬迁项目改

造完成后，海湾化学淘汰了企业连续

生产了 30 余年的电石法 PVC 生产工

艺，转而引进采用国际领先的英力士

氧氯化平衡法 PVC 生产工艺替代，项

目达产后综合能耗指标较搬迁前下降

16.5%，使青岛化工从此彻底告别了汞

触媒消耗的历史。 与此同时，海湾化

学投资 2556.5 万元引进先进的污水处

文 /韩海燕

以创新引领科技  以绿色创造未来
Pursuing Innovation-driven Sci-tech Progress, Building a Green Future

海湾化学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绿色”工厂的品质。
Every corner of Haiwan Chemical shows the quality of a "green" factory.

谈及化工企业，你是否很难将其与“绿色”二字相连？

走近海湾化学的园区，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宽阔而整洁的厂区、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以及舒适而现代

化的办公环境——似乎在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绿色”工厂的品质。

——海湾化学荣获“全国绿色工厂 ”称号

时间回到 2016 年，海湾化学被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工

环保协会授予“十二五全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环境保护先进单位”；2017 年，

在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

国化工环保协会组织召开的“2017 年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发展大会”上，

海湾化学荣膺“2017 年度石油和化工

行业绿色工厂”称号，将“绿色大奖”

收入囊中；2018 年，通过蓄力新动能

而不断变革升级的海湾化学更是环保

绿色的；2019 年，海湾化学以一以贯

之的创新精神，对工艺、技术和产品

不断进行升级和引领，在这条绿色化

工之路上大步前行，使海湾化学向国

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现代化工企业迈

进的方向更加坚定和清晰。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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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often find it hard to 
put "chemical enterprises" 
and "green" together.

Walking around the park of Hai-
wan Chemical, one can immediately 
see the wide and clean factory area,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mfortable and modern office 
environment — it seems that every 
corner is showing the quality of a 
"green" factory.

Back in 2016, Haiwan Chemical 
won the title of "Advanced Uni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National Petroleum and Chemi-
cal Industry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granted by China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Federation 
and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in 2017, at the "2017 Green Devel-
opment Conference of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organized 
by China Petroleum and Chemi-
cal Industry Federation and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Associat ion,  Haiwan 
Chemical won the title of "2017 
Green Factory of Petroleum and 
Chemical Industry" and bagged the 
"Green Award"; in 2018, Haiwan 
Chemical constantly transformed 
and upgraded by fostering new 
growth drivers and thus became 
greener; in 2019, Haiwan Chemical 
continued to upgrade and lead the 
process,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with a consistent innovative spirit, 

and made great strides on the road 
of  green chemical  engineering, 
further confirming and clarifying 
Haiwan Chemical’s path towards a 
world-class and domestic leading 
modern chemical enterprise. In 
August 2021, Haiwan Chemical's 
caustic soda units ranked first in 
energy efficiency "front-runners" 
and second in water eff ic iency 
"front-runners" among national 
caustic soda production enterpris-
e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en-
terprise's practice of the group's 
green development culture.

Recently,  another good news 
came for Haiwan Chemical that it 
has won the title of "National Green 
Factory".

近日，海湾化学再次传来喜讯，荣获“全国绿色工厂 ”称号。
Recently, another good news came for Haiwan Chemical that it has won the title of "national green factory".

国、日本同类产品。伴随新工艺、新

装备的投入使用，海湾化学逐渐进入

世界高端市场，下游客户均为如雀巢

集团、荣威体育用品、威高集团、扬

子江制药等各行业顶尖企业。 

智能化建设
助推海湾绿色发展之路

众 所 知 周， 绿 色 园 区 的 建 设 与

智能化、科技化是密不可分的。作为

青岛市的智能制造示范企业，海湾化

学在智能工厂建设上的做法更是值得

学 习 和 借 鉴， 先 后 构 建 了 完 善 的 企

业信息网络，实现了生产控制网、数

据采集网、管理办公网的相对独立与

信息共享；建立了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ERP），实现了企业资源的规划和

流转的最优化管理，使公司决策者可

以全面及时了解企业销售、生产、物料、

财务情况，进而使决策过程更加科学

理工艺及装置，包括综合废水处理和

母液废水处理系统。其中母液水系统

日处理量 2000 立方米，全部回用，实

现零排放。其他废水全部达到城镇污

水厂一级 A 排放标准。总计投资 3380

万的配套热电，引进当前国内运行最

稳定、工艺最成熟、脱除效果最好的

脱硫、脱硝、除尘装置。投资 1570 万

元建设的焚烧炉装置，对生产过程废

气、废液进行无害化处理。 

2017 年 8 月 16 日，《水俣公约》

正式生效，再一次证明了海湾化学独

到的战略眼光。也是在这一年，海湾

化学荣获 2017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绿

色工厂”称号，成为全国氯碱行业中

两个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 

接下来的每一步，海湾化学都秉

承着绿色环保的理念，稳扎稳打的阔

步前进，按照“四化”和“一体化”

的要求，海湾化学先后引进英国英力

士专有工艺技术，生产 VCM 及通用

型、特种 PVC 树脂产品。目前，烧碱、

PVC、VCM、偏硅酸钠等产品的各项

能耗指标均居行业领先水平；废水、

废气、噪声排放达标率 100%，固废合

规处置 100%；引进美国德西尼布石伟

公司的乙苯脱氢法清洁生产工艺生产

苯乙烯；引进日本氯工程先进的离子

膜电解技术，生产高品质烧碱；引进

德国技术，建设包括 5 万立方储罐在

内的低温乙烯储运装置。这些在安全、

环保、节能与循环利用等方面都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的新技术，不仅全面提

升了项目各装置在安全、环保、节能

与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水平，带来了超

过百亿元的年收入，也给企业发展带

来了质的提升。

过去，海湾的产品大多应用于管

道、普通塑钢门窗等领域，而现在，

海湾的高端产品，甚至能替代部分美

合理。目前海湾化学拥有的上万块智

能仪器仪表，大幅提升了企业的数字

化水平。在智能控制方面，采用 DCS

系统进行控制，实现了氯碱、VCM、

PVC、苯乙烯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控

制回路自控率达到 99% 以上。在氯碱、

VCM、PVC、苯乙烯等物料生产的关键

工序上，还建立了安全仪表系统（SIS），

最大程度确保了生产装置的安全运行，

实现了安全智能化控制。并建立了健

康安全环境监控系统，实现精准检测。

海湾化学内部还同时设置了可燃、有

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装置，便于操作

人员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装置区内设

备和管道的泄漏问题，有效防止了火

灾及中毒事故的发生。关键指标联锁

系统、安全仪表系统和紧急停车装置

应用后，一旦出现指标（或状态）失

控 情 况， 将 联 锁 动 作， 使 装 置 各 机

器、设备、各控制阀门都处于安全状

态，确保生产安全。与此同时，应用

智能包装及巡检系统，实现了装置的

安全高效运行。通过采用 PVC 自动包

装设备以及自动码垛机器人，实现了

PVC 产品的全自动包装码垛，极大地

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 VCM 装置中应用智能巡检系统后，

实现了日常生产运行操作信息数字化、

积累数据时时统计、故障问题可追溯

易分析，并能及时发现异常行为，实

现了对生产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

诸如此类的智能化设备在海湾化学还

有很多……2021 年 8 月，海湾化学烧

碱装置荣获全国烧碱生产企业能效“领

跑者”第一名，水效“领跑者”第二

名，这是企业践行集团绿色发展文化

的结果。据了解，海湾化学氯碱装置

通过优化工艺控制、采购进口原盐等

措施，实现离子膜 5 年多平稳运行。

氯乙烯装置实施高温氯化添加催化剂

实验，提高 EDC 纯度，降低了重组分

采出及乙烯消耗。聚氯乙烯装置通过

闪蒸喉管等技改，进一步提升产品质

量，成功替代进口高端品牌。苯乙烯

装置空冷喷淋技改，增强了冷却效果，

解决了夏季高温对苯乙烯产能的制约。

热电装置锅炉燃烧自控系统技改实施，

调整异步发电机负荷，保证锅炉满负

荷运行，降低了煤耗及蒸汽成本。

在这些令人惊叹的成就背后，体

现了海湾化学对于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等理念的理解，渗透了海

湾人对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绿色产业链

构建的自觉。而海湾化学的绿色发展

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闭环，行业内部、

产业间、区域间和公用设施 4 大循环

经济体系的初步构建，实现了从原料

到产品、副产品、废气、废水、废渣“吃

干榨净”，大大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和能耗的降低，成为化工行业转型升

级的模本与典范。

如今的海湾化学，不仅是董家口

循环经济区绿色发展产业链的重要一

环，也是董家口践行环保先行的一个

缩影，更是国内化工行业的一个样板。

它的转型，尤其不断的新旧动能转换，

给众多正在探索着的化工企业带来诸

多启示，想必这是献给中国化工最有

价值的力作。

“十四五”期间，化工行业步入

新发展阶段，海湾化学也迎来新的历

史机遇期。新起点上的海湾将充分发

挥绿色工厂作用，持续推动制造业绿

色转型发展。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提供）



时尚·悦读 ashion 
ReadingF

092
SAILING CITY

093
SAILING CITY

文 /冯予彤

The Promise of the "Strawberry Princess"

“草莓公主”的诺言

1
一提起“公主”，人们的脑海里立时

会呈现出这样的形象：窈窕优雅的身材、

白润细腻的肤色、闪亮美丽的眼睛、俊俏

动人的模样、温柔体贴的举止。站在我面

前的王倩，也是“公主”——“草莓公主”，

当地人都这么称呼她。而她，却是另一副

模样：结实健壮的身材、黝黑红润的脸庞、

干练果敢的手势、直言坚定的口气。

今年 35 岁的王倩，是青岛曹村草莓

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知道王倩草莓种得好，是一个偶然的

机会。那年春节，朋友送来两盒草莓，个

头特别大，品相格外亮眼，味道更是没得

说。跟以前吃过的草莓大不一样。兴趣之

下问朋友哪儿买的，朋友回答说是一家草

莓合作社的产品，不提前预订买不到。当

时朋友并没告诉我那家合作社的具体名

字，等我见到王倩时把这段经历说给她听，

她笑了，说：“就是在我这儿买的”。

曹村是青岛城阳区夏庄镇所属的一个

村落，这里无公害生产模式的草莓，是青

岛农产品的一张名片，先后获得“中国农

产品品牌博览会优质农产品金奖”“青岛

市名特优农产品”“第七届中国草莓文化

节暨中国精品草莓擂台赛银奖”“青岛市

名果优品评比新秀奖”等多项荣誉。而他

们的领头人正是王倩。让人困惑不解的是，

一位医学护理专业出身的年轻女子，怎么

会跟草莓搭上关系，又怎么会做得风生水

起呢？

2
王倩可能这辈子也没想到，出生在土

地，到头来还要跟土地打交道。王倩的父

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但心气高、眼光远，

特别是她的父亲，从不甘心墨守成规与土

地为伍。上世纪 90 年代，王倩父亲偶然

得知国外有一种草莓种植技术可以让草莓

提前上市并延长生长期，这一消息让他心

潮难平：国外能做到，我们也应该可以！

从此，他的心思、精力全部放在研究种植

草莓上。经过不懈努力，王倩父亲的大棚

草莓种植终于在冬天里见到了成果！这消

息在当时无疑就是一个爆炸性新闻，村民

们又惊奇又羡慕。惊奇的是从未听说，更

未见过，羡慕的是那鲜艳可口的硕果就在

眼前，价格却是几倍的翻番。

“一人富裕不算富，全村富裕才算

富”，2007 年已是村支书的父亲联合村里

30 户农民成立了“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

作社”，这是当时山东省首批专业合作社，

从此村民们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王倩

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她考上了山东医

科大学，父亲准备在她毕业后送她出国进

一步深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后王倩父

亲查出了胃癌，而此时王倩被学校推荐赴

新加坡学习，都开始办理签证了。父亲从

手术到离世，前后只有 8个月。这期间，

王倩看到了一个令她敬佩又感动的父亲。

第一次手术后，父亲没听从医生要他卧床

休息的嘱咐，直接去了草莓田，去看他精

心培育的草莓苗；第二次手术后，父亲做

出了让全家人难以接受的决定：搬到草莓

田里去住，那样观察草莓种植情况会更方

便。更令全家人不解和惊叹的是，父亲顶

着酷暑领人把几个简易大棚改成了全自动

冬暖式大棚。

后来，王倩才领悟到父亲当初这么执

着的原因。他就是想让合作社的社员放心，

将来他人不在了，但草莓一定会种下去，

而且会种得更好！

父亲对草莓这份深沉执着的爱、对村

民们那份深情不舍的关心，深深感动着王

倩。她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觉醒了，也一

下子长大了。她跟母亲说：“不出国了，

我也要种草莓，像父亲那样，领着大伙儿

向前奔！”

3
天上飘着朵朵白云，地下绿草青青，

百花竞相开放，好一幅美丽的田园图画。

王倩看着眼前的美景，心里充满了信心，

她觉得自己一定会实现父亲的承诺，带领

乡亲们把草莓种好。然而出乎她意料，当

她决定留在家乡、留在草莓田里时，迎来

的不仅有各种风言风语，更令她伤心和沮

丧的是，30 户社员绝大多数退社，只留

下了沾亲带故的五六家勉强维持着。这些

人如果不是看在父亲当年领他们走上富裕

之路的面子上，也会退社。

犹如一盆冷水迎面泼来，让王倩心里

发颤。但父亲赋予的基因，鞭策她勇敢向

前。“我不怕困难。在学校入党时组织上

能吸纳我，或许就因为我有这股知难而进

的韧劲。”王倩笑着自我评价，那绽开的

笑容写满自信和骄傲。

王倩父亲最大的遗憾，是这一辈子没

有一块像样的试验田，导致他的无土栽培

技术没有推广出去。王倩决心替父亲实现

这个愿望，这也是草莓种植事业进一步发

展的方向。

几经波折，地找到了，但需要一次性

付款。几百万的现款，对王倩来说简直是

天文数字。父亲在世时是挣了些钱，但一

场大病花了许多。以前合作社社员多，有

困难大家可以互帮，现在剩下的全是亲戚

了。王倩公开“摊牌”：成功了，大家都

能得实惠。至于失败，“为什么要失败？！”

霸气而坚定的口气，让亲戚们看到了这个

小姑娘远大而充满信心的魄力。大家齐心

合力拿出“家底”，表哥甚至把婚房抵押

给银行支持她。钱还是不够，王倩找到父

亲留下的电话簿，期望得到支持，然而一

听是借钱，好多人直接把电话挂断了。王

倩领教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但同时也

感受到天下还是好人多的温暖。父亲的一

位朋友接到电话，第二天就拎着一大袋子

现金来了，收条都不要。这更激发了王倩

的信心：再干不出个模样来，别说对不起

大家，连自己也对不起！

长江前浪推后浪，一浪更比一浪强。

王倩毕竟是新时代的青年人，她敢干能干，

但不盲干瞎干。学医的她最知道什么叫“对

症下药”、什么是“妙手回春”。她深知

自己的农业知识太肤浅，管理经验也不足。

于是，她把眼光盯向科研机构、大学，聘

请那里的专家、科研人员现场指导，或作

各种实验，她提供场所。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0 年冬天，她接手合作社的第一期 8个

半大棚草莓上市了，当年收回了成本，还

略有盈利。消息传来，村民们难以置信，

那些退社的社员更是后悔不迭，私下纷纷

说，真没看出这个小姑娘不简单啊！

4
芝麻开花节节高，合作社的草莓种植

又重新步入发展轨道，越走越稳，王倩哪

能忘记那些曾经跟着父亲一起奔好日子的

村民们啊 !虽然他们退了社，但王倩心里

明白也理解，谁也不想盲从，谁也不想把

好日子冒然断送。所以，王倩对那些已经

退了社的社员依然很关心。遇到虫害，一

些人举手无措、无门相求，王倩就找农科

所、农业大学的人来指导灭种、防虫，还

帮着进行技术指导。社员们感激万分，纷

纷向王倩投来感激的目光。王倩清楚，要

让村民们真心服气，真心拧起来一起干，

必须看到美好前景。

2011 年 , 王倩意外发现脱毒的草莓苗

病虫害少，产量更高。她把这一发现毫不

保留地告知大伙，不料大伙并不领情，也

不相信。王倩要做出样子来，于是动员大

舅先在自家的地里栽种。王倩之所以选择

大舅，一是因为亲戚里道的毕竟好说话，

二是地的位置好。周围全是村民的暖棚，

种植了不少的草莓但产量质量都一般。如

果大舅的脱毒草莓种植成功，是最有说服

力的广告。但大舅一听拒绝了，他不想冒

风险。一年四五万的稳定收入对他来说已

经很满足了。“我给你保底 5万，少了补

上，多了全归你。”王倩说，但大舅还是

不干。“老人”的眼光更多的是盯在现有

利益上。软的不行来“硬”的，王倩趁大

舅外出跟其他亲戚一起上阵，直接把预先

买来的苗种在了地里。大舅回来一看叫苦

不迭却无可奈何。不过，没多久大舅就笑

了，新苗竟然比之前增产了 2/3，他的腰

包里一下子多了 2万多元的收入。周围暖

棚的人既惊讶又羡慕，纷纷跑来向大舅请

教。大舅羞愧地说：“这哪是我的本事啊！”

榜样的力量做有说服力。第二年，所

有的村民全都换上了新苗，以前退社的要

求重新入社，没加入的要求加入。社员从

父亲时代的 30 户一下子扩大到 156 户，

种植面积从 3.3 公顷扩展到 100 多公顷。

合作社实行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管理、统

一包装、统一销售。短短几年间，社员收

入翻番。真正实现了抱团致富。

“这一步不容易啊，乡亲们该多么感

激你！”听到合作社前后巨大的变化，我

由衷地感叹道。王倩笑笑说：“其实乡亲

们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又担心无人领路。

我不过是充当了这个领路的角色而已。”

一个“而已”看似很轻松，但个中的酸甜

苦辣恐怕也只有王倩心里清楚。谈何容

易？

5
第一眼看到的是土地，呀呀学步时

走的是土地，上学路上到处是土地，吃

的也都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王倩的 30

多年人生，几乎就没脱离土地。然而，

虽然生长在农村，但王倩的眼光很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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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有爱心。许多人说她这是传承了父

亲的基因。父亲在世时自己过上了好日

子，但不忘记身边的乡亲。他当初坚持

成立合作社，就是要带领大家一起富。

所以无论学到什么新技术、做什么新实

验，都面向广大合作社社员。王倩也是

这样，2013 年合作社与青岛农业大学、

青岛农科院建立了产学合作基地，通过

低温控制促进花芽分化的方法，研究开

发超早熟无公害草莓栽培新技术。这一

技术比现有栽培技术提前两个月收获，

破解了夏末初冬无草莓成熟收获的瓶颈

问题，填补了中国草莓生产技术的空白，

合作社社员的收入也大幅增加。全国各

地的草莓种植者纷纷前来学习，王倩毫

无保留地传授。有人劝她，这样做是不

是太傻啊？自己花钱研发的技术，怎么

轻易就告诉了别人？她笑笑说：“能给

农民带来实惠不就是最大的快乐吗，还

有什么比看着大伙共同富裕更幸福的

了？”

村里有户人家，儿子结婚后搬走，家

里只剩下老两口，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棚

子种些草莓、西红柿、黄瓜之类的，有收

成就到集市上去换点钱。儿媳嫌家贫一年

到头懒得回来几次，老两口暗自伤心流泪。

后来有人出主意，让老两口去找王倩，说

她那里有好种子还有好技术，只要肯帮忙，

一定会有好收成。半信半疑又忐忑不安的

老两口找到王倩，王倩满口答应，不仅给

了实验种子，还委托母亲按时去老两口家

进行技术指导。这一年，老两口做梦没想

到，收入跃上了五位数！高兴得不知说什

么是好。儿媳听说后也主动回家帮着干这

干那的，像换了个人似的。王倩又动员老

两口把挣来的钱再“投资”，在村外租上

一个大棚，干“大”的。看着老两口乐不

开支，王倩比自己挣了钱还高兴。

曹村草莓合作社现在有 156 户社员，

合作社决定不再扩大。有些人急了，觉得

被挡在了致富门外。王倩立下规矩，不管

社内社外，只要想干事、想过好日子，合

作社就帮，义不容辞。

莒县有对夫妻，“撇家舍业”奔着王

倩学种草莓，学了一阵子自觉不够成熟，

就待了下来。这一待就 5年过去了。回莒

县后，夫妻两人建了十几个大棚，种了许

多新品种，收获颇丰，收入也让人看了羡

慕。现在夫妻俩是远近颇有名气的种草莓

能手，直接带动了周边种植业的发展。夫

妻俩有时来看王倩，见面就一个劲地笑，

那笑容里写满了幸福，也写满了感激。

6
穷则思变。人变无非两个极端。没见

到王倩前，我猜想，有了钱的她一定穿戴

得趋向时尚，脸上会化着妆，身上或许还

会喷着香水，太阳高照时，也许还会戴一

副价值不菲的太阳镜“养眼”。毕竟她还

年轻，爱美之心人人有之。但见了面有些

失望也有些意外，这哪像是动辄投资几

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女强人”啊？活脱脱

一个朴素的年轻农村妇女。别看她开着小

汽车，也别看她是医科大学毕业、曾去过

不少国家、见过许多世面，但骨子里还是

那个热爱土地、，热爱乡土事业的“农家

姑娘”。不过，她毕竟是新时代的知识青

年，与父辈相比，更信赖也更懂得用新科

技带动农村种植产业的新发展。就像好医

生习惯在临床上把先进的医术和设备用在

病人身上一样，王倩十分重视科技投入。

她身边有一大帮朋友，其中大多是来自大

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甚至还有外

国的农业专家。

王倩最引以为豪的是她的党员身份，

这是大学期间最大也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收

获。不仅有自豪感，更多的是责任感。当

接过父亲的事业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

自己不仅是一名普通百姓，还是一名共产

党员，必须做出成绩、必须让人看着服气。

前几年王倩的事业触角伸向了国外，有意

识地跟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挂上钩。

2017 年，她在塔什干建立了金陆农业产业

园，不仅在冬天草莓可以结果，而且成熟

期可长达 6个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得知

此消息后非常高兴，直接签发了一个总统

令，赠予王倩的当地股东 150 公顷土地和

49 年的免费使用权。2020 年，王倩再次

出“大招”，在原来租用的土地旁边，又

获取了 4.6 公顷的新实验基地。这次她不

再单纯搞种植，而是与“乡村振兴战略”

联系起来，发展“都市田园综合体”，对

青少年做科普教育，打造“农耕文化”，

发展农业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

年轻人喜欢农业，热爱乡土，为振兴乡村

奉献青春。

五一劳动节后，我又去了王倩那里，

这次没跟她打招呼，直接去了她刚开业的

“田园”。风和日丽，春暖花开，田园里

一片欢声笑语，一群群孩子和他们的家长，

在一个个农作物大棚里穿梭，观看各种蔬

菜、水果生长情况，然后在栽满鲜花的大

棚里观察飞来飞去的蝴蝶，如何生息繁衍，

最后还会亲手去采摘蘑菇、蔬菜，度过一

个美好的“体验日”。

远远的，我看见了王倩，她正在跟工

作人员忙活着。那些脸上挂满笑容的工作

人员一看就是当地的“庄户人”，他们肯

定是跟着王倩一起“致富”的乡亲。我曾

听王倩说过，将来她的事业干得再大，也

不会丢下乡亲。因为他们既是干事的伙伴，

更是自己的亲人。好日子一起享受，才来

劲，才是自己的最大的心愿。

王倩一直在履行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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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