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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0元新展

The World in Zhang Yong’s Eyes82 张勇眼中的世界

张勇的画展开幕了。

有人说，一个搞书法的为什么要跑来看

画？

但当你看到他的画时，就有了答案。

70 Free New Exhibitions in Qingdao

初夏时节，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迷

人的艺术气息同样不能错过。不出青岛，不挤

景区，0元就能在青岛感受一场感官艺术盛宴，

透过艺术作品,跟着艺术家重新发现万物之

美。青岛的艺术漫游模式，就此开启。

时尚  Fashion

艺青岛 Artistic Qingdao

“艺”路童行

童心童趣·戏聚同行

打卡青岛 Snapshotin Qingdao

青岛海边，承包夏日的一整天

青岛0元新展

食尚青岛 Fashion Food in Qingdao

颜值味道双在线，来青岛花样吃冰

动感青岛 Dynamic Qingdao

融入发展新格局，再展风帆之魅力

青岛艺坛 Qingdao Art World

张勇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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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个瞬间，带你领略青岛的“艺术感”

童心享世界  童趣乐不停

骑行享生活  复得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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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举行

云程发轫，万里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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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ing to Be a Front Runner and Seek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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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里·银鱼巷: 老街翻新，开启时尚之旅

想要了解一坐城市，你需 要去那里的老街走一

走。

北京胡同、上海弄堂、青岛里院……老街是最亲切

的向导者，它踏过百年的时间，为你讲述独一无二的城

市故事。

Shangjieli · Siverfish Street: Old Street Gets a 
New Look After Renovation

42

锚定“走在前”，创新谋未来

天下之事，非新无以为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

创新就是谋未来。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塑造更多依靠创

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2021年10

月，总书记再次亲临山东视察，提出“三个走在前”的

重要指示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

新力上走在前”。从“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到

“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总书记对山

东创新发展的要求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目录 Cont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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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走在前”，创新谋未来

天下之事，非新无以为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塑

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2021 年 10 月，总书记再次亲临

山东视察，提出“三个走在前”的重要指示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

力上走在前”。从“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到“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

前”，总书记对山东创新发展的要求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Striving to Be a Front Runner and Seek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山东正在加速奔跑。（图 / 张有平）
Vigorous efforts are being made to step up the building of dynamic and innovative Shandong. 

找准“突破口”
——驶入全面创新新赛道
近日，从科技部火炬中心传来好

信息：济南高新区在 2021 年国家高新

区综合排名中，由第 13 位上升至第 10

位，首次进入前十序列，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

压缩内设机构数量、优化机构设

置，深化“服务企业专员”制度，探

索工业用地转型升级新模式，建设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网络平台……一系

列改革创新举措，不断释放发展红利。

2021 年，济南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 1500 亿元，同比增长 9.3%，以全市

3.1% 的土地资源创造了 13.2% 的经济

体量。济南高新区之所以能实现跨越

发展，关键是锚定高质量发展，塑造

全方位、高标准、可持续的创新力。

创新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生产

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就

抓住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

设的“牛鼻子”。山东省 2022 年工作

动员大会提出，今年要重点抓好“十

大创新”，从科技研发、人才引育、

营商环境、数字变革、产业生态、要

素保障、民生改善、风险防控、文化

宣传、推进落实等重要领域、关键环节，

全面系统集成谋创新、求突破，塑造

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

势的引领型发展。

从世界首套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

浮交通系统下线，到开通 10 万个 5G

基站；从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 万家，

到“四新”经济投资占比达到 51.2%；

从 4 个省级新区发展规划出台实施，

到今年创设 120 万个城乡公益性岗

位……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山东正在

加速奔跑。

力和竞争力的强弱。它衡量的，不仅

是一个地区的创新思维、创新方法、

创新能力，还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的发展层次和水平。山东把创新摆

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十大

创新”行动计划，从事关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领域和要害环节下手，全面增

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全面增强创新力，重在“全面”

也难在“全面”，从哪里突破？“首

先要从认识到、巩固住、拓展好山东

的比较优势上破题。”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李长英说，“在比较优势基

础上创新，是有目的、有把握的创新，

也是山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

径选择。”

海洋是山东发展的最大动能、优

势和潜力所在。2021 年 12 月 21 日，

山东首批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60 万千瓦

文 /李子路 刘兵 梁旭日 黄露玲 徐超超 王彤彤

——山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纪实



关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Highlight/

010
SAILING CITY

011
SAILING C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到 5 年打造一支 1 万人的研发队伍，

其中博士要达到 1000 人以上。为此，

中国重汽开出的校园招聘清单上，人

才待遇条件十分优渥，诚意满满。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突出“领

军人才”，开展省首批国际顶尖科学

家工作室组建工作；把握青年人才，

开展“万名博士、十万硕士、百万大

学生创业齐鲁计划”；开展“技能兴鲁”

行动，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

和就业创业能力……通过人才引育创

新，这两年，山东对人才的吸引力日

益增强，“双一流”高校优选生来鲁

就业人员大幅增加。近期发布的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 2021 年毕业生就业质

量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清华、北大

学子选择到山东就业创业。齐鲁大地，

正成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的沃土。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

勇进者胜。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临，创

新的号角更加嘹亮。山东正以创的激

情、闯的勇气，在全面增强经济社会

发展创新力中创造一片崭新发展空间。

（本文转自《大众日报》）

理时限较之前均压减 70% 以上。

好的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竞争

力。山东有 1300 多万市场主体，营商

环境不断改善，让企业家们增强了投

资信心。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

评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山东连

续两年入选营商环境最好十大省份，

营商环境建设整体水平已位列全国第

一方阵。

不久前，济宁市金乡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产业园内，省优选项目睿安生

物年产 6 万吨共聚酯系列产品生产线

正式投产。这个项目从土地挂牌到投

产运营用时不到 10 个月，比企业预期

建设周期缩短 6 个月。

要素趋紧是当前发展面临的共性

难题，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还

得益于山东省实施的“标准地”改革。

强化要素保障创新，山东在省级以上

经济开发区、高新区等重点区域全面

推行“标准地”改革，累计出让“标

准地”1.23 万公顷，有力保障了一大

批大项目、好项目成功落地。

新年伊始，中国重汽宣布未来 3

齐。

加快数字化变革，是催生新动能、

增创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也是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的“新风向”。2021 年，

山东新增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21

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39 个，居全

国前列。亮丽成绩背后，不乏工业互

联网的助力。

过去一年，海尔卡奥斯平台先后

与征和工业、德佑电气、纽氏达特等

多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

项冠军企业携手，深度参与其数字化

转型和创新发展。不仅如此，卡奥斯

还将这些“明星企业”串联成链，实

现集群式发展。

产业链越长，集聚效应越强，激

发创新“化学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

绘制 9 大产业领域 42 条产业链图谱，

确定 112 家链主企业，推动成立 35 家

产业链共同体……近年来，山东全面

推行链长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建立“科技 +

产业”创新生态会商机制，推动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涌现出了

磁悬浮离心鼓风机、本体热效率达到

51.09% 的柴油机、国密算法物联网安

全芯片等一大批标志性产业创新成果，

产业链、供应链能级不断提升。

打破“天花板”
——向短板要增量，向弱项要空间

创新，从来就不是“规定动作”，

必然伴随着对既有机制、做法的突破，

必然要面对短板弱项、难点痛点。增

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向短板要增

量、向弱项要空间势在必行。

填表多、盖章多，一家企业从设

立到注销的过程曾让不少经营者苦恼。

如今，通过开展“双全双百”工程，

山东创新推出 70 项“一链办理”主题

集成服务，办事环节、申请材料、办

Innovation is of vital signifi-
cance to progress in all areas. 
To grasp innovation is to grasp 

development, and to seek innovation 
is to seek the future.

In June 2018,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ressed the need to "con-
tinuously promote innov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oster more leading-edge devel-
opment that is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featured with more first-mover 
advantages" during his inspection in 
Shandong. In October 2021, the gen-
eral secretary visited Shandong again 
and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in-
struction of "taking the lead on three 
fronts", and one of which is "taking 

the lead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
velopment" to "taking the lead in pro-
moting innov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general sec-
retary's requirements for Shandong'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re-
main unchanged at the core.

The innovation in economic and so-
cial development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 
province in the new era. It was put for-
ward at the 2022 Work Mobilization 
Conference of Shandong Province that 
efforts should be centered on the "ten 
innovations" this year.

全容量并网投产。对于能源结构偏煤

的山东来说，发展海上风电可谓一举

多得——不仅可以大大减少陆地资源

的开发，也能有效拉动海洋装备投资、

扩大市场需求，有利于加快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近年来，山东着力打造海

上风电创新高地，重点攻关适合山东

海域特点的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提

升海上风电装备关键部件自主化水平，

加快打造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和

千亿级山东半岛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

业基地。

着眼未来，让优势更优、长板更长，

关键仍在创新。山东海洋生产总值增

长去年已达到 15% 左右，陆海资源可

以统筹开发这一优势更加彰显。今年 3

月3日，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发布《海

洋强省建设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

进九大行动 30 项举措，“创新”两字

贯穿始终：搭建海洋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海洋药物技术创新中心，实施海

洋智能感知、智能装备、智能网络等

创新工程……

站上新起点，山东立足“九大比

较优势”谋创新、求突破，最大限度

激发全社会创造潜能，持之以恒推进

各领域创新，让一切创造活力和源泉

竞相迸发，努力推动比较优势迭代更

新，加速转化为发展胜势。

抓住“核心点”
——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总投资145亿元！2月 25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万华烟台工业

园传来喜讯：万华高端精细化学品一

体化项目正式开工。“项目采用多套

自主开发的先进技术，8 个产业链延伸

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万华化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增太说。

一块木头能做什么？位于济宁市

的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

里，以木材为原料不仅造出了纸，而

且造出了布、可降解材料，以及木糖醇。

这项世界首创的溶解浆连续蒸煮技术，

每年至少为企业贡献 16 亿元产值。

从万华到太阳纸业，令人惊喜

的科研成果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

让人真切感受到“活力山东”的创

新律动。

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

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锻造强大

引擎，山东舍得投入“真金白银”：

2021 年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增长

10%，2022 年这一投入再增长 10%，

达到 145.2 亿元。在有力的资金支持及

工程项目推动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重大突破，科技创新短板加快补

2021 年 7 月 20 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图片提供 /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On July 20, 2021, China's 600 km/h high-speed maglev transportation system with completely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uccessfully rolled off the 
production line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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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企业精英齐聚，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在即。（图 / 迟存霞）
The Third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which will gather together business elites from home and abroad, is to be held soon.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 6 月 20 日至 21 日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已有 313 家境外跨

国公司和 57 家境内世界 500 强企业报名线下参会，线下注册嘉宾 815 人，包括世界 500 强和行业领军

企业全球副总裁级以上 34 人，中国区总裁 145 人，中国区副总裁 297 人；同时跨国公司嘉宾线上注册

人数已超过 3000 人，跨国公司嘉宾数量和层级进一步提升。

开展对话交流，增强峰会互动性、吸

引力；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

将邀请山东省政府主要领导出席，与

29 位以知名跨国公司全球总裁为主体

的经济咨询顾问，通过线上线下参会，

为山东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主宾省活

动，将邀请河南省作为主宾省，协同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增强峰会

服务全国开放的功能。此外，本届峰

会还将邀请全国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

门参与，进一步扩大峰会溢出效应，

让全国共享与跨国公司合作机遇。目

前已有 20 多个省区市商务部门负责同

志报名组团参会。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期间，还将同期举办青岛城市推介会

和 4 场定向洽谈会。据介绍，青岛城

市推介会将邀请参会嘉宾、知名专家

学者与青岛参会代表一道，围绕“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城市机遇”这一

话题，共同探讨如何抓住 RCEP 生效

实施机遇，推动青岛与跨国企业高层

次、宽领域深度对接合作，更好地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4 场平行定向

洽谈会，将邀请各行业领域企业与青

岛相关企业精准对接，分别围绕“一

带一路”贸易投资、RCEP 合作、24

通渠道和交流平台，进行政策解读、

信息分享和研讨交流，就具体举措的

制定和落实广泛听取建议。

作为山东省近年来在中央支持下

精心打造的高能级开放平台，跨国公

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经过前两届的培育，

国际影响力不断显现，赢得了跨国公

司的一致好评与肯定。据介绍，本届

峰会将举办 14 大类 40 余场活动，包

括开幕式、闭门会、分论坛、高峰对话、

主题沙龙、跨国公司推介、主宾省推介、

城市推介、项目签约仪式、组委会活动、

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配套

展览等。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届跨国公司

领导人青岛峰会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

实现“三个首次”——高峰对话、山

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和主宾省

推介活动均为首次设立，是本届峰会

内容设置的一大亮点。其中，高峰对

话系列活动，将邀请跨国公司领导人、

全球知名商协会负责人、专家学者等

条产业链、“新业态·新消费·新城市”4

个主题深入洽谈，吸引更多跨国公司

及企业家了解青岛、投资青岛。

近年来，山东以开放促改革促创

新促发展，积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抢抓 RCEP 机遇，出台《落实 RCEP

先期行动计划》，全力推动 RCEP 落

地落实；面对疫情冲击，坚决稳住外

贸外资基本盘，加快实施贸易畅通、

优进优出、外贸新业态提升、贸易产

业融合“四大行动”；聚焦制造业引

资主攻方向，制定产业链重大外资企

业专项支持政策；建强用好高能级开

放平台，山东自贸试验区形成 189 项

制度创新成果。2021 年，山东全省实

现进出口近 3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

首次突破 200 亿美元，全省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日趋优化，

在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征程上一步步

走深走实。

青岛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厚的合作

基础，合作成果丰硕。截至今年 5 月，

累计有 173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青投

资设立了 383 个项目。前两届峰会的

举办，促进了众多跨国公司落户青岛。

2020、2021 年，青岛分别新引进世界

500 强项目 25 个和 28 个。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举行
The Third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to Be Held

文 /张文萱

Upon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Third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co-sponsored by the Min-
istry of Commerce and Shandong 
Province, will be held in Qingdao 
from June 20 to 21. This summit 
will feature offline meetings, com-
plemented by online meetings and 
activities. It mainly consists of more 
than 40 activities in 14 categories, 
includ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closed-door meetings, parallel ses-
sions, summit dialogues, theme 
salons, promotion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promotion of the guest-
of-honor province, city promotion, 

project signing ceremony, organiz-
ing committee activities, Shan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Economic 
Advisory Conference, supporting 
exhibitions, etc. During the summit, 
Qingdao will hold city promotion 
conferences and four targeted meet-
ing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learned that the Second Qin-
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held 
in July 2021 was attended by lead-
ers from 390 Fortune Global 500 
companies and 517 global indus-
try-leading companies. A total of 96 
foreign-funded projects were signed 
at the event,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US $11.85 billion.

据了解，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

青岛峰会将于6月19日晚举行开幕式，

将继续聚焦跨国公司同中国合作，展

望跨国公司发展，宣示中国推动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据介绍，针对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本届峰会围

绕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RCEP 落地

生效、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生态保

护、绿色低碳转型以及知识产权和营

商环境等主题，制定了“后疫情时代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RCEP

落地生效与推动制度型开放”“跨国

公司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中的

作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

低碳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

境优化”6 个相关议题，为跨国公司、

工商各界、政界和学界提供高效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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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程发轫，万里可期

近日，以“创投风投创时代，创新创业创未来——打造创新发展新引擎，构筑科技策源

新高地”为主题的 2022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在青岛举行，全球范围内百余位行业知名专

家、学者、企业家以及创投风投机构代表参会，凝聚发展共识，激发创新活力。大会紧扣创

投风投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增强创新资源集聚力、创新成果转化力，为加快青

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开放之城、活力之城、资本之城——青岛，正以“加速跑”的姿态崛起成为北方重要金

融中心城市。

2022 Qingdao Global Venture Capital Conference Held in Qingdao

全球范围内百余位行业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创投风投机构代表参会，凝聚发展共识，激发创新活力。
More than 100 well-known industry experts, scholars, entrepreneu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venture capit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to build consensus on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 innovation vitality.

作为本年度青岛举办的第一场国

际化高规格金融业大会，为期两天的

2022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备受行

业关注。

开幕式上，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

青岛市委书记陆治原出席开幕式并作

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青岛正锚

定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着力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

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宜居宜业

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现代化治理样

板城市，为创投风投发展厚植了肥沃

土壤。一是实体经济全面振兴发展，

突出新兴产业引领、“两业”深度融合、

数字化转型，加快打造 24 条重点产业

链，一批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优质企业、

项目不断涌现，蕴含着巨大投资机遇。

二是科技创新活力充沛，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

持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孕育着旺盛投资潜力。三是对外

开放不断扩大，充分发挥上合示范区、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等开放

平台作用，放大海陆空铁“四港联动”

优势，积极推动国际贸易合作，拓展

了广阔投资空间。四是城市更新建设

加快推进，全力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

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统筹生产、生活、

生态功能，加快导入新兴产业，提供

了丰富投资场景。诚挚欢迎各界朋友

关注青岛、走进青岛，踊跃投身青岛

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拓展资本与

企业多渠道、多元化合作，成为青岛

的“城市合伙人”。青岛将持续优化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集聚更

多金融机构和人才，源源不断为青岛

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委

员、秘书长陈春艳，国家外汇管理局

“创投之城”生生不息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时间拨回到 2019 年初，青岛提出

打造全球创投风投中心的目标。同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青岛举办了首届全球

（青岛）创投风投大会，正式向全球

资本发出成为青岛“城市合伙人”的

邀请。

如今，青岛全球创投风投中心建

设成果显著：青岛出台国内最具竞争

力的《打造创投风投中心若干政策措

施》以及迭代 2.0 版本，组建国内规模

最大的科创母基金，全市集中打造若

干基金集聚子平台，在国内外创投风

投业界引起积极反响。截至 2022 年 4

月末，青岛上市企业总数达 73 家，上

市后备企业 37 家；青岛市私募基金管

理人 436 家，居全国第 10 位；管理基

金 1895 只，居全国第 9 位，增速居全

国第 2 位；管理规模 1777.45 亿元，居

全国第 14 位，增速居全国第 3 位，催

生出人工智能第一股创新奇智、视频

人工智能拟上市企业以萨技术等优质

项目。“投资，到青岛去”已然成为

创投风投界的一种普遍共识。

作为青岛为打造全球创投风投中

心量身定制的专业性、高能级、国际

化的交流合作平台，青岛·全球创投

风投大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一

年一度的资本盛会始终秉承为中国创

投风投行业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和力量的初心，成为聚集高端资源要

素、赋能科技创新、营造双创热潮的

重要平台、创投风投行业发展的风向

标和青岛最闪亮的城市名片之一，创

投风投的“青岛声音”日渐响亮。

破题高质量发展的青岛答卷
2022 年是全球创投风投大会举办

的第 4 个年头。

资本项目管理司副司长王蕾，深圳证

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辉，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逖，全国

股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

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王丽分别致辞。

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全球创投风

投年度白皮书（2022）》《青岛最具

投资潜力企业名录》，并表彰了 2022

青岛十佳活跃创投机构、2022 青岛十

大资本青睐企业，为众多投资人寻找

并推荐一批代表青岛未来经济可持续

增长的新兴企业，架设产业与资本无

缝对接通道。此外，青岛市人民政府

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签约，北京

证券交易所青岛服务基地揭牌，一批

基金与合作项目签约落地，畅通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纽带作用，为创新型中

小企业提供更为高效、快捷的融资渠

道。

值得一提的是，2022 青岛·全球

创投风投大会选取代表性强的 44 个项

目进行集中签约，总规模达 617.65 亿

元，其中规模20亿以上的项目有12个，

签约项目数量创历届大会之最。落地

基金的拟投资方向及基金投资的实体

项目，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物联网、

人工智能、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医疗器械、节能环保等新兴技术产业

领域，符合现代产业的发展方向，这

与青岛“六个城市”建设、24 条产业

链发展以及新旧动能转换工程高度契

合，充分体现了金融对实体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精准发力和靠前支撑。资本

“活水”正加速涌入实体产业，为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发展动

力。

与前三届相比，2022 青岛·全球

创投风投大会的板块设置丰富独特。

本届大会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线下总规模约 800 人。“一

文 /张文萱

——2022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在青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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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走在前列；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着力

增强创新资源集聚力、产业创新策源

力、创新人才吸引力，全面提升创新

驱动发展水平。

作为撬动一个城市科技创新、产

业升级、人才集聚、资金汇集的重要

杠杆，创投风投资本是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实体经济振兴、提升城市

发展能级的重要力量。青岛·全球创

投风投大会作为社会关注、行业聚焦

的高端专业会议，为青岛创投风投中

心建设和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贡献

了智慧和力量。

2022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

是国内继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

体学习、中央财经委、国务院金融

委会议后首个大型资本界会议，是

青岛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依法规范

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

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精神的具体举措，更是进一步贯彻

落实青岛市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聚

集金融市场要素资源，有效助力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科技创新发展，

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的实际行动。

云程发轫，万里可期！全球创投

风投大会将始终把促进和深化创投领

域全球交流合作，提升青岛金融城市

品牌影响力作为重要职责，面向国际

发出“中国声音”，成为全球创投风

投的信息窗口。

锚定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目标，青岛将坚定不移

地推动全球创投风投中心建设，在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走在前列，为打

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和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贡献智慧与担当。

（本文图片由 2022 青岛·全球创投风

投大会组委会提供）

Recently, the 2022 Qingd-
ao Global Venture Capital 
Conference was held in 

Qingdao. With the theme of "A new 
era for venture capital, a bright 
futur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 creating a new engine 
for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building a new hub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the confer-
ence adopted the "online + offline" 
mode, including one main forum, six 
special sessions and two roadshows. 

More than 100 well-known industry 
experts, scholars, entrepreneu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venture capit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gath-
ered together to build consensus on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 innova-
tion vitality.

Now in its fourth edition, the Ven-
ture Capital Conference was born in 
Qingdao and has now been becoming 
a barome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C industry and an iconic event 
in Qingdao.

主六专双路演”会议结构，即 1 场主

论坛、6 大专场和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路

演。其中，6 大专场主要围绕“开放融

通——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

平台”“资本聚力市南，科创共赢未

来”“践行责任投资，构建共赢产业

生态”“打造创投风投示范区，引领

财富管理新突破”“科创母基金助力

青岛科技策源新高地”“区市线上推

介”展开；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路演则

涵盖院士成果转化项目和“四新经济”

项目两大板块。

在主题及内容设置上，2022 青

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紧密围绕青岛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的总目标展开，立足科技创新驱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共同探讨全

球创业与投资新机遇。切实发挥创投

风投的助推作用，全面推动创投风投

中心和高质量资本聚集高地建设，发

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

用。据了解，本届大会聚焦创投风投

服务实体经济，为与会嘉宾提供更精

准的交流场景，持续激发产业活力，

加强资本与科技创新策源转化的立体

联动与交流合作。大会齐聚深交所、

上交所、北交所三大交易所代表，参

会的创投机构涵盖深创投、盈科资本、

东方富海、高瓴投资、松禾资本、鼎

晖投资、基石资本、中芯聚源、弘毅

投资等头部创业投资机构及股权投资

机构，并首次邀请驻青高校、科研院

所参会。此外，大会还聚焦创新生态

营造、企业培育成长、产业集群发展，

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成果发布、项目

路演，推动创新链与资本链深度融合，

为企业打造与资本直接沟通的融资直

通车。截至闭幕当晚 18：00，大会

在线直播点击量已突破 1800 万，创

历届大会最高直播纪录。

风正扬帆再出发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是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

征程的重要一年。刚刚胜利闭幕的青

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青岛建设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

总目标，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新蓝图，

明确了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航向。今后 5

年，青岛将按照“引领型、创新型、

枢纽型、共享型”四个发展导向，重

点在打造“六个城市”上集中发力、

全面推进。其中，打造现代产业先行

城市、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就是要筑

牢实体经济根基，在重大产业项目上

实现突破，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

2022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选取代表性强的 44 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总规模达 617.65 亿元。
At the 2022 Qingdao Global Venture Capital Conference, 44 representative projects were selected for the centralized signing, with a total scale of 61.765 billion 
yuan.

在 2022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

上，2022 年全球创投风投白皮书正式

发布。白皮书认为，作为中国新一线

城市，青岛近年来提出打造全球创投

风投中心，出台了极具竞争力的创投

风投发展政策，将青岛打造成了创新

创业的热土，3 年来，青岛创投风投中

心建设全面起势，呈现出了创投风投

行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白皮书中，关于青岛的一系列数

字非常亮眼：

据统计，2021 年青岛市投资总量

超过 6800 亿元，比 2020 年增加近 300

亿元；“四新”经济投资项目 4217 个，

同比增长 260 个，占全市投资比重的

50%。海量投资持续转化为经济产出，

为青岛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提供

强大支撑。青岛创投风投市场的活跃

度进一步提升，募资和投资端都有大

幅增长 , 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2021

年，青岛新增私募基金 845 只，同比

增 长 95.26%， 增 速 居 全 国 第 2 位，

管理规模新增 600.09 亿元，同比增长 

57.74%，增速居全国第 5 位。全年青

岛本地企业投资案例数 78 起，同比增

长 41.8%，融资金额 73.15 亿元，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

业及新材料产业等方向受到资本持续

关注。

2021 年，青岛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达到 5554 家，比上年增加 1158 家，入

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6306 家，新建

省级以上技术创新中心 8 家，新培育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0 家，

青岛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

快速增长。

而随着高新企业数量的增加，青

岛在科技成果和专利方面也取得了巨

大收获。2021 年青岛市共取得重要科

技成果 409 项，获得省级科技奖励 102

项；技术合同交易额 320.1 亿元，同比

增长 11.7%；涉海技术合同成交额 31.8

亿元，同比增长 12.2%；有效发明专利

46609 件，同比增长 22.6%。

紧扣“创投风投赋能实体经济”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两 个 关 键， 聚 焦

“ 科 技 策 源、 创 新 引 领、 打 造 高 质

量 资 本 聚 集 高 地” 三 大 方 向， 青 岛

的 创 新 引 领 能 力 正 稳 步 提 升， 高 新

技 术 和 新 兴 产 业 同 时 随 之 升 级， 青

岛 向 着 创 投 风 投 的 新 增 长 极 正 快 速

成长。

2022 年全球创投风投白皮书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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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这一城市愿景的提出，将让青岛的美展现得更为丰富多面。（图 / 李万红）“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这一城市愿景的提出，将让青岛的美展现得更为丰富多面。（图 / 李万红）
The visions of "building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seek to fully display Qingdao's beauty in multiple aspects. The visions of "building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seek to fully display Qingdao's beauty in multiple aspects. 

Travelling Around Mountains and Seas, Travelling Around Mountains and Seas, 
Enjoying the Beauty of the CityEnjoying the Beauty of the City

文 /韩海燕

游走山海之间  悦享城市之美游走山海之间  悦享城市之美

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今后五年，全市将紧紧锚定“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这一总目标，围绕“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城市愿景，在增强综合发展实力上实

现新突破、在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上实现新突破、在建设人民城市上实现新突破。

其中，“两个城市愿景”——“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是青岛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本特质。“活力海洋之都”抓住了“海洋”这一最大特点和优势，“精彩宜

人之城”则描绘了人民生活、事业的精彩纷呈，不仅符合青岛独具魅力的城市气质和品质，更为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作出直观诠释，赋予了独特内涵。

初夏的青岛，海水清澈、天空蔚蓝，一幅悠游美景缓缓展开，再次展现青岛的美好瞬间。

It was put forward at the 13th CPC Qingdao Congress tha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Qingdao will firmly stick 
to the overall goal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step up the 
efforts to realize the two visions of making Qingdao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and strive for new breakthroughs in enhanc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mpetitiveness, elevating the lev-
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us making Qingdao a people's city.

The two visions of making Qingdao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represent the basic char-
acteristics of Qingdao as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The "vibrant ocean city" em-
bodies the greatest feature and advantage of the city — ocean resources, and the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depicts 
a picture of people’s well-being and contentment. They not only illustrate Qingdao's unique charm and quality, but 
also make a visual and deeper interpreta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In early summer, the sea is lucid and the sky is azure in Qingdao. The refreshing summer scenery provides the 
backdrop for the precious moments in this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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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相映生辉、绮丽无比，尤其以“明

霞散绮”“岩瀑潮音”“蔚竹鸣泉”“太

清水月”“龙潭喷雨”“华楼叠岩”“巨

峰旭照”“狮岭横云”“那罗延窟”

等著名景点为最。

深厚的人文历史，给风光旖旎

的崂山增添了灵气和仙气。气势磅礴

的巨峰，古香古色的太清宫，灵秀宜

人的北九水，聊斋神话的传说，充满

故事的崂山奇石……无论是穿行林间

还是依山望海，游览崂山都是一场美

妙的旅程。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大珠山，

三面环海，地势雄奇，以巍峨挺拔、

风光秀丽而闻名。因与小珠山南北雄

峙而立，古有“双珠嵌云”之说，被

列为古胶州第一胜景。主峰大寨顶之

阴有寺，名“石门寺”。而珠山以石

窟最为珍贵，多为隋唐时代遗存，属

小型石窟，俗称“石屋子”，系在高

大岩石上凿建而成，内有佛像浮雕等。

保存完好的有夹沟西山石窟、夹沟南

山石窟和石屋子沟石窟 3 处。夹沟西

山石窟镌刻浮雕佛像 30 尊，为隋唐

艺术风格。夹沟南山石窟略大于西山

石窟，雕刻佛像 21 尊，如今已模糊

难辨。石屋子沟石窟雕有 17 尊佛像

和 6 个“飞天”“云纹”图案，保存

较好。此外，大珠山还有女儿石、老

鹰石、鳖儿石、和尚石、八戒石等自

然景观，形象生动逼真。

人们常说 :“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古人称大珠山为“岸海名山”，

它的“名”不在“仙”，而在“云”。

大珠山峰峦挺拔，海云依山势而生，

海雾在山间弥漫。云淡时，大珠山裹

进了似有似无的蝉翼纱里，缥缈曼妙;

云浓时，群峰或立于茫茫云海，或挂

飞流云瀑，或如滚滚云涛，好似天泼

浓墨，描绘出了一轴轴大气磅礴的画

卷；雾开时，峰峦宛若丽人撩帐走出；

雾合时，她们犹如沉进了美好的梦乡。

信号山地处青岛老城区的中心位

置，胶澳总督府旧址、德国总督官邸

旧址、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诸多建

筑都遍布在它的周围。它是青岛市区

内较高的一座山，其山额处 3 幢红色

蘑菇楼宛如 3 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耸

立于青松、绿树丛中，格外醒目，登

上山顶的至高点可一览青岛老城的红

瓦绿树、碧海蓝天。据了解，信号山

原名大石头山，因山上多花岗岩而得

名。青岛港建成后，山上建有信旗台，

专为轮船及帆船入港时传递信号，故

得名“信号山”，又称“挂旗山”。

还因这座山位于龙山、伏龙山、龙华、

文 /韩海燕

山的绿色与海的蓝色是青岛宜居生活的绝配，绿色围绕着蓝色，蓝色衬托着绿色，山与海

的气息浸润融合。初夏的青岛，天空透彻，海水深蓝，凉风中带着暖意，旭日下带着湿润，起

伏的小山被葱郁的绿树笼罩，使这片土地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整座城市美景沿着海边铺陈开来，

形成了一幅融合着山海神韵的都市画卷。

Understand the Romance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读懂一山一海的浪漫

海的浩气和岛的灵气交相呼应。（图片提供 / 青岛西海美术馆）海的浩气和岛的灵气交相呼应。（图片提供 / 青岛西海美术馆）
The vast ocean and the islands where it's said the immortals reside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vast ocean and the islands where it's said the immortals reside complement each other. 

访山峦，恍若画中游
青岛的山多，虽没有黄山、泰

山知名，但连绵起伏、姿态各异；虽

不巍峨，但却别有风韵。例如，青岛

山，山顶上的小亭子影影绰绰，仿造

的德国大炮像杆烟袋锅子，见证着青

岛一个世纪的荣辱；信号山，电视塔

直上云霄，夜幕降临，灯光绚丽如仙

境，是夜行人心中的导航；浮山，青

岛最大的一叶“绿肺”，几座山头一

字排开，如同一道绿色屏障，漂浮于

海上；鱼山，它是离海最近的一座山，

真正的拔海而起，一峰独秀。

而素有“海上名山第一”和“千

年道教名山”之称的崂山，其山海一

色的自然风光也有着无可比拟的意境

之美，令人心向往之。“爬崂山”几

乎是青岛之旅的不二选择。作为中国

的历史文化名山，崂山拥有厚重的历

史文化底蕴，自古就是道家方士修仙

炼丹的风水宝地，鼎盛时期曾有“九

宫八观七十二庵”之说，为崂山平添

了深邃神秘的色彩。自春秋时期，这

里就云集了一批长期从事养生修身的

方士之流，到战国后期，崂山已成为

享誉国内的“东海仙山”。

此外，崂山的旅游资源也十分

丰富，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厚重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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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龙江 5 条带有龙字路口之间，

所以也叫“五龙山”。它前临大海，

背依市区，是观赏前海景区和市区风

貌的最佳观景点之一。这里有 14 条

游览路线，高低起伏，连接 12 个景

点——蘑菇楼、六曲长廊、玉兰亭、

观景台、石鹰、露天茶座、烽火楼、

休息长廊、石雕壁画、梦缘厅、俄罗

斯小木屋、五龙泉，登山远望，老城

美景尽收眼底，“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的山光水色一览无余，漫步在蜿蜒曲

折的山路上，远眺胶州湾游船如梭，

波涛浪涌，海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

阅海湾，如临诗境中
有人说，青岛的故事始终绕不

开眼前的这片海。这句话诠释出海之

于青岛魅力和浪漫……大海如同青岛

这座古老而现代城市的“原生色”和

“广告色”，带着神秘的蓝色，伴随

着城市每一天的律动和呼吸。

澎湃着袭来，无声地退去，在

海水亿万次的冲刷下，岩层不断受到

侵蚀向陆地凹进，海湾渐渐形成。天

地造化给予了青岛婀娜多姿、令人遐

想的海湾。从前海一线自西向东，青

岛湾、汇泉湾、太平湾、浮山湾等海

湾依次排开，湾湾相连，有的深邃淡

定、有的柔美缓和、有的弯曲曼妙、

有的博大宽阔。海岬环抱，静卧着一

片蔚蓝，精致的青岛，有了浩然的大

气。而那一个个海湾就犹如一粒粒璀

璨的珍珠，各自延伸出自己的曲线。

作为记录和见证历史的太平湾，

这里有风情万种的多国建筑，它们古

朴典雅，完整地保留了历史建筑的百

年风貌。那些古老的道路和建筑充满

异国情调，无论走在哪条街道，都好

像走在时光的轨道上，令人有不知置

身何处的感慨。因为集中德、法、英、

希腊、日本、西班牙等 24 个国家的

不同建筑风格，因此这里和上海外滩

一样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称号。

在这里随意选个路口往里走，都会体

味到古朴典雅的建筑之美。每个小楼

都各具特色。它们都有深深的庭院，

推开窗子就可见到大海。这里的白天

明媚、夜晚幽静，伴着海涛和枝桠间

相互传递的风声入睡，其美妙可想而

知。

太平湾是青岛最典型的缩影，

The green mountains and 
the blue sea, which com-
plement each other and 

set each other off, ar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for Qingdao, a livable 
city. In Qingdao in early summer, 
the sky is clear, the sea is dark 
blue, the cool wind is a bit warm, 

the rising sun is above humid air, 
and the rolling hills are covered by 
lush trees, making this land full of 
romance.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whole city unfolds along the 
coastline, forming an urban picture 
exuding the charm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素有“海上名山第一”之称的崂山其山海一色的自然风光着无可比拟的意境之美。（图 / 王云胜）
Laoshan, known as "the No. 1 famous mountain on the sea", has an unparalleled artistic beauty with its natural scenery that blends the mountain and sea. 

由此可见青岛是一座悠闲的城市，风

景就在身边，让人不舍得匆匆赶路，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景，谁又能不

多看几眼呢？青岛本就是个浪漫的城

市——有绵长的海岸线、有灿烂的阳

光和蔚蓝的天空、有娇媚的樱花和茂

盛的法国梧桐、有青岛啤酒和红顶的

房子……而夜晚漫步在优雅的太平湾

格外的浪漫。

浮山湾大概是青岛最“时尚和

繁华”的海湾，这个近乎椭圆形的迷

人海湾。东有青岛奥帆中心，西与著

名的八大关相接，北面是青岛的五四

广场，南面则是浩瀚的东海。整个海

岸线绵延漫长，自然的海滨风光和现

代化的城市建筑相媲美，堪称青岛的

一颗明珠。站在奥帆中心千帆林立的

码头上，可以将浮山湾畔的美景尽收

眼底。桅樯林立，白帆点点，摩托艇、

橡皮艇呼啸而过，蓝天白云、海水蔚

蓝而安静，一面面白帆在碧海蓝天间

纵横驰骋，整个景象犹如一幅油画，

美不胜收。今天，海还是那片海，帆

依旧是那面帆，穿梭在历史和现实

之间的浮山湾，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

诉说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在奥帆

中心，还有一处特色街“情人坝酒吧

街”，这条兼具“浪漫情人坝”“激

情酒吧街”的特色街，入夜后，涌入

人潮，想要找啤酒吧和特色烧烤，或

是咖啡屋和甜品店，还有红酒屋和雪

茄吧，在这里都会有所获。尤其是各

个店家各有特色，有的装修成船屋，

或是异国风情的酒吧，并有驻唱歌手

为这个夜晚带来美丽的音乐飨宴，而

不想坐在室内的游客，还可坐在临海

的露天卡座上，畅饮青岛最畅销的青

岛啤酒。

唐岛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隋唐

时朝，那时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北方的

重要口岸，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

世民派大将张亮率战舰远征高丽时，

曾驻军于此，因此这个小岛才被称为

“唐岛”；南宋时期著名的“宋金海

战”的硝烟也曾在此弥漫，金兵百余

艘战船在此被一举歼灭；元明时期，

这里还是南粮北运海道中的重要停泊

点，那时的唐岛湾“舳船络绎不绝，

百货骈集”。后来唐岛湾淤泥郁结，

失去了历史上的繁华。然而，洗尽铅

华之后，唐岛湾以更加靓丽的姿容向

人们张开了怀抱。唐岛湾公园，是一

个围绕唐岛湾两岬而建的大型海岸公

园，分为北岸和南岸两个区域，具有

“海上西湖”和“青岛西花园”的美

誉。独具风情的海湾滨水观光带，同

时还专门设立了自行车、步行游览的

绿道系统。唐岛湾滨海公园定位是城

市公园，所有资源免费对外开放。走

在离海最近的景观路上，闻海浪轻轻

拍打海岸，一股浓浓的海鲜味扑面而

来，不用吃海鲜，闻就让你闻个饱。

此外，这里可以玩得项目很多，例如，

体验皮划艇，乘坐游艇海上漫游；坐

上手划船、蘑菇脚踏船，体验运动的

趣味和刺激；还有海上“冰山”、海

上跷跷板、水行器、蹦床、天鹅船以

及转马、碰碰车等水岸游乐设施供儿

童与成人游玩。

有海的城市充满了浩气，有山

的城市充满了灵气，多么庆幸，青岛

同时拥有了海的浩气、山的灵气。

海岬环抱，静卧着一片片蔚蓝。（图 / 刘明元）
The blue ocean is nestled among the 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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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过后的奥帆

中心，无论从“颜值”还是到“内在”，

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例如，

青岛国际会议中心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迎接出席峰会的外方领导人、主持小

范围和大范围会谈和其他上合组织成

员国领导人出席签字仪式并共同会见

媒体的地方。整个设计与青岛的山、

城、海、港、堤融为一体，契合“山

水一体、海天一色”的场地环境，寓

意为“腾飞逐梦，扬帆领航”，尽现

大国风度。奥帆中心内的奥帆博物馆

也迎来了一波新的客流，作为“后奥

运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承者，馆内规

划增加了一个 300 平方米的“上合展

览馆”，展览馆共分为“知上合”“筹

上合”“办上合”和“后上合”4 大

板块，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展现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的精彩瞬间，展出峰会期

间的元首用品及其他实物资料，再现

了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上合各成

员国家的异域风采。值得一提的是，

展览馆还特别创作了一幅动态长卷

《青岛上合图》，主题为“命运交织，

和合共生”，这是依靠数字传媒技术，

用画卷形式展现了上合成员国的风土

人情，既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政

治元素，又体现了和谐合作、共同发

展的未来趋势。展览馆融合了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并

将蕴含在上合峰会主场馆中的中国传

统文化、人文艺术等元素提炼放大，

依靠独特的设计艺术和数字技术，为

展馆营造了显著的空间创意设计感和

互动体验传播效果，不仅立体呈现了

上合峰会的筹备过程，还通过实物再

现、会场模拟的形式，让游客增强了

上合体验感，以高标准、新技术，讲

述了具有时代感的“上合故事”。

在东海东路 52 号，一处充满了

艺术感的多边形建筑时常引起路人驻

足，这座建筑便是由世界著名建筑设

计师罗伯特·格林伍德主持设计的“冰

山之角”，这所建筑的建筑意象就是

海面之上的冰山，以“山巅”为概念

回应青岛的自然景观：在那里，隽秀

文 /韩海燕

以前，书本是我们的世界，如今，世界是我们的书本。

“游中有学、学中有游”的快乐就是要用双脚丈量城市的历史深度，用双眼品读城市的文

化厚度，研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悟让宜游和宜学相辅相成……

在青岛，行有所获的第一站可以从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开始，在这里，会获得惊喜感和收

获感，然后走进海信科学探索中心，探索内藏的奥秘，如果时间充裕，去青岛故宫文创馆吧，

让你在青岛感受故宫的魅力……

Combin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知行合一，行胜于知
浓缩历史，镌刻岁月
讲述科技，面向未来

举世瞩目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圆满落幕后，但浸润着东方智慧的“上

海精神”和黄海明珠青岛的名字依然

在世界激荡回响。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的成功举办，得到与会中外嘉宾和国

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得到上级领导的

充分肯定，得到市民的交口称赞。青

岛向世界全面呈现了历史与现实交汇

的独特韵味，开放与文明交融的别样

风采。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已成为青岛研学游的新地标。（图片提供 /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
Hisense Sci-exploration Center has become a new landmark for study tours in Qingdao.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明月海藻世界宛若一个海藻“迪士尼”。（图片提供 / 明月海藻集团）
Locate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Bright Moon Seaweed World is like a “Disney World”of seaw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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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崂山耸立在黄海之滨，但这并不意

味着去刻意地模仿自然，而是将自然

景观的形象特征与空间品质通过建

筑，结合城市生活和具体的使用功能

重新加以诠释。“冰山之角”在 2018

年被选作上合青岛峰会的新闻中心，

在上合峰会结束后，海尔集团联合世

界著名的 ATB（德国宝马展览馆设计

团队）建筑团队将其改造成了海尔世

界家电博物馆，在这里可以探寻到探

寻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家电史。

博物馆以“世界家电体验”为主

题，是复古与科技结合的沉浸式博物

馆，这里每一个室内的主题设计都散

发出新奇与愉悦：百年老家电的 AR

时空穿越、海尔智慧家庭的便捷交互、

定制化餐食的米其林星厨工作室、科

技范儿与艺术范儿共存的文创产品、

寓教于乐的游戏式互动儿童区，让每

位参观者都能拥有不一样的体验。当

人工智能、5G、云计算、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万物互联这一场场席卷

全球的浪潮将每个生命体叠加进化的

时候，迎接而来的是智慧家庭“新物

种”的诞生和进化。物联网时代的智

慧家庭如何定制？在家电博物馆智慧

家庭 & 品牌展区，打造了首个沉浸

式需求交互定制生态系统——需求宝

的互动体验区，系统可根据用户差异

定制匹配其家庭场景的智家方案，整

个区域以“定制未来”为主题，分成

“为你定制”和“你来定制”两个版

块。在智慧家庭展区中，你会见到能

够“听懂”语言的智能家电，只需下

达语音指令，各种电器便会开启相应

的功能。

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最大的

亮点是“儿童区”，通过海尔宇宙护

照 + 沉浸式体验展览空间划分为领土

形式，孩子们将前往不同领土，探索

关于电力的知识、历史、科学以及实

验，寓教于乐。在这里，儿童的想象

力得到充分发挥，动手力与参与力分

分钟增强，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能力

化为行动力。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

够玩得尽兴，还是在玩中学习和体验。

海洋生态、跃然眼前
感受科技、打卡美食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有这样一个

“海藻”景区，它既能观光旅游，又

可以进行康养、美食体验 ; 既有趣味

十足的海藻 DIY 体验区，又有娱乐

设备可“升级打怪”，宛若一个海藻“迪

士尼”……这就是由明月海藻集团打

造的明月海藻世界景区，集观光旅游、

海洋科研于一体，是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也是全

国首个以海藻为主题的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明月海藻世界景区占地面

积 6.7 公顷，包括海藻科技馆、国家

重点实验室、海藻部落、海藻健康舫

及海洋生活家酒店。

进入展馆后，仿佛置身海底的

梦幻世界，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复原的

海底地形和海洋生态，视觉效果十分

震撼。首先呈现的是一幅生物进化图，

从恐龙到爬行动物、从草履虫到章鱼，

亿万年来的生物进化史跃然眼前 ; 在

海藻雕塑陈列区，形状各异的海藻在

灯光映衬下五彩斑，游客还可以沉浸

式体验触及海藻标本、海底生物，感

受海洋现代科技。再往里走，仿佛从

海底世界穿越至古代医药馆，《本草

纲目》《黄帝内经》等各种医学古典

陈列在两侧，这里是海洋生物医药产

业展示区。在明月海藻打造的千亿级

产业链宏伟蓝图中，海洋生物医药产

业将作为尖刀板块，带动其他产业板

块发展。继续往前走，分别是海藻在

大健康、护肤品等产业上的应用成果

展示。海藻部落展馆还设置了娱乐设

备，游客可化身“藻卫士”消灭幽门

螺杆菌、敲起鼓助力小海藻长大，在

休闲娱乐中学到海洋知识、亲近自然。

在化妆品区，游客还可通过多功能皮

肤测试仪测试自己皮肤的水分、油脂、

肤质等信息，还可获得健康解决方案。

海藻科技馆则陈列着来自全球 80 多

个国家的海藻标本，有随着洋流翩翩

起舞的“海藻森林”，有各种各样的

海洋动植物标本。据介绍，这是全球

首个系统展示海藻生物文化和产业为

主体的海洋科技展馆，用有趣的形式

科普海藻知识、海藻应用产业、古今

中外海藻故事。作为全国首个海藻与

健康为主体的度假景区，度假酒店必

不可少。景区内的明月海洋生活家酒

店集会议、餐饮、住宿等于一体，餐

饮极具特色，以健康轻食为主，海藻

食品为其独家必打卡美食。

总而言之，明月海藻世界聚焦

海洋、海藻、健康主题，立体化地展

示了一棵海藻撬动一片产业的图景。

孤岭突起，峰回路转
茅舍村屋，行旅往来

海上皇宫，对青岛人而言并不

陌生，这座矗立于海岸线上的白色球

形建筑，毗邻青岛火车站和栈桥，曾

是青岛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后经改造，

以青岛故宫文创馆的华丽转身再次亮

相青岛。

据介绍，青岛故宫文创馆是以

《清明上河图》为主题的大型文化与

体验空间，也是“文化+创意+科技”

的文化旅游新融合的新探索。

进入大厅，就能够被古色古香的

氛围所吸引，现代简约式的布局与中

式的特色建筑风格相辅相成。而这里

每一扇门、每一块牌匾、每一个屏风，

都仿制故宫博物院现有的样式，让你

在青岛就可以体验到故宫的氛围。

一楼的文创区汇集了来自故宫

的众多书籍、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故

宫特色文创。这里的图书，如同“纸

上的故宫”，而这里的文创，则是“活

化的历史”。徜徉其间，仿佛沉浸在

知识的海洋里，欣欣然于画卷的幽幽

古意中。

走走看看，如果累了，这里还

有一家别具风格的咖啡厅——海错咖

啡厅。置身其中，周边被装饰着光怪

陆离的海洋生物图画和仕女图包围。

窗外是开阔的海景，点上一杯咖啡，

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静静品读，

惬意唯美。另一旁的“高云情”则内

藏着充满美学的珍馐。“高云情”出

自《还珠格格》里漱芳斋中的东室，

原封复刻，原汁原味。

作为故宫文创馆的新设板块，

宫廷鸭匠在菜系上推出以宫廷烤鸭为

主，官府谭家菜为辅的宫廷菜系，打

造了别具一格的官府风味佳肴，既有

平价的糕点，也有精致的烤鸭，咸甜

可口，南北均宜。让你足不出青岛就

可以享受到宫廷菜系的美味。

从一楼拾级而上，就到达了“清

明上河图”3.0数字主题馆。一进闸机，

宋代汴京繁盛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清数字版的“盛

世长卷”，31 米长的《清明上河图》

画卷，通过高科技手段放大10余倍，

并将原画中814个角色、73头牲畜、

29艘大小客货船做成了动态的效果。

栩栩如生，仿佛站在汴河两岸，看着

汴京城里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驻足

原地，细细品鉴整幅画卷，回到千年

古都汴梁，缓缓步入“时空城门”，

与宋人同步，一起去看看宋人一天的

生活。在街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孙

羊店的彩楼欢门了，恢弘大气，竹竿

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绸段，仿佛在向

人们诉说着北宋汴京城的繁华。孙羊

店旁的房屋内，人影攒动，窃窃私语

之声不断传来，好像在说着什么悄悄

话，却不能被人们听见。穿过汴京古

巷，体验沿街铁匠铺明灭的火焰、古

老的制茶工艺，以及江边发生的人文

趣事。走到尽头，右转来到汴河码头，

在这里登船就坐。仰头观看球形荧幕，

带你全方位体验汴河沿岸的风景。虽

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却领略了热闹

非凡的汴河，感觉亲身走入了清明上

河图之中。

在出口处，还有一个神奇的机

器可以实现人机互动，通过人脸识

别，匹配清明上河图中相似的面庞，

在滑轨屏中寻找自己在北宋的职业和

模样。昔年的海上皇宫，与栈桥及小

在位于崂山区东海东路 52 号的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可以探寻到探寻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家电史。（图片提供 / 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
Located at No. 52 East Donghai Road, Laoshan District, Haier World Home Appliance Museum can take you 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home ap-
p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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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隔海相望，是青岛海岸线上的标

志性建筑之一；今日的故宫文创馆，

步入其中，每走一步都带来满满的惊

喜感与收获感。

世界地理、宇宙奥秘
匠心打磨，值得探索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是海信集团

投资兴建的以“科学和自然探索”

为主题的综合性科学探索与科普基

地 。自 2019 年 9 月 28 日正式开放

以来，一举成为青岛科普新阵地，并

以“黑马”之姿俘获市场，并被授牌

“青岛市旅游研学示范基地”。2020

年 5 月在大众点评人气排行榜上，与

上海科技馆一同入选 TOP3，成为中

国北方惟一入选科技馆；7 月，在众

多著名景点中脱颖而出，入选“发现

青岛——城市新地标·网红打卡地”，

排名超越众多老牌景点景区。

此外，还相继被青岛市文化和旅

游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授牌“青岛

珍稀海洋生物标本科普教育基地”；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授牌“青岛市研

学旅游示范基地”；青岛市科学技术

协会授牌“青岛市科普教育基地”，

2020年荣获“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

那么，1.3 万平方米的创新体验

空间，为何受到如此青睐 ? 据了解，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的筹建历时 3 年，

易稿数次，经反复推敲，充分论证，

最终以“严谨、全面、有趣”为立足

点造就了这座青岛新地标。

“成功源自好奇心”是海信科

学探索中心所秉承的运作理念，整个

空间按照科学探索、自然探索、历史

探索的主题，设置了科学启蒙馆、科

学发现馆、自然探索馆、世界消费电

子博物馆、海信历史文化馆、显示的

世界以及 25Plus 咖啡（城市客厅 )，

巧妙的构建起“五馆一厅一世界”的

独特格局。200 余件紧密围绕科学探

索的互动式展项，许多为国内首创；

百余件世界珍奇家电藏品，让你在这

里可以饱览世界家电发展史。

其中，科学启蒙馆主要面向 3

至 12 岁学龄的孩子，通过交通、水

上科学站、人体的奥秘、运动的规律、

魔幻的光影、亲密的磁场及神奇的科

学 7 大主题展区，让孩子从被动的接

受知识到主动的“想知道”，激发科

学探索的好奇心。无论是智能交通区

的真实直升机、消防车、挖掘机、推

土机、收割机，还是水上科学站的网

红泡泡机、蹦蹦泉……不仅是孩子，

大人都可以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更

何况，这里还涵盖了人体生命科学、

力学、光学、电磁学等，在游玩中就

可以学到丰富的知识；位于 3 层的科

学发现馆是 10 岁以上孩子的知识乐

园，通过声学、数学、力学、光学和

电磁学五大常设主题展区，让孩子们

发现科学的美好。声学区涵盖无弦琴、

克拉尼图形、顺风耳等与声音有关的

展项，超强的体验让人不得不爱上科

学这门学问。而伯努利原理、牛顿第

一定律、牛顿摆和风力发电等这些在

初中物理书中学到的知识，都能在力

学区见到；位于 4 层的自然探索馆涵

盖沙漠、平原、草原、雨林、海洋和

极地六大展区，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

大自然的力量，同时，在这里还能看

土拨鼠、荷兰猪、小松鼠等大自然中

可爱的小动物；世界消费电子博物馆

位于海信研发中心旧址，馆内展示了

从世界第一台电视、冰箱、洗衣机到

全球最早的手机、电脑共计百余件来

自全球的历代消费电子产品，也是国

内最全的、展品最丰富的消费电子博

物馆，填补了人们对家电族谱的认知；

海信历史文化馆则位于海信集团前身

( 青岛电视机厂 ) 旧址，馆内展示了

海信集团自 1969 年成立至今的发展

历程及重要节点；电视电脑等都是最

常见的显示技术，在海信科技探索中

心显示的世界中，展示了最新显示科

技成果，光影变幻间足见科技之美。

逛着逛着肚子饿了，别担心，

可以在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的 25Plus

咖啡馆美餐一顿，健康安全、合理营

养的膳食，醇香味美的咖啡，伴着静

谧温馨的环境，仿佛所有的美好都融

合在了这一方空间里。

这里传授知识，而不是单纯地

灌输知识；这里畅享娱乐，却又巧妙

地寓教于乐。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结合

课本知识设计百余个科学互动展项，

甚至追根溯源到课本第几章节第几

页，真正地把抽象、深奥的科学原理，

通俗形象地演示出来，让孩子玩中学、

学中玩，如今已成为孩子们必打卡的

科学圣地和新地标。

In the past, books were within 
our reach. Now, the world is 
for us to search.

The happiness of "combining 
learning with traveling" comes from 
learning about a city's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gaining some insights 
while touring around the city.

In Qingdao, the first stop where 
you can learn something new can 

be Haier World Home Appliance 
Museum for which you will be sur-
prised and full-filled, and then you 
may go to Hisense Sci-Exploration 
Center to uncover some myster-
ies. If you have enough time, go to 
the Forbidden City Cultural and 
Creative Store of Qingdao to feel 
the charm of the Forbidden City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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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知名”城市都有最具特色的地标，通过这些“头号代言”了解一座城的同时，也能

窥探到城市的气质和底蕴。

在众多反映城市气质的标签中，“艺术感”无疑是最高级的，它是一座城的气质和形象之

所在，没有常态化艺术的城市是残缺的。巴黎、罗马、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威尼斯等城市之

所以举世闻名，与其多彩的文化艺术景观、浓郁的文化氛围、厚重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青岛的艺术感，来源于这座城精神文化内核的重塑——在几代人的不断进取和努力中，青

岛越来越注重挖掘城市的艺术气质，一个个颇具代表性的艺术文化地标，让城市熠熠生辉，曾

经的“文化沙漠”正在成为“艺术城市”。

青岛的“精彩”和“宜人”，也在穿行其中时找到答案。

西海美术馆，以艺术拥抱生活。（图片提供 / 西海美术馆）
TAG Art Museum, embracing life with art. 

当代艺术展—啟航”展接近尾声，但

这并不影响它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是

青岛时尚艺术界的谈资。

“TAG·新当代艺术展—啟航”

展是西海美术馆为支持青年艺术家创

立的可持续生长的艺术项目，首届以

“啟航”为主题，并从 2021 年 8 月

开馆筹划， 经过 10 位学术委员评委

近半年的评选，最终敖乾枥、林奥劼、

李维伊、刘昕、史莱姆引擎、童昆鸟、

谭英杰、杨迪、臧坤坤、志韦 10 位

青年艺术家及艺术小组从 55 位 / 组

提名艺术家中脱颖而出，成为 2022

年首届“TAG·新当代艺术展”参展

艺术家。

10 位青年艺术家及艺术小组的

作品，无论是采用的媒介，还是探讨

的主题，都非常丰富，其背后共通的

线索都对当下所处世界中的结构和秩

序表达出深切的关怀并提出反馈与反

思。他们将人们共享却常常无意识的

日常经验通过比如叙事、寓言、虚构、

平贴、并置、偷换等艺术语言显形出

来，用美学体验创造出新的现实，而

这种现实指向的实际上是人们视线之

外的“真相”。

此外，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在观

看和体验方式上采取与观众互动的方

式，将作品置于技术与经验的交集

处。观众可以通过互动参与及自我映

射和共情来抵达对自己身体、行为和

情感的高度觉知，从而有可能在先前

并未产生联结的事物中探索出特质的

经验。而艺术家则希望通过这种新经

验来尝试将极度孤立化的数字世界虚

拟互动重新置于身体的感官和集体的

分享上，再一次向身体的无意识和被

麻木了的认知提出挑战。

此次展览所呈现的艺术实践不

仅仅是美学和形式的创新，也将个体

最柔弱的部分与深刻的历史、社会轨

迹交织，在一种私密和公共的抗衡中

激发出荒诞、亲密、幽默却不失浪漫

的艺术经验。他们所赞誉的不是盲目

的世界大同，而是通过艺术作为一种

“演绎”和“翻译”，邀请人们去体

会并努力理解不同的价值观和宇宙

观。

作为中国惟一入选“2022 年全

球美术馆旅行目的地”的美术馆，西

海美术馆致力于通过跨文化、跨媒介

的艺术创新表达。在这里，随处可以

感受艺术与文化碰撞带来的冲击——

西海美术馆发挥艺术的启价值，注重

提升市民的精神品质，以艺术力量助

力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作为新晋网

红打卡地，西海美术馆如一件真正的

艺术品一般，正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

向人们展现青岛的艺术力量。

开放的“黄盒子”
黄盒子美术馆坐落于青岛西海

岸新区东方时尚中心园区内，是国内

第一家以黄盒子理论为核心价值观建

设的综合性美术馆，提倡以“传统与

当代，东方与西方，精英和大众，学

术与市场，艺术与生活”，旨在打造

一个全新模式的新型美术馆。

将在7月结束的“黄盒子开放展”

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媒介、跨

年度的大展，为期1年的展览分为“艺

术盛装——黄盒子美术馆特展”“周

隹朔土——国际公共雕塑展”和“磁

场——实验艺术空间”3个组成部分，

旨在打破传统艺术展览的封闭性，通

过全新的策展实践，重构艺术生态链，

让当代艺术走下神坛，真正融入当代

生活。让人们感知“从开放到放开，

从突围到破圈”的艺术理念。

策展模式、参展方法、跨界作

文 /王欣

云上观展体验“天空之城”
近日，“铸造诗意：国际玻璃

艺术邀请展”在青岛云上海天艺术中

心开展。这场让青岛观众期盼已久的

展览如约而至，为夏日的海滨注入了

一丝清凉和愉悦，也用无与伦比的视

觉盛宴为“艺术城市”带来一抹亮彩。

玻璃艺术不仅是艺术家创作理

念和手工技艺的聚合，也是生产技

术、人文思想、经济发展等人类文明

的体现。玻璃艺术作品以它独特的梦

幻质感，零距离触动观众的视觉体

验。在这里，观众能够一次性饱览世

界级的玻璃艺术家最新、最前沿的玻

璃艺术作品，感受玻璃艺术汇聚起精

神的磅礴之力。英国窑铸玻璃艺术之

父基思·卡明斯、当代玻璃艺术大师

伯特·范·卢、中国现代玻璃艺术先

行者关东海、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当

代艺术家理查德·怀特利……此次展

览集合 50 位中外艺术家的最新玻璃

艺术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家的

心力、体力与精神的凝结。这场五颜

六色的视觉盛宴，带来的不仅是观感

的享受——创造力的瞬间迸发，透明

与迷离之间，真实与虚幻之间，诠释

时间、物质与生命的意义。铸造诗意，

捕捉瞬息变幻的完美诗化，凸显现代

性的神奇变幻，融合多样化的五彩缤

纷，聚合光与影的世间万象。

除此之外，青岛云上海天艺术中

心本身也是一个“能俯瞰大海的艺术

中心”。在这里，观者不仅能够欣赏

到城市风景与玻璃交相辉映碰撞出的

色彩斑斓，也能在馆内一隅，俯瞰窗

外碧海，沉醉在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

中，为观展体验增添一份难得的惊喜。

西海艺术湾的“文艺时光”
在西海美术馆举办的“TAG·新

The “N Moments” to Feel Qingdao’s Artistic Vibe

N 个瞬间，带你领略青岛的“艺术感”



关注 /聚焦 Highlight/Focus

032
SAILING CITY

033
SAILING CITY

品、多元呈现……“黄盒子开放展”

实现了诸多创新和突破，用于实验、

关注青年艺术家，以及数字艺术等，

为市民奉献一场别具一格的艺术盛

宴。展览打破单一策展模式，邀请国

内外数十位年轻策展人共同参与策展

实践 ，并向全国征集策展方案，让

鲜活的具有实验性的思想形成碰撞，

真正践行“从开放到放开，从突围到

破圈”的展览理念，从而激活僵化的

展览模式。此次展览彻底面向大众、

面向市场、面向消费，面向生活方式，

让艺术真正融入当代生活；此次参加

“黄盒子开放展”的作品征集跨媒介、

跨领域、跨学科、跨年度，以求实现

“寻找生活中的艺术家和让艺术走进

生活”的目的，一方面为艺术家提供

展示优秀作品的平台，同时也面向广

大艺术爱好者，让艺术素人也有计划

展示自己的作品，这样拓展受众群体，

为大众提供新颖、潮流的艺术视觉享

受，引领大众对艺术的需求不断由低

级向高级转换发展；“黄盒子开放展”

主题展之一“磁场——黄盒子实验空

间”挖掘和扶持国内具有创新和实验

精神的新锐青年艺术家，同时作品展

示突破地域的局限，黄盒子实验空间

与国内多个艺术空间或机构、策展人

合作，就如磁铁所拥有的磁场一样，

将吸纳创新的能量，来引领艺术的发

展；“黄盒子开放展”还采用了密集

布展形式，营造沉浸式的展览体验、

高科技的展览效果，并结合多主题的

公共艺术、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让

科技赋能艺术，让艺术真正点亮大众

生活。  

青岛版“博物馆奇妙夜”
在青岛，也有电影《博物馆奇

妙夜》里的惊奇体验！

国际博物馆日之际，沉浸式戏

剧《孤帆迷影》在青岛奥帆博物馆上

演，它将帆船知识融入沉浸式体验当

中，吸引大众能够走进博物馆，更多

参与、体验、感悟，通过这种形式把

普及帆船知识、延续帆船文化，让更

多的人来了解青岛这座城市的海洋文

化、帆船文化。

《孤帆迷影》全剧围绕一张藏

宝图的线索展开，故事中的人物在现

场大屏幕与观众面前不断切换，展现

了一场精彩的冒险寻宝故事。在观看

过程中，每位现场观众领取到了 1 根

彩色线绳作为道具，跟随剧情的展开

进入有趣的互动解密环节，加入寻找

宝物的探险队，与演员们一同游览博

Art embodies the tempera-
ment and image of a city. 
A city without permanent 

art venues is incomplete. A key 
reason why Paris, Madrid, Istanbul 
and Venice are world-famous lies 
in their diverse cultural and artistic 
landscapes and rich and profound 
cultural atmosphere.

The artistic vibe of Qingdao 
comes from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
al core of the city. In recent years, 
Qingdao is increasingly paying 

attention to exploring the artistic 
temperament of the city. The TAG 
Art Museum, Yellowbox Art Muse-
um, Haitian View and Art Center, 
Time Stamp Museum, Haier World 
Home Appliance Museum,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and artistic 
landmarks have made Qingdao a 
shining "city of art".

While walking through these 
landmarks, you may find the an-
swers to why Qingdao is such a liv-
able and lovable city.

物馆，踏上寻宝之旅。值得一提的是，

演出互动环节结合2008青岛奥帆赛，

以及 2008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击缶等

元素，让在场观众通过进入奥帆博物

馆各个场馆找寻线索，在推动剧情的

过程中，了解奥帆知识，进一步提升

了观众的沉浸式体验。

打造博物馆奇妙夜活动是一次

全新的尝试，能让更多的市民游客在

游览博物馆中得到更优质的沉浸体

验，在体验中游有所得。《孤帆谜影》

的演出，充分激发博物馆的创造力、

创新力，不断推动博物馆内容输出。

博物馆里的沉浸式乐剧
在“后疫情时代”，沉浸式体

验正成为拓展文旅产业发展领域的重

要一步，也将成为引领文旅产业发展

的热点之一。

作为无可比拟的发现之地，博

物馆有能力改变人们周围的世界，教

会了人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学会面向

未来 。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推出的

国内首部博物馆音乐剧《时光里的我

们》，以一对年轻人的情感为线，通

过实景沉浸式演出，展示了从上世纪

6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生活的变迁，

在时代的脉搏中，从家电的维度映射

生活的巨变，细腻复刻了跨越几十年

的动人爱情故事。

《时光里的我们》故事设定在

未来世界一个名为“云脑科技实验博

物馆”的场景中，以一台“回忆机器”

再现了男女主人公从年少初见、分

离、重逢到共度一生的历程。故事开

始于 1963 年，每 10 年为一个跨度，

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博物馆场馆作为

实景，同时搭配不同年代的代表性音

乐，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独特观演

体验。

近年来，小剧场音乐剧凭借亲

民的票价、与演员更近的距离、不亚

于大剧的品质，成为文化消费的潮流

选择。《时光里的我们》最大的亮点

在于它为观众打造了一种沉浸式的艺

术交互体验，该音乐剧以家电博物馆

不同年代的场馆为背景，虚拟故事与

真实场景相结合，让观众沉浸式观看

音乐剧的同时，还“参演”其中。同

时，博物馆音乐剧打破了传统的观演

距离，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构建了双

向互通关系，让观众“一秒入戏”，

产生一种深度的交互与情感交流。

“小而精”“新而活”的文旅

项目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正如《时

光里的我们》这部博物馆音乐剧所呈

现的那样，它是文旅企业对多元化艺

术形式的一次探索，它在丰富消费者

体验感和参与感的同时，也为现代都

市文化繁荣注入了更新鲜的元素，奏

响了城市与艺术融合的新序曲。

海岛音乐会、科技时尚秀、文

艺摩旅骑行……在青岛，体验这座城

的艺术感，会有满满的收获。

看展渐渐成为青岛人生活的一部分。（图片提供 / 西海美术馆）
Watching exhibition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part of Qingdao people’s life.

“黄盒子”里，藏着一场艺术盛宴。（图片提供 / 青岛黄盒子美术馆）
There is an art feast hidden in the "Yellowbox". 

铸造诗意·国际玻璃艺术邀请展。（图片提供 / 青岛云上海天艺术中心）
Casting Lyrical Artworks·International Glass Art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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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广的海，翻滚的浪，柔软的沙，翠绿的山……这里，拥有着一座海滨城市的美丽身姿；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映衬出她的无穷魅力；赤礁、细浪、彩帆、沙滩、形成了属于孩子们的自然乐园。青岛，

就是这么有趣又浪漫，童真又可爱。

初夏的青岛，人们总不愿辜负阳光的恩赐和独有的美景。天气不燥不热刚刚好，无论是野餐、露

营，还是溜娃、爬山……热爱亲近大自然亲子们共同释放天性，用童心传递快乐，让童趣乐享不停。

到青岛的即墨温泉度假小镇来一场康养之旅，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图 / 张有平）
A wellness tour to Jimo Hot Spring Resort Town in Qingdao will definitely be a pleasant experience. 

野餐别有一番风味。静卧沙滩，柔软

的阳光沐浴全身，播放一曲悠扬的音

乐，听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或远或

近，山海相伴，水天相映，青岛的沙

滩美的醉人。找一处平整的地方扎营，

漫步海滩欣赏秀丽景色，看洁白细软

的沙质海滩与蔚蓝大海融为一体的纯

美，听海浪、沙滩、贝壳诉说着海的

故事。约几个排球高手，泳装上阵，

在海滩一决高下，傍晚太阳西下，一

场烧烤盛宴却刚刚开始，取出冰包里

早就准备好的鸡翅、鸡腿、香肠、肉

丸、玉米、茄子、辣椒等等，打开啤

酒换腾出无数泡沫。海风轻抚，在漫

天星斗下，抓几只螃蟹，或者尽情投

入到大海的怀抱，自在又快乐。

游乐园，无数孩子的快乐
无论是哪个假期，只要阳光甚

好，便是出门溜娃的好日子。让孩子

们心情愉快的同时，大人也能自在地

享受其中再好不过，那么选择溜娃的

地点就显得尤为关键。那么，让孩子

们开心快乐一整天的亲子乐园有哪些

呢？

首先要说的便是有着“森林里的

小芬兰”之称的百乐园了。百乐园藏

在百果山森林公园，四面环山，是藏

在闹市中的天然氧吧。这里景色优美，

特色鲜明，一年景色各异。此外，可

爱的小动物十分吸引人，俏皮的松鼠、

呆萌的小白兔，瞬间吸引孩子们的注

意。百乐园内 3500 平方米的超大草

坪上，设有30余种无动力游乐设施。

奇幻城堡、彩虹隧道、奇妙木屋，深

受年龄略小的孩子们欢迎，充分释放

熊孩子们的活力。花样攀爬、勇攀高

峰、翻山越岭，将攀爬玩具巧妙地组

合在一起，可以锻炼孩子们的攀爬能

力，同时增加自信与挑战能力。

此外，这里还有全球最小的教

堂，教堂虽小，但功能依然齐全。若

你喜欢一场草坪户外婚礼，这里也是

你理想的不二之选。开心农场，与教

堂一路相隔的是开心农场，种植着大

白菜、甘蓝、生菜等新鲜蔬菜，种类

繁多，天然新鲜。让大人和孩子亲自

耕种采摘，体验春种秋收的乐趣。欢

乐沙丘，在草坪的西北方向，有一条

可以攀爬的山路，顺势而上，便是欢

乐沙丘！这里绝对是每一位小朋友都

喜爱的地方，光玩沙子就能玩一天。

在欢乐沙丘里，赤着脚感受着沙子的

柔软，用沙耙将沙堆砌成心中的模样。

除了百乐园，位于崂山区的童心

园麦窑儿童拓展公园也深得娃心。这

露营吧，别辜负夏天
不得不说，现在露营文化是相

当火爆，它也是人们对于当下便利生

活的另外一番追求，在整个过程中，

繁杂的仪式感仿佛是出行的全部。明

明在家点个外卖就能解决的事，却要

背着一堆东西去野外，想来怕麻烦的

人是感受不到这种“闲趣”的。装备

的选取、前期的准备，本身就是露营

美妙的前奏，且精致露营的本身，也

是你在家难以体会的美好。人们因为

共同的爱好聚集在露营地，闲暇的周

末，在海边冲杯咖啡，看看书、聊聊

天，甚至发发呆。夕阳落下后，支起

烧烤架和锅子，烹饪一顿简单的美食，

喝一杯冰镇啤酒，好生惬意。而在这

其中，孩子们的相聚就好像小型的

Party，极其有先见之明的父母会给他

们提前准备各种各样的手工、玩具等，

比如手工考古、做蛋糕、绘画大赛、

户外闯关等等，在大人们露营放空的

同时，孩子们又重新释放的精气神，

玩儿个痛快。

当然，如果说露营是有门槛的

户外活动，那么沙滩野餐就相对简单

地多。夏日里，青岛人往往离不开

海，那是最有乐趣的地方。入夏的青

岛，海风拂面感到夏日的清爽，沙滩

Enjoying the World with Your Kids

童心享世界  童趣乐不停 文 /米白

赤礁、细浪、彩帆、沙滩……夏日的青岛拥有了属于孩子们的自然乐园。（图 / 宋建青）赤礁、细浪、彩帆、沙滩……夏日的青岛拥有了属于孩子们的自然乐园。（图 / 宋建青）
With red reefs, small waves, colorful sails, beaches, etc., Qingdao is a natural paradise for children in summer.With red reefs, small waves, colorful sails, beaches, etc., Qingdao is a natural paradise for children in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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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还可以品尝新鲜农家美食，如果有

机会能劳作一番，饭菜吃起来想必也

会格外香甜。如今的翠林云庄已经进

入了夏季，希望每个人都去观赏这份

夏天的“心意”，当然你的目的地可

以不一定是这里，或许是别处，总之

美好、童真、童趣、勇气、开怀……

相约爬山，亲近山海
在青岛，玩海并不稀奇，观山也

是良选。要说夏季去到崂山游玩，最

该去的便是北九水。据了解，北九水

游览区位于崂山主峰的北部，是崂山

七大游览区中惟一以赏瀑亲水著称的

景区，也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北九水

景区内山灵水秀、植被茂密，这里的

山谷中遍布溪潭瀑布，山间则随处可

Featuring the vast blue sea 
with small rolling waves 
and dotted with colorful 

sails, red reefs, beaches with soft 
sand, green mountains, red tiles, 
lush trees, and azure sky, this 
picturesque and charming coastal 
city is a natural paradise for chil-
dren. Qingdao is an interesting, 
romantic, childlike and lovely 

city. In early summer, people in 
Qingdao like to bask in the sun 
and enjoy the unique scenery. 
When the weather is neither dry 
nor hot, people may go for a pic-
nic, go camping, take their kids 
out to play, or climb a mountain, 
to get close to nature, be them-
selves, and have loads of fun like 
a child.

见惟妙惟肖的象形石，行走于水边栈

道，碧绿清澈的潭水令人心旷神怡。

夏季是北九水的最佳旅游季，此时的

山谷中溪水潺潺，尤其雨后的瀑布水

流量大，美如仙境。孩子、溪水、青

山……你会发现，这几种元素会组成

夏日最为美好快乐的画面。还在拿着

水枪嬉笑玩耍，不畏烈日地奔跑玩耍，

畅快无比。蝉鸣鸟叫、青山绿水、嬉

戏欢笑，或许，这便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从处处是老旧厂房、废品站的

野山头，到风景秀丽、遍布景点的城

中公园……象耳山公园是李沧区一处

地标性山头公园，也是人们遛娃的好

去处。如今的象耳山公园环境优美、

景色宜人，园内设有主入口广场、儿

童活动广场、康有为文化广场、国学

文化教育基地、碧波揽景、悦心怡情、

绿野觅踪、登高阅胜 8 处景点，另保

存有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康

有为墓原址”一处，吸引人们前来参

观游览。园内各处景点经纬相错、纵

横有致、特色鲜明，构成了以青山筑

体、以文化铸魂、以活力驻形的城市

综合性公园形态。

而今，改造后的象耳山最出圈

的莫过于山脚下的大象网红滑梯，它

“捕获”了无数小朋友和大朋友的芳

心。走进儿童乐园，一头巨大的蓝色

“大象”映入眼帘，憨态可掬的样子

可爱极了。3 米高的蓝色大象，超长

的滑道十分刺激，8 岁以上的小朋友

大朋友都可以尽情玩耍，一秒带你回

到童年。除了最大的蓝色大象，沙坑

里还有 3 头体型要小一些的小象，五

颜六色，粉色最小，绿色次之，褐色

较大，高度不同、形态不一，适合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玩耍，可以完美遛娃

一下午。每到周末节假日，这里就成

了孩子的海洋，大象乐园里经常爆满，

如果你抢不到蓝色“大象”的位置，

可以来找“小象”玩耍哦。在大象滑

梯旁边，还有一片超大的活动广场，

非常适合孩子在这里学滑旱冰，而且

这里还贴心的安排了很多休闲健身器

材，可供家长们看娃休息。

很多人来了象耳山后，都只是

在山脚下的儿童乐园玩玩就走了，简

直太可惜了，其实山顶之上别有洞天。

从主入口广场右侧上山，一路冬韵洒

落，步步都是风景。或许是有康有为

的文化渊源，漫步象耳山，可以发现

许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浓郁国学文

化氛围的地标，以独特的园艺审美，

将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浸润于自

然之境，让孩子在玩乐之余，还能耳

濡目染儒家经典。

择级而上，一座名为“康桥”

的天桥映入眼帘，初次看到这个名

字，你们可能会想起徐志摩的《再别

康桥》。实则不然，这座康桥，并不

是那“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

来”，而是两座山峰之间对话，似低

吟着一首相逢的歌。象耳山的海拔高

度其实不高，但是山顶后半程的路段，

坡都挺大的，还是会略有吃力，但是

一旦你爬到山顶，便会觉得之前的辛

苦都是值得的。

露营时，孩子们的手工活动备受追捧。（图 / 孙岩）
During camping, children's manual activities are very popular. 

儿童乐园永远是孩子们的最爱。（图 / 孙岩）
Children's park is always the favorite of children. 

里拥有1.4万平米超大户外亲子乐园，

针对 1 到 12 岁的青少年儿童户外拓

展、规划 5 大功能区，打造一系列亲

子休闲娱乐、体智能训练项目。彩虹

滑道、萌宠乐园、露营、木屋民宿……

热门项目全都有 , 大人小孩都能玩。

要说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人

气王牌”彩虹滑道，它是市内惟一一

条超长彩虹滑道，数百米彩虹滑道，

仿佛从天际蔓延下来。登上滑道高点，

园区美景轻松鸟瞰，急速而下，感受

速度与激情。与此同时，太空堡垒也

是孩子们的“心头好”。想要体验不

一样的滑梯？一定要打卡太空堡垒。

巨资打造超大太空飞船滑梯组合，6

米高、15 米长的超大太空堡垒，太

空主题滑梯，让每一个孩子培养探索

宇宙精神，启迪太空梦！

如果你还想去体验一处别样的

亲子乐园，那么位于城阳区的翠林云

庄乡村乐园将给你留下别样的记忆。

动漫世界般的森林树屋，在翠林云庄

也能打卡。一排排小木屋隐藏在树丛

中，像极了童话里的画面。

据了解，青岛翠林云庄乡村乐

园是国家 AAA 级景区，占地 26.7 公

顷。整个景区规划设置五大功能分区：

配套服务区、研学实践区、拓展培训

区、田园游乐区、森林度假区。包含

赤足乐园、撒欢部落、拓展基地、竹

林迷宫、恐龙王国、林中穿梭、真人

CS、蚂蚁地下城、轮胎乐园等几十

个项目。

当然，作为一个乡村乐园，这



关注 /聚焦 Highlight/Focus

038
SAILING CITY

039
SAILING CITY

环岛路形成了旅游区内环状交通线，

贯穿整个凤凰岛旅游区的游览观光

道路，将青岛沿海一线的绝佳风景尽

收眼底。沿途金色的沙滩、湛蓝的

海水以及翠绿的草坪让人眼前一亮，

一扫视觉疲劳，在骑行途中尽览海滨

美景。从唐岛湾南岸公园1号门出发，

沿骑行道前往金凤凰广场，沿途前

往植物园，然后朝着唐岛湾公园 5 号

口的方向骑行。这一段是唐岛湾南

岸的精华，不仅有天然的滩涂，还

有难得的湿地景观。从唐岛湾公园 5

号口拐到银沙滩路上后，则是另一

片天地。远离了闹市繁华，去往宁

静的乡村。路上一定记得要停一停，

去顾家岛村转转，看看有着近 800

年历史的陈姑庙，去鱼鸣嘴村感受

一下离黄海最近浪涛。西环岛路上，

月牙湾、连三岛的一幕幕美景变换

着角度吸引着你的眼睛，这条路一

面是无垠的大海，一面是青山绿园，

开阔的视野让人忍不住想要拥抱整

个大自然。千万不要错过石岭子村，

这个依山面海的小渔村里，有着保

存完好的、拥有百年历史的海草房。

整个骑行路线的最东端则是银沙滩，

从这里折返会为整条骑行路线添上

最后的完美一笔。

这条网红路四季有景，虽没有

老城区的红瓦绿树，但原生态的渔

家味道、礁石群落、恬静民居别有

一番情趣。

崂山环线路
崂山环线骑行线路大概是青岛

最为经典的一条路线，也因此成为

多数骑友的选择之一。在这条环线

路上，既可看碧浪蓝天，渔帆点点，

牧海耕涛，白沙驻浪，也可观嶙峰

叠嶂，苍松翠柳，更可品农家美食

和清香绿茶。

以石老人观光园为起点，沿着

崂山路滨海大道骑行，途径沙子口，

沿着九水东路、松岭路、滨海公路一

路骑行，再从仰口风景区进入崂山，

经返“中国最佳宜居乡村”雕龙嘴，

远远望去，雕龙嘴村呈长方形坐落

在山海之间，房子依山而建，错落

相连，在密密麻麻的林木掩映下，

露出点点红瓦白墙，山上巨石嶙峋、

奇峰突兀、白云缥缈、青翠照眼。

“山海相连，山光海色”，正是雕

龙嘴村的特色。在全国的名山中，

惟有雕龙嘴是在海边拔地崛起的。

村西南的白云洞、棋盘石等都是雕

龙嘴村的著名景点，当你骑行于雕

龙嘴时，一边是碧海连天，惊涛拍

岸；另一边是青松怪石，郁郁葱葱。

会让你惊觉，仿佛来到了欧洲的某

个小镇，而这只是属于青岛的一个

人间仙境。经过雕龙嘴在一路向前，

紧接着环山路上青山处隐着一片红

瓦绿树的村落，与远处的碧海蓝天

交相辉映，仿佛置身画中一样。海

风徐徐吹来，让人忍不住驻足观看。

渔人乡村风情尽收眼底，青山、梯田、

茶园、村落、渔港、海岛相互映衬，

共同形成了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

致的优美渔村风景。“不减山阴道，

迂回一径通。”这是明朝即墨道家

学者江如瑛对青山村的评价。400 年

历史的青山村有着独特的文化气质，

骑行于这里很容易被这种气质所感

染。而后就会到达崂山太清宫景区，

然后从崂山南线入口出去，再经大

河东客服中心，沿着崂山路滨海大

道即可返回石老人海水浴场。

值得一提的是，崂山环线骑行

路线既可顺时针，也可逆时针，沿

路的美景会尽收眼底。

文 /石薇娅

宽广的海、翻滚的浪、柔软的沙、神奇的岛，青岛，拥有着一座海滨城市的美丽身姿，我

们可以在骑行中，看云卷云舒、潮起潮落，感受时节的曼妙。

Enjoy Life and Return to Nature While Riding

骑行享生活  复得返自然
最美环湾路

青岛西海岸新区有一条环湾路，

被称为最美环湾路。总长度 42 公里，

由东西两条环岛路组成。其中，东

环岛路西起金沙滩、凤凰山、绿岛嘴、

甘水湾至后岔湾。西环岛路则被青

岛骑行爱好者称为“唐岛湾骑”，

东起石雀滩、银沙滩、连三岛至鱼

鸣嘴，全程约10公里，前段景色动人，

后段风光无限。一路骑行，一边吹

风欣景，一边领略湿地风采。此外，

崂山环线是青岛一条最为经典的骑行路线。
（图 / 吕建军）

The round-the-sea road on Laoshan 
Mountain is one of the most classic cycling 
routes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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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路
在青岛前海沿儿，自栈桥向八

大关骑行，可谓一步一景，海风轻

抚脸颊，处处带着甜美的浪漫。栈桥，

素有“长虹远引”之美誉，一头接

续百年老街中山路，一头前伸入海

直抵潮端。眼前双层八角亭，金瓦

朱壁，飞阁回澜，浩浩荡荡，气象

万千。这里是海上观光的绝佳角度，

近处小青岛，如古琴横陈，灯塔乍明

乍暗，风雾中如舟行海上，闪灼尽致。

远眺为青岛老城，楼舍依山而建，

红瓦黄坪，绿树青山。

沿着海岸线一直向东骑行，过

了鲁迅公园就是青岛海底世界，作

为“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

技教育基地”等名片的海底世界是

青岛市海洋主题研学旅游的“王牌”

景点之一，多个全国级研学名片体

现了青岛海底世界的整体实力，产品

建设吸引力始终火热十足。景区包

含梦幻水母宫、新海洋生物馆、海

兽馆、新淡水生物馆、新鲸馆、海

底世界、海洋科技馆七大展馆，拥

有 82.6 米长的海底隧道。这里有约

2000种、上万件珍稀海洋生物标本，

集海洋旅游观光和科普教育于一体，

汇海洋生物丰富性、多样性于一身。

还可以观赏上千种、数万尾来自世

界各地的珍稀海洋生物，如体长 4 米

的南非沙虎鲨，直径2米有“魔鬼鱼”

之称的黑斑条尾魟等。

置身海底世界，可以直观的感

受增强现实技术、全息投影等技术于

一体的海底博士空间实验室，海洋

课堂，多媒体互动体验展示等精品研

学旅程，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

而海边红礁石高低错落，山海为盟，

风月见证，不时可见拍婚纱的新人

和依偎而坐的情侣，在“海誓山盟”

之城用相机定格浪漫。

一路往前，一路美景，海水浴场、

中山公园、奥帆中心……这条长长的

道路完美地融合了亚洲与欧洲、古

典与现代；这里有激情澎湃的山海，

也有柔情蜜意的小街；这里有诗人

的情怀，画家的笔触，摄影家的镜头，

也有恋人的缱绻；这里，就是“山、

海、岛、湾、城”交相辉映的青岛，

从西向东，皆是恋之风景。

漫游路
有人说，青岛是座有气质的城

市，但这种气质很难用一个词概括出

来。1891 年才正式建置的青岛，还

没来得及培养出自己的中国气质，便

被德国人拿去精心打造了，因此有人

评价青岛是东方瑞士，上世纪 90 年

代后拔地而起的东部新区、2008 青

岛奥帆赛的举办又为青岛注入了现

代化城市的活力。于是，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在

这座城市中碰撞、交融形成了青岛独

有的魅力与特色。所以，经常有人说，

青岛是一个不大不小刚刚好的城市，

它不会小到让你感到不便，在东部

新城，你可以尽情享受都市生活的

便利；它也不会大到让你迷失其中，

充满欧陆风情的西部老城，绝不会

让你浮躁得忘了给自己时间思考。

如果要享受初夏的魅力，可以

骑行于老城区，骑行在馆陶路上，

感受浪漫的德国风情，与鳞次栉比

的德式老建筑不期而遇，去慢慢寻味

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文化韵律。绿

叶掩映下的百年建筑，仿佛来到了

欧洲小镇，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晒

太阳的老人，柔和的阳光照出斜斜

的影子，一切变得生动而又有味道，

历史的沉重、现代的浪漫都融合在了

一起。一路骑行至中山路，去老字

号“春和楼”品尝非遗美食—香酥鸡，

在浪漫的天主教堂前打卡留念……

夏日的青岛老城游客逐渐多了，

宁静中又多了一丝嘈杂，一栋栋老

楼藏身素颜的植被后面，依旧不失

优雅。文艺青年热爱怀旧，一家家美

丽可爱的小店遍布在黄县路、湖南路

上，而一身挂满文化符号的大学路，

以一种隐匿的姿态，静静地停顿在

属于上个世纪最初期的时光隧道里。

百年梧桐擎天蔽日，恋人在汉白玉镶

嵌的“大学路”与“鱼山路”街角相遇，

像是一种油画的美，一种说不尽的

芳华流连。一本老书，一曲老歌，

一杯暖手的热茶，一张记录岁月的老

照片，都会想让你在这里慵懒的坐

一会。在这里骑行是一种特殊的锻

炼方式，山不高、蜿蜒而上；路不长、

错综交叉，在随意骑行中方向变了，

峰回路转间却又换了新的风景。

With the vast sea, rolling 
waves, soft sand and 
magical islands, Qingd-

ao is a charming coastal city. While 
riding in the city, we can watch the 
clouds gather and spread and the 
tides rise and fall , feeling the beau-
ty of the season.

The beautiful round-the-bay roa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classic round-the-sea road on 
Laoshan Mountain, the sidewalks 
along the coastline and the rid-
ing roads in the old urban areas 
all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en you have enough time, you 
can ride a bike on the roads, to en-
joy the sea view and feel the charm 
unique to Qingdao, with the sea 
breeze blowing across you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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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上街里·银鱼巷”以崭新形象与大家见面。
Shangjieli · Silverfish Street meets people again with its new image.

文 /宫瑾  图 /杜永健

Shangjieli · Siverfish Street: Old Street Gets a New Look After Renovation

上街里·银鱼巷 : 老街翻新，开启时尚之旅 

年初起，宁阳路街区开始进行保护修

缮工作，随着老街的“重生”，上街里·银

鱼巷也正式开始打造。银鱼巷微型博

物馆位于宁阳路银鱼巷的延伸处——

湖北路 33 号丙。这座微型博物馆没有

惊为天人的大型藏品，也没有稀有珍

贵的宝石珠玉，这里更像是收集了青

岛人的“生活琐碎”，从一针一线，

一字一句，将旧时光停驻在这个空间

里。这样的“藏品”不需要多么高大

雄伟的建筑，只需要小小一间红瓦平

房就足够细腻可亲。

走进博物馆，前言部分就能让青

岛人会心一笑：“安阳来，拜（别）

说外地银（人），老鼻子（很多）青

岛银（人）都不知道俺这来到底待（在）

哪来。”一句俏皮的“中译中”，让

青岛人莞尔，也让游客一窥青岛方言

的幽默风趣。如果仔细观察，博物馆

的很多地方都“藏着”青岛方言，在

参观的时间里仿佛“自带音效”，绝

不让你无聊。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类生

活中常见的物品，留声机、纸筐、搪

瓷盆、井盖、破旧的木门与鸟笼……

这些物品被纵向地镶嵌在一面墙上，

仿佛是将旧时光里的生活拆解，一一

展示在你的面前。

馆内的藏品大部分都是由居民捐

献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真实可循。

这些实物展出不仅仅是用作怀念，也

为年轻人打造了一个能够了解青岛文

化的平台，通过更为年轻化的方式，

让青岛记忆星火相传，不会被湮没在

时间中。除了老物件的展示，银鱼巷

微型博物馆还通过图文的形式展现了

出自这条“青岛港儿上最洋相的路”

的人物故事：掖县商人刘子山、给爱

新觉罗·溥仪当老师的学霸陆润庠、

军机大臣吴郁生、懂金融的实干家周

学熙、连任多年商会会长的傅炳昭……

众多“人物”让这条路变得生动起来，

久远的历史变得近在眼前。

永远年轻的“上街里”
有这样一个地方，集吃喝玩乐购

物于一体，是青岛老土著们向往的娱

乐胜地；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承载着的，

不仅是青岛独一无二的城市记忆，还

有青岛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二一，

上街里，买书包，买铅笔，到了学校

宁阳路片区老里院，作为青岛历史城区“文化符号”被重新“唤醒”。
As the "cultural symbol" of Qingdao's historical urban area, the old Liyuan-style building in the Ningyang 
Road area has been given a new life.

想要了解一坐城市，你需要去那里的老街走一走。

北京胡同、上海弄堂、青岛里院……老街是最亲切的向导者，它历经百年的时间，为你讲

述独一无二的城市故事。

青岛银鱼巷就是这样的一条老街，

路的两边保留着一种青岛特有的“车

轮石”，这些“车轮石”历经风吹日晒，

被打磨得光洁圆滑，凝固了本土的城

市文化元素，成为城市过往最真实的

缩影。

同时，就在这条老街上，新兴的

时尚力量已然萌芽，银鱼巷的故事正

向未来徐徐展开。

“老街里”的人文记忆
宁阳路街区毗邻青岛站，是青岛

德占时期最早开发的街区之一，处于

中山路历史街区范围之内。以宁阳路、

寿康路交会组成的这块区域，保留着

许多青岛特色传统里院建筑，自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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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Qingdao people, "Jieli" 
(old blocks with Zhongshan 
Road as the axis) always 

seems to be synonymous with trend 
and fashion. When Qingdao Hotel, 
Red Star Cinema and other build-
ings were demolished, some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glory of "Jieli" 
would never return.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are attracted by new 
things and start to forgot these old 
streets and lanes.

The fusion of history and moder-
nity, and tradition and fashion is the 
answer given by Qingdao. To give new 
life to the old street, we need to give a 

boo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jie-
li · Siverfish Street. This street, which 
is no more than 7 meters wide and 
255 meters long, is regaining people's 
attention at an amazing speed. Home 
to many Liyuan-style buildings that 
bear witness to the history and cul-
ture of Qingdao's commercial ports in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s, Shangjieli 
· Siverfish Street has shed its mottled 
and shabby image and reinvented 
itself as a place full of creativity and 
with diversified business formats, 
attract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people to open stores, live here 
or take photos.

考第一。”这段儿歌深深扎根在青岛

人的记忆里。“街里”对与青岛人来

说，似乎永远与潮流、时兴画上等号，

当年青岛饭店、红星电影院等建筑物

被拆除时，也有人认为“街里”的荣

光已经一起不复返，更多的年轻人早

已被新兴事物夺取了视线，忘记了这

些老街老巷。

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融合，

这就是青岛给出的答案。想要全面释

放老街“年轻力”，就要为上街里·银

鱼巷发展注入能量，吸引新的、气质

相符的商户入驻，同时调动一切力量

进行宣传、引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为商户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与时间。

这种相互吸引的模式颇具成效，Berry 

Beans 咖啡馆的老板是一个地道的北京

人，在北京西城区朱家胡同开了第一

家 Berry Beans 之后，第二家店选择了

在青岛。银鱼巷的历史感与烟火气让

他心醉，这与他的品牌理念也不谋而

合，老街与商户的双向选择，正在为

久经风霜的百年老街巷，实现“蝶变”，

重获新生。

斑驳的墙面与纯黑的金属贴面相

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走进上街

里·银鱼巷沿街的里院，你很难想像

这是一栋百年建筑。长方形的橙色水

池像是能够反射天空的镜面，为里院

的空间带来一抹灵动。主楼梯从里院

的中间向上抬起，在中间分成两条楼

梯，搭建出轴对称的视觉效果。当夜

晚降临时，水池与各个商户的招牌亮

起，灯光反射在黑白的菱形地砖上，

将摩登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时尚与

历史韵味结合的浑然天成，俨然成为

了一个不能错过的时尚地标。

上街里·银鱼巷的巷口不光有路

名的标识牌，还有“潮人出没”的标识，

LULU 中 古 玩 具 社、Partial Happiness

中古刺青、然而食研室……青岛许多

商户已经搬进银鱼巷，评价颇高的南

枝小馆就是最早入驻银鱼巷的一批商

户，中式茶韵和银鱼巷的百年故事仿

佛有着某种穿越时空和岁月的联结，

院内竹影绰绰、锦鳞游泳，诠释着新

时代人们对“慢生活”的渴望。在大

学路一炮而红的韩国料理。“健康家饭”

也在这里开了上下两层的新店，更多

人的在这座百年建筑里享受着味蕾上

的快乐，知名的意大利冰激凌品牌也

在最后的装修调试中，马上就要开门

迎客。包容万象的上街里·银鱼巷没

有被时间抛下，不管在哪个时代，“上

街里”永远年轻。

老城的时尚之旅
巷内伫立着一组“芭蕾少女”喷

泉艺术景，身姿婀娜的少女舞步轻盈，

汩汩清流宛似裙摆随风扬起般灵动，

就像上街里·银鱼巷的未来般充满着

生机。“超级红人节”在青岛重启，

第一波预热直播就走进了上街里·银

鱼巷，在上海大受好评的四角公园

× 平方 STUDIO 联合展也落地这里，

LouisVuitton 青岛首展前，首先就占领

了上街里·银鱼巷巷口处最显眼的墙

面投放了展览预告。还有 mini 咖啡市

集、夏日市集……这条宽不过 7 米，

长不过 255 米的小巷，正以惊人的势

头回归到人们的视野里。记录青岛特

殊历史时期商埠口岸历史与文化信息

的里院，已经脱去了斑驳破旧的印象，

变得富有创意、业态多元，让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选择走进上街里·银鱼巷，

在这里开店、生活、打卡。

从银鱼巷走出来，你还能看到青

岛老城区的居民在不急不缓的，履行

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平静的生活与人

气的簇拥在青岛的老城区并不对立，

这种形态也逐渐转变为城市生活的一

部分，这也是青岛正在做的事——在

深入发掘青岛历史文化、凸显青岛里

院建筑特色的基础上，尊重街区民俗
百年老街区焕发青春活力。（组图）
The hundred-year-old blocks are reinvigorated with newfound beauty.

文化及建筑本身在各个历史年代遗留

的信息符号，按照“修旧如旧”的原

则做好建筑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

青岛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里

院是城市化发展的宝贵遗存和文化财

富，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

和载体，是青岛特有的具有跨文化研

究、传播价值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意义

的“绿水青山”，也是青岛历史城区

申遗的主体空间和重要板块。从资源

价值、城市化发展研究及其文化影响

上看，青岛历史街区无疑已经属于中

国和世界。

从现场勘测、历史文化资料收集、

资料分析，到测绘图纸、建筑残损勘

察评估、单体修缮方案……在如何保

护一栋老建筑这个问题上，青岛拿出

了足够的耐心与恒心，百年老里院即

将焕发新的活力，必将助力市南区历

史街区的复兴与发展，并提供新的示

范样板。继往开来，上街里·银鱼巷

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微更新”让老建筑重焕生机。
"Micro renewal" brings old buildings back t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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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版“公园城市”呼之欲出

2018 年 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赴四川视察，在天府新区调研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

全新理念和城市发展新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

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Qingdao's Version of a Park City Taking Shape

文 /王欣

的绿道环，其中主环线长度约78公里，

需改造提升 30 公里，充分利用已有绿

道，增加慢行道，增设驿站服务设施；

“三山”分别是建设浮山环山绿道对

局部节点进行改造提升打造浮山森林

公园，建设太平山环山绿道串联中山

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榉林公园打

造太平山中央公园和建设午山环山绿

道打造午山郊野公园。

“建设 200 处公园绿地”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在老城区、村庄结合

拆违、老旧小区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建绿与插缝建绿相结合，充分利

用批而未供土地中的零星地、边角地、

拆违地块和现有绿地改造，最大化在

城区和村庄建设口袋公园，让市民直

接感受周边环境的变化。计划 2 年建

设130处口袋公园，2022年建成50处；

二是结合青岛山、海、河道、田园等

自然禀赋，整治提升 70 处山头公园，

2022 年完成 60 处。

“打造 100 条林荫廊道”则是在

老城区实施“最后 1 公里”林荫工程，

这也是青岛学习成都公园城市实践的

做法，鼓励市民乘坐公交线路，从小

区到公交站点的这一段路线改造成林

荫路，更加方便市民的出行。对具备

条件的单一景观型绿化带适当增加“可

进入”节点，通过游步道建设、休闲

空间改造和行道树补植、立体绿化、

拆墙透绿等措施提升公交站、地铁站

至居民小区的慢行绿荫率，提升市民

绿色获得感。对进出城市主要道路、

高速公路、铁路进行绿化改造提升，

结合重要节点绿化改造建设小游园。

计划 3 年建设 100 条，2022 年建成 50

条。

“推进 300 处立体绿化”即结合

老城区拆墙透绿、坡体护绿等实施立

体绿化，拓宽绿色空间。对城区中山

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海泊河公园、

百花苑、李村公园、沧口公园、城阳

世纪公园、即墨墨河公园、胶州公园

10 个老公园进一步拆墙透绿，增设出

入口，提升便民性和可达性，让更多

市民享受绿化成果。2022 年计划完成

立体绿化 100 处，全部完成 10 个公园

拆墙透绿任务。

“实施 1 项生态绿化工程”是对

全市火烧迹地和平度、莱西北部荒山

进行绿化攻坚，造林约 666 公顷，消

灭市域范围内的宜林荒山、疏林地，

对 3333 公顷生态公益林全面实施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通过间伐、除草、林

相改造等方式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提

升公益林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保护复

“公园城市”理念包含“生态兴

则文明兴”的城市文明观、“把城市

放在大自然中”的城市发展观、“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城市民生观、“历史文化是城市灵魂”

的城市人文观、“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的城市生活观，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

要内容，更是为民办实事的充分体现。

东起崂山西至西海岸建设 265 公

里长的滨海绿道，让沿海绿道将主城

区连在一起；拆除中山公园、植物园、

动物园、榉林公园之间的隔离，贯通

太平山中央公园最外侧 7.75 公里环

山绿道，和城市融为一体；实施“最

后 1 公里”林荫工程，从小区到公交

站点路线改造成林荫路，更加方便市

民乘坐公交……日前，青岛公布《青

岛市公园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2022 － 2024 年）》，明确利用 3 年

时间，改造城市环境，实施滨海绿道

建设、山头公园建设、口袋公园建设、

林荫廊道建设、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古树名木复壮等工程，让城市拥有更

多绿色，最大限度便民、利民、惠民，

增加市民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感，提

升市民宜居幸福指数，提升青岛市的

城市竞争力和营商环境。

“12131”
城市绿色空间再升级

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青岛将以

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为目标，

以“公园”“绿道”为统领，以绿化为民、

绿化惠民为根本宗旨，坚持绿地总量

增加和现有绿地充分利用改造并举，

计划 2022 － 2024 年推进“12131”系

统工程。即：构建 1 个城市绿道网络、

建设 200 处公园绿地、打造 100 条林

荫廊道、推进 300 处立体绿化、实施 1

项生态绿化工程。可以想见，“12131”

工程的实施让城市绿色空间“拔节生

长”——未来，在青岛，将是推窗见绿、

出门入园的生活。

那么，“12131”系统工程具体有

什么呢？

“构建 1 个城市绿道网络”即完

善全市绿道系统规划，通过绿道充分

串联山体、河流、公园、道路，形成

公园城市网格体系。青岛将重点实施 3

项绿道骨架工程，完善“一线一环三山”

绿道体系，建成绿道网络。其中，“一

线”是对东起崂山区流清河、经主城

区环胶州湾、西至西海岸新区古镇口

的沿海一线滨海绿道实施全面串联提

升，对于已建成的绿道进行改造提升，

包括设置部分自行车慢行道，优化提

升绿化、面层、护栏、座椅、路径等，

增设服务驿站，完善饮用水提供、急救、

自助购物等功能，为市民提供便捷服

务；“一环”是以沿海一线、环湾大道、

李村河、滨海大道为主城区绿道环骨

架，串联太平山、小鱼山、信号山、

观象山、观海山、团岛山、邮轮母港、

贮水山、海泊河公园、嘉定山、北岭

山、双山、海泊河、张村河、世园会、

金水河、将军山、午山、金岭山、浮山、

燕儿岛山等形成“点—线—面”结合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公园城市建设攻坚行动作为八大行动之一，推进正酣。（图 / 董天顺）
Push open the window and see the green; go out of the door and see a park. As one of the eight actions, the action to seek breakthroughs in park city construc-
tion is being vigorously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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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不再有墙，和城市融为一体，同

时为方便市民将多增加出入口。此外，

新建、改建贯通花道 4.6 公里，将原有

4 个公园的串联和贯通，满足不同群体

的需求；登高观景线 1.2 公里，利用原

有路设置若干观景平台，满足市民的需

求。

白天看海看山看城，夜晚仰望星

空——浮山森林公园建设将打通浮山

市南、市北、崂山三区之间的障碍，

贯通浮山森林公园 16.88 公里环山绿

道，局部区域建设小环线和小游园。

环山绿道本着无障碍的原则建设，两

侧各 30 米范围内进行绿化品质提升。

合理设置观景平台、休憩亭等园林小

品，配备服务驿站、路灯、视频监控

设施，满足市民步行休闲娱乐需求增

强体验感。

据介绍，2022 年底前，将完成太

平山中央公园最美花道环、溯源绿道

环、全民阳光绿道环和最美登高观景

线建设，基本贯通太平山、浮山环山

绿道，2023年上半年力争向市民开放。 

一条条绿道，串起城市风景；一

座座公园，妆点着城市生活；一片片

绿地，助力低碳发展……青岛持续探

索城市绿色发展新方式，让城市更美，

更绿、更宜居。

推进太平山、浮山整治工作。对标青

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定位，按照“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

人之城”要求，坚持做到“高起点定

位、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

平管理”，建设高品质太平山中央公

园和浮山森林公园，示范带动青岛全

市公园建设。依托山、海、城等城市

自然景观资源和优良的人文景观资源，

坚持以绿色为本底、山水为景观、绿

道为脉络，以保护为前提，尊重自然、

增加绿量、丰富植物种类，建设景区

型的市民公园，实现太平山、浮山从

环境绿化到文化生态的转变、从植物

园林到公共空间的转变、从市民公园

到全域景区转变。立足于讲好青岛故

事、山东故事和中国故事，体现齐鲁

文化、海派文化在青岛交融，丰富青

岛人文精神，打造惠及更多市民、吸

引外地游客、提升城市品质形象的新

地标。

据介绍，太平山中央公园规划“四

环一线”绿道结构，包括环山绿道、最

美花道环、溯源绿道环、全民阳光绿道

环和最美登高观景线。拆除中山公园、

植物园、动物园、榉林公园之间的隔离，

贯通太平山中央公园最外侧 7.75 公里

环山绿道，太平洋中央公园拆墙透绿以

公园整治、云溪公园整治、大同公园景

观提升，青岛平度市的崇德公园二期，

青岛莱西市的隋家屯公园、姜山新城公

园等，这些口袋公园、林荫廊道集中在

人口密集的城区，如此选点布局的初衷，

是考虑到这些居住比较密集的地方存在

区域性的缺绿少绿，增加公共的绿化空

间会给为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便利。

市南区大尧一路口袋公园，原是

胶宁高架路桥下的一个小空间，在设

计中巧妙利用桥下空间，通过桥体彩

绘和花卉种植，打造四季如春的活力

运动口袋公园；崂山区辽阳东路国金

中心口袋公园，周边写字楼较多，受

众人群以年轻的上班族为主，因此设

计成以规则几何形状和明快的色彩为

主题建设绿色空间，体现出现代时尚

感……在口袋公园的设计过程中，青

岛园林和林业部门发掘不同地段的特

点和历史、文化元素，并充分考虑不

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为老年人增加

散步、沟通的空间；为到孩子们增加

玩耍、跑跳、挖沙、轮滑的设施。 

中央公园 + 森林公园
不一样的高质量生活体验
青岛既是海滨城市，又是丘陵城

市，如何利用好自然地理优势，在有

限的土地资源空间中，做好城市山林

保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同时，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休息、游览以及开

展科学文化活动的园地，这既是一项

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民心工程。

作为公园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

中的重点项目，浮山、太平山继今年

青岛市人大提出《关于高品质保护提

升太平山中央公园和浮山森林公园的

议案》后再次因《青岛市公园城市建

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2 － 2024

年）》的公布进入人们的视野。

据了解，青岛园林和林业部门会

同 12 个市直部门进行深入研究，统筹

Build a 265 km-long coastal 
greenway stretching from 
Laoshan District to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to connect the down-
town area; remove the partitions 
among Zhongshan Park, Qingdao 
Botanical Garden, Qingdao Zoo and 
Qingdao Beech Forest Park to connect 
the 7.75 km round-the-hill greenway 
at the outermost side of Taipingshan 
Central Park and integrate it with the 
city; and implement the "Last Kilome-
ter" Tree-lined Roads project to trans-
form the routes from the communities 
to bus stops into the tree-lined roads, 
making it more convenient for citizens 

to take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Qingdao's park city construction 

aims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ity. It follows the guideline of the 
"parks +" and "greenways + ",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12131 " 
systematic project,  namely, building 
one urban greenway network, cre-
ating 200 parkland spaces, building 
100 tree-lined corridors, promoting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in 300 ar-
eas, and implementing one ecological 
greening project. The systematic proj-
ect is planned to be advanced from 
2022 to 2024.

壮生长势弱的古树名木，弘扬历史文

化，探索“一树一景”“古树公园”

的建设。2022 年完成 666 公顷荒山造

林，2000 公顷森林质量精准提升，300

株古树名木复壮任务。

如果说，“构建 1 个城市绿道网

络”“建设 200 处公园绿地”“打造

100 条林荫廊道”“推进 300 处立体绿

化”几项是立足于城区，在市民身边

见缝插绿，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便

利的生活环境。那么，“实施 1 项生

态绿化工程”则立足于青岛市域范围

内的整体生态范围内的提升和修复。

“一带七区十湾三境”
滨海绿道与你“共赴山海”
如何拓展城市绿化空间一直是绿

化建设中的一大难题。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绿道串联起更多的休闲空间，

重塑着城市形态。城市绿道承载并发

挥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休闲游览、

体育运动等诸多功能，如同一面镜子，

从细微处折射出一座城市的舒适程度

和文明高度。建设城市绿道就如同修

炼城市的气质，把绿色环保出行方式

和文明健康生活理念带入人们的生活、

沁入市民的心中。

业内人士认为，绿道连接了众多

对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生物、自然

与文化景观功能，体现了其作为一种

战略性高效的、以最少的土地保护最

多资源的方法。青岛公园城市建设三

年攻坚行动，特别是“一带七区十湾

三境”规划的实施，将串联城市自然

山海人文，服务市民和游客的休闲游

憩健身，在促进城乡绿色协调发展的

同时，让大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届时，与你共赴山海的，将是慢生活；

青岛将更宜居、更美好。

据介绍，滨海绿道规划的核心理

念是串联滨海景观资源，最大限度的

享受碧海蓝湾——通过“绿道串联”“生

态修复”“公园游憩”“文化彰显”

四方面共建生态活力滨海经济带。在

研究滨海绿道建设时，青岛园林和林

业部门广泛研究了深圳、成都、上海、

福建等在绿道建设方面颇有成绩的城

市的一些做法，还专门考察了上海浦

东的滨江绿道、福州的福道，并结合

青岛的实际、市民的需求，秉承“生

态优先、统筹规划、以人为本、因地

制宜”的原则，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地提出了“一带七区十湾三境”的规

划结构。“一带”即连续的滨海绿道

系统；“七区”即目前规划的 265 公

里涉及崂山区、市南区等 7 个行政区；

“十湾”即浮山湾、汇泉湾、胶州湾、

唐岛湾等 10 余个海湾；“三境”即都

市型、休闲型、生态型 3 种绿道环境。

根据公布的《青岛市公园城市建

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2 － 2024

年）》，青岛滨海绿道沿海一线东起

崂山区流清河、经主城区环胶州湾、

西至西海岸新区古镇口，全长265公里，

全面实施串联提升。2022年计划新建、

改建 125.5 公里，重点推进胶州湾东岸

绿道建设和原石老人高尔夫球场区域

绿道改造，争取年底前局部向市民开

放。

其中，崂山区绿道从麦岛路到流

清河，全长25.5公里，新建段1.3公里，

提升段 9.6 公里，借路段 14.6 公里，

将依托秀美滨海风景，打造“魅力崂

山”主题段，体现“山海相连、云影

漫步”的崂山景观风貌；市南区绿道

东起银海大世界、西至四八零八厂北

端，全长 25.7 公里，提升段 22.7 公里，

借路段3公里，将展示沿海一线景色，

打造“文艺市南”主题段，体现“海

韵文貌、胜景如珠”的市南景观风貌；

市北区绿道南起四八零八厂北端、北

至李村河入海口，全长 13 公里，新建

段 9 公里，提升段 4 公里，将激活环

湾片区，打造“活力市北”主题段，

体现“港城融合、后海新生”的市北

景观风貌；李沧区绿道南起李村河入

海口、北至城阳李沧交界，全长 14.4

公里，新建段5.5公里，提升段8.9公里，

将重塑后海景观印迹，打造“创意李沧”

主题段，体现“智慧引领、旧城新生”

的李沧景观风貌；城阳区绿道东起城

阳李沧交界、西至大沽河东岸，全长

44.5 公里，新建段 9.5 公里，提升段

11 公里，借路段 24 公里，将突出湾底

生态基底，打造“特色城阳”主题段，

体现“漫寻浅滩、逸趣绿径”的城阳

景观风貌；胶州市绿道从大沽河至洋

河，绿道全长约 13.5 公里，新建段 7.1

公里，提升段 6.4 公里，将依托大沽河

生态湿地，打造“生态胶州”主题段，

体现“自然野趣、水草丰茂”的胶州

特色风貌；西海岸新区绿道从洋河至

古镇口，全长约 128 公里，新建段 34

公里，提升段76公里，将延续蓝湾绿道，

打造“悠游西海岸”主题段，体现“轻

松舒适、宜居宜游”的西海岸特色风貌。

“50+50” 
乐享门前“微幸福 ”  

值得关注的是，2022 年公园城市

建设攻坚行动计划建成的 50 个口袋公

园、50条林荫廊道遍及全市7区 3市，

这其中就包括市南区的太平角一路口袋

公园、莘县路口袋公园，市北区的环湾

路林荫廊道、榉林庭院、宣化支路口袋

公园、新疆路冠县路林荫廊道，李沧区

的滨海绿道、合川路游园、娄山河林荫

廊道、绿城晓风湖畔口袋公园，崂山区

的劲松五路东侧口袋公园、劲松五路林

荫廊道、辽阳东路国金中心口袋公园，

城阳区的宁城路口袋公园、正阳路彩虹

桥口袋公园、靖城路林荫廊道，高新区

的西片区道路绿化、田海路景观绿化，

西海岸新区的双珠公园、昆仑山路绿道，

即墨区的湘江三路口袋公园、石林一路

绿化、东泉路绿化，青岛胶州市的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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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新时代  争做好少年
Chasing Dreams in the New Era, Striving to Be an Outstanding Youngster

榜样是船，让人们扬起快乐的帆，驶向成功的彼岸；榜样是灯，照亮了人生的道路，驱走

黑暗的彷徨。自古少年多壮志，乘风而起，扶摇直上。自古英雄出少年，锋芒所向，锐不可当。

宣传部部长彭鹿鸣出席活动。

多彩光芒“好少年”
新时代呼唤好少年，好少年需要

好榜样。今年 3 月至 5 月，中共青岛

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明办、市教育

局、共青团青岛市委、市妇联、市科

协、市关工委、青岛日报社、青岛市

广播电视台等部门和单位在全市部署

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组织 2022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

评选。经学生推选、学校推荐、区市

和媒体推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

层层选拔，30名青少年典型脱颖而出。

活动现场，通过视频发布、嘉宾

颁奖、采访互动等形式对 30 名好少年

事迹进行集中发布。他们当中，有创

新发明屡获大奖的“科技小明星”，

有连续 10 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公益小

达人”，有同病魔做斗争不言放弃的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

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

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力量。在“六一”儿童节来

临之际，2022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

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青岛电视

台 800 平米演播大厅举行，现场发布

30 名“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

作的副部长姜剑超，青岛市关工委家

庭教育指导团执行团长刘丽萍，市文

明办副主任陈学明，市科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秦云鹏，青岛日报社党委委员、

副总编辑王倩松，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王艳，

市妇联副巡视员谭成英，市教育局一

级调研员张坤杰，共青团青岛市委秘

书长孙健，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常委、

励志女孩，有刻苦训练传承国粹的京

剧小票友……他们爱党爱国、崇德向

善，品学兼优、多才多艺，助人为乐、

自立自强，为广大青少年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树立了身边榜样。

青岛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硕，《2022 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

冠军姜震，2019 年全国最美家庭成员

纪燕，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

代表团旗手、山东籍残奥冰球运动员

汪之栋，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山

东省少工委委员、青岛市少先队校外

辅导员林风谦，山东省创新突击队代

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团委

书记张常江为30位好少年颁奖并寄语。

“不论我们遇到了怎样的境遇，都要

坚持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相信自己

一定会和其他同学一样，也一定会做

得更好！”2021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江

梦南通过视频鼓励同样患有听力障碍

新时代呼唤好少年，好少年需要好榜样。
The new era calls for excellent youth while the excellent youth need good examples.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2022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青岛电视台 800 平米演播大厅举行。
With the Children's Day approaching, the 2022 Qingdao "Excellent Youth in the New Era" Exemplary Deeds Release Activity was held in the 800-square-meter studio 
hall of Qingdao TV Station.

——2022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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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people are the future 
of a country and the hope of 
a n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get on the right track in their 
early life, loving the Party, the mother-
land and the people, striving to grow 
into a new generation of builders with 
knowledge, virtue and achievements, 
and standing ready to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On Children's 

Day, the 2022 Qingdao "Excellent 
Youngsters in the New Era" Exemplary 
Deeds Release Activity was held in the 
800m2 studio of Qingdao TV Station, 
in which the exemplary deeds of 30 
"Excellent Youngsters in the New Era" 
were released. During the activity, 
the stories of 30 excellent youngsters 
were released through videoes with 
award-presentation by guests, inter-
views and interaction. Among them, 

there was a "little tech celebrity" who 
had won big awards multiple times for 
innovations and inventions, a "public 
welfare enthusiast" who had participat-
ed in voluntary services for 10 consec-
utive years, an inspirational girl who 
had been fighting against her disease 
with an indomitable spirit, and a Bei-
jing opera amateur performer who had 
been practicing hard to be a bearer of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的好少年王泰懿要勇敢追梦。

活动现场，观众一次次感慨好少

年的突出事迹，不断为他们点赞，而

作为他们的家长，又有着怎样的感想

呢？获奖者乌仁图雅的妈妈表示，得

到这个荣誉很意外，在她看来优秀的

孩子有很多，没想到她能脱颖而出。

对此，她说道：“获得这个荣誉，对

孩子来说是一种激励，敦促她做好自

己的同时，能将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

身边人。”对于社会更加关心的孩子

教育问题，乌仁图雅的妈妈坦言：“对

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更多是有效的

陪伴和帮助。我自己是大学老师，深

知对于孩子的成长，作为家长我们应

该更多地给予他们帮助，她参与了各

种各样的活动，从一开始的胆怯、紧张，

到后来的游刃有余，一次次尝试和积

累经验的过程中，我们都为她提供了

活动现场，通过视频发布、嘉宾颁奖、采访互动等形式对 30 名好少年事迹进行集中发布。
During the activity, the stories of 30 excellent youngsters were published through the video release, 
award-presentation by guests, interviews and interaction.

现场观众无不被“好少年”的故事所深深打动。
The audience were all deeply moved by the stories of the "excellent youth".

各种帮助、鼓励，让她能够不断成长。”

飞速发展的时代 
孩子的品格不断升华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除了日

益变化的生活环境，在孩子们的身上我

们能够看到发展、变化、担当等多种精

神品质。在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敏捷

的思维、成熟的思想、敢于实践和拼搏

的精神，以及值得不懈努力去完成的梦

想，也让人真正理解什么“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而看到这些“好少年”，更让我们对国

家的未来充满了期许。    

近年来，青岛以“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为主题，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坚持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

坚持学校为主、家庭和社区为辅的原

则，坚持家庭美德、学生品德、社会

公德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与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相

结合的原则，积极挖掘和培育充满时

代气息、事迹生动感人的未成年人先

进典型，为广大未成年人树立可亲、

可敬、可信、可学的榜样，示范引领

未成年人从自身做起，见贤思齐、崇

德向善，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截

至目前，累计评选推出85名青岛市“新

时代好少年”，其中，14 人获评山东

省“新时代好少年”，1人获评全国“新

时代好少年”。

未来，青岛市还将继续组织主题

宣传和巡演巡讲等活动，助推更多“好

少年”竞相涌现，为青岛建设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储备栋梁

之才、贡献青春力量。

活动现场一瞥。
A glimpse of the activity.

2022 年度青岛市“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 以姓氏笔画为序 )

丁毓力      青岛莱西市实验中学

万双科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马可欣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马奕茗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王泰懿  青岛沧口学校

王梓旭   青岛市李沧区实验小学

王瀚婕  青岛莱西市第四中学

韦姝含  青岛市即墨区创智实验学校

公曼馨  山东省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乌仁图雅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

尹泽霖   青岛胶州市初级实验中学

厉一铭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代莹莹  青岛平度市朝阳中学

朱嘉诚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刘金源         青岛胶州市胶北小学

刘骐铭         青岛市城阳区天泰城学校

江姿蓉  青岛市崂山区麦岛小学

孙子涵  青岛市即墨区第三实验小学

孙韵涵  青岛市崂山区东泰小学

李心毅  青岛市中心聋校

李沐凡         青岛莱西市济南路中学

李秉衡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三中学

李晓彤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世羽          青岛平度市实验中学

陈胤恺          青岛大学路小学

胡紫媛  青岛西海岸新区衡山路小学

韩承昱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鲁世洁  青岛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甄艺轩  青岛榉园学校

臧曼辰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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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好家风的传承是优良品质的传递，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

品格塑造；对于社会来说，好家风的传承是一股股正能量，是善良的国人所体现出的优良品质，

这对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Advocating Fine Family Traditions to Promote 
Civilization and Virtue

好家风传颂文明美德

近日，青岛市开展“颂党恩 传家风”文明家庭事迹巡讲巡演首场活动在青岛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刘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礼堂举行。
Recently, Qingdao organized a tour themed “Eulogizing the Party and Passing on the Family Tradition”, to tell the stories of civil families. The first event was 
held in the Culture Auditorium of the New Era Civility Practices Station in Liujia Village, Sanlihe Sub-district, Jiaozhou City.

文 /方童  图 /杜永健

庭获评市级文明家庭。盘活基层创建

载体，开展“五好家庭”“最美家庭”

等特色创建活动，做深文明家庭蓄水

池。2022 年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妇联等十部门发起“最美

家庭”“抗疫最美家庭”“绿色家庭”

及“美丽庭院·幸福家”标杆户等家

庭典型寻找活动，选树典型 350 户，

4 户家庭获评“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

庭”，3 户家庭入选“2022 年全国最

式启幕，胶州市文明家庭王玉玲、王

仕保家庭分享了夫妻携手共同参与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故事，朴实的

言语、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

位观众。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青岛

市文明家庭李培刚、沙梅秀夫妻俩退

休多年，仍然热衷公益事业、热心帮

助他人，通过志愿服务丰富晚年生活、

向社会传播正能力。

山东省文明家庭臧义好、原林春

夫妇，年过花甲仍作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化志愿者活跃在乡村舞台上，自

费组织公益演出上千场，即使先后患

病仍乐观抗争、战胜病魔，让夕阳晚

霞别样红。

全国文明家庭郭培正家庭的代

表——郭培正的女儿郭磊讲述了父亲

从退伍军人到“辣椒大王”，历经熔

炉锻造、披荆斩棘的家庭创业，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大家庭中传

递团结协作、艰苦奋斗、奉献社会的

精神力量，以实际行动引领崇德向善

的和美家风的故事，现场观众无不为

之振奋、动容。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 2021 年度

胶州市文明家庭、2022 年胶州市志愿

服务家庭、胶州市首批文明实践家庭

站名单，与会领导为各类家庭代表颁

发了荣誉证书和富有胶州传统非遗特

色的剪纸作品。最后，活动在歌曲《人

间大爱在身边》中落下帷幕。

近年来，青岛市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若

干措施》，大力加强家庭文明建设，

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累计评

选推出市级以上文明家庭 241 户，其

中，4 户家庭获评全国文明家庭，45

户家庭获评省级文明家庭，192 户家

美家庭”。

本次活动拉开了青岛市文明家庭

事迹巡讲巡演活动帷幕，下步各区市

将按照全市部署组织开展学习宣传、

巡讲巡演专场，发挥文明家庭传播好

品质、弘扬正能量的积极作用，在全

社会营造共建家庭文明的浓厚氛围，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

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

——青岛市开展“颂党恩 传家风”文明家庭事迹巡讲巡演活动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civilized famil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
ly traditions in cultiva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pro-
moting fine family traditions and 
strengthening primary-level gover-
nance, Qingdao organized a tour to 
tell the stories of civilized families. 
Recently, the first event was held 
in the Culture Auditorium of the 
New Era Civility Practice Station in 

Liujia Village, Sanlihe Sub-district, 
Jiaozhou City. The event officially 
opened amid the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 "Harmonious Big Fam-
ily". A couple named Wang Yuling 
and Wang Shibao, whose family has 
been rated civilized family of Ji-
aozhou, shared their story of joining 
hands in taking part in the build-
ing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Their 
simple words and sincere emotions 
moved every audience present at 
the event.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 2021 年度胶州市文明家庭、2022 年胶州市志愿服务家庭、胶州市首批文明实践家庭站名单。
During the activity, the list of 2021 Jiaozhou Civilized Families, 2022 Jiaozhou Voluntary Service Families 
and the first batch of Jiaozhou Civility Practice Family Stations were also released.

为深化文明家庭创建，充分发挥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培养时代新人、

弘扬优良家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重要作用，青岛市组织开展文明家

庭事迹巡讲巡演活动。近日，首场活

动在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刘家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文化礼堂举行。中共青岛

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姜

剑超，中共胶州市委副书记范奇志，

青岛市文明办副主任陈学明，中共胶

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

书记孙静，胶州市各级文明家庭代表、

志愿服务家庭代表、文明实践家庭站

代表及市民代表共同参加。

活动在歌舞《和谐大家庭》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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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链延链扩链强链，打造特色临港产业

集群和全市先进制造业基地。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园区内的各大

企业都将在未来发挥出巨大的动能。动

员大会上，首批 47 家先进制造业链主

企业获得授牌。而仅一家链主企业可以

衍生出一个产业链条，再到一个产业集

群，“头雁”自带的生态属性可见一斑。

作为青岛市搬迁样板企业，绿色

化工、高端化工代表企业和新一代青岛

金花培育企业，海湾化学坚持技术国际

化、装备大型化、环境生态化、管理现

代化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

不传统发展的新路子，在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党建创

新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在全行业践

行绿色化工、高端化工、美丽化工方面

成为一个榜样。

近年来，受疫情冲击，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

素不断增多，内部更是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致使化

工行业将面临全球经济复苏减弱、国内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行业竞争压力

加剧的严峻挑战。对此，海湾化学不仅

有清醒的认识，更有清晰的做法。我们

也已看到，经过不断发展和努力，海湾

化学高端新材料及复合材料产业链已见

成效，公司走在了同行业新旧动能转换

的前列，工艺技术及装备水平、综合能

耗、产品质量、人均产值均在业内领跑，

成为传统产业不传统发展的典范。这些

优势让海湾化学更有信心、有底气、有

能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也是海湾化学赓续奋斗、砥砺前行的一

年。一季度，海湾化学干部员工上下一

心，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改革攻

坚等重点任务，克服严峻复杂的疫情形

势，全员行动，逆势而上，实现了开门

稳、开门红。

与此同时，作为老牌国有企业，

海湾化学积极履行社会责任。3 月自青

岛疫情出现以来，海湾化学勇担国企责

任、迎战疫情大考。按照海湾集团“作

风能力提升年”部署要求，坚持疫情防

控、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三线作战，疫

情防控扎实有效、生产装置负荷不减、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取得首场大考阶段

性胜利。

进入二季度，海湾化学全员继续

坚持奋斗姿态，精打细算抓生产、精耕

细作拓市场、精益求精促建设，全力以

赴抓好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双过半。 

文 /隋斌

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助力企业向上发展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al Economy and Drive the Enterprise Forward 

海湾化学上榜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第一批链主企业名单。
Haiwan Chemical is listed among the first "chain leaders" of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日前，青岛市召开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动员大会，对开展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进行动员，通报

了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有关情况，并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第一批链主企业名单，为首批

47 家“链主”企业进行授牌，释放出坚定不移抓实体经济的强烈信号。其中，海湾化学“榜上有名”。

大会的召开，则是吹响了“三年行动”

的冲锋号，正如大会所强调，定了就干、

干就干好、干就干成，形成加压奋进、

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要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动实体

经济振兴发展，着力打造现代产业先行

城市。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离

不开优质的生态圈层，这里的生态，既

指产业生态，也指政务生态。海湾化学

所位于的青岛董家口经济管理区作为

青岛市“十四五”规划中三大产业组团

之一，近年来在壮大实体经济方面当仁

不让，目前，正处于百亿级大项目集聚

入驻、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的关键

时期。青岛董家口经济区将发挥国际深

水大港和省级化工园区优势，进一步优

化产业发展规划，强化大抓产业、抓大

产业鲜明导向，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壮大高端化工、先进高

分子及金属材料等链主产业，加快建链

众所周知，实体经济不仅是一国

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更是国家

强盛的重要支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坚实基础。因此，无论是新旧动能转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实体经济都是基本盘；

无论是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着

眼未来 5 年部署的十个方面工作，还是

2022 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着眼今年

安排的十个方面工作，首位同样都提到

了实体经济：党代会报告提出，要“筑

牢实体经济根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现代产业体系”；政府工作报告为新

蓝图开局所作的部署，则是“聚力发展

实体经济，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实现

新突破”。

正因此，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动员

——海湾化学上榜青岛市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首批“链主”企业名单

作为青岛市搬迁样板企业，海湾化学成为高端化工的又一榜样。
As a model enterprise for relocation in Qingdao, Haiwan Chemical has become another example of the 
high-end chem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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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Qingdao held a 
mobilization meeting for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

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o 
call for engagement in the three-year 
action for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
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e 
meeting reported the relevant infor-
mation about the three-year action 
to accelerat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released the list of the first batch 
of chain leaders in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The 
first batch of 47 "chain leaders" were 
awarded, releasing a strong signal of 
the city's unswerving commitment to 
developing the real economy. Haiwan 
Chemical successfully made the list.

As we all know, the real econom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 country's econ-
omy and the source of wealth. It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is an import-
ant pillar of a country's prosperity. 
Therefore, the real economy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building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domestic and for-
eign markets boost each other,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 as the mainstay.

出现中暑等，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有

效监护，确保检维修安全。日常检维

修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确保作业

期间监护有效、安全可控。严把检修前、

检修前、中、后的“三道关”，落实

监护人员的监护资质，强化施工人员

的安全培训。在现场进行施工作业时，

监护人员要落实现场责任，发现问题

立即停止作业，果断采取相应的安全

措施或应急机制，守住安全底线。

同时，海湾化学充分发挥企业技

术装备优势，依托世界先进、国际领

先的装置设备和工艺技术，确保各装

置始终满产优产，高效运行；充分发

挥企业产品品牌优势，在核心产品质

量持续稳步提高的同时，加大市场开

拓力度，进一步扩大国内国际品牌影

响力，占据市场先机；充分发挥产业

链优势，紧促推进、迅速行动，高效

高质完成聚苯乙烯等后续项目的建设，

尽快形成强链、延链、补链的循环经

济产业强劲优势，推进企业向最高端

迈进。

总而言之，海湾化学各项成绩的

取得，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能完

成的，也绝不是一路坦途、不费力气

能实现的。靠的是党建引领、安全稳

定、生产高效、市场拓展、管理提升、

技术创新、项目推进，更靠的是公司

全体干部职工爱岗敬业、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全力做好生产运行的组织、协

调与管理工作……”“持续加大市场

开拓，做好后续产品开发准备……”“精

耕细作，降耗增效……”此前，海湾

化学各装置围绕生产任务，加大生产

运行保障力度，强化措施落实，攻坚

工艺难点，提升设备性能；持续做好

装置精益化管理，在提质降耗、降本

增效上下功夫；严格落实仪表及联锁

管理规定，抓好水、电、汽、气等装

置的运行管理，为生产提供可靠保障。

氯碱、氯乙烯、聚氯乙烯、苯乙烯、

偏硅酸钠等装置均保持满负荷运行。

氯乙烯单体 99.99% 的占比逐渐提升，

高达 100%；烧碱、聚氯乙烯、苯乙烯

等优等品率为 100%，品牌竞争力进一

步增强。与此同时，企业将紧盯国内、

国际市场，以产定销，做好 PVC 等产

品的国内、国际销售，同时抓好在港、

在途产品的销售管理，避免滞港；提

前谋划，做好即将投产的聚苯乙烯、

双酚 A、环氧树脂等产品的客户储备，

确保产能有效释放。

近期，海湾化学举行聚苯乙烯装

置中交仪式。海湾化学、十六化建、

海湾化工设计院、监理公司等代表签

署中交证书，项目实现机械竣工。 目

前，公司正组织各施工单位对中交后

装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

开展投料试车前的准备工作。此外，

为加强管理，确保现场施工及人员安

全，公司已针对各重点区域升级管控，

严格作业票证办理，规范现场人员操

作，认真落实好各项安全生产措施。

各相关部门继续做好手续的办理，严

格按照公司的试车时间节点和相关规

范要求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一次投料

试车成功。截至 5 月 10 日，导热油系

统已完成气密、干燥、氮气置换等操作，

正在进行导热油卸车作业。同时，现

场物料管线气密、管线标识张贴、DCS

联锁调试、包设备联动试车等工作已

同步开展。

同时，随着全省对安全检查力度

的不断提高，海湾化学围绕近期的实

际工作，将进一步夯实安全责任，确

保项目试车安全、装置生产安全、检

维修安全，以高质量安全工作护航企

业生产。其中，聚苯乙烯投料试车在

即，各部门人员正铆足干劲，全力冲

刺。越是关键时期，越要提高警惕，

越要狠抓安全。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

位，不冒进、不浮躁，稳扎稳打。高

度重视在调试中发现的小问题、小隐

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

为项目顺利投产创造条件。同时，随

着气温升高，给各装置的稳定运行带

来了不小的考验。各部门也将落实安

全责任，认真落实好夏季“四防”工作。

一方面加大现场巡检频次，密切关注

换热设备的工况、冷却水的运行情况

以及各设备的温度、液位、压力的非

正常变化等，及时调整工艺指标。另

一方面关注操作人员工作状态，避免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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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相信许多人听过这句话。

的确，童年，是歌、是诗、是梦，自由而美好，却也易逝。

每代人的童年都不同，但都充满故事。“80 后”的小人书、“90 后”的游戏机、“00 后”

的乐高，而陪伴“10 后”的却已是手势控制、自动跟随甚至可以自定义编程、自主改造的机器

人……在“80 后”简单、纯粹的“快乐童年”面前，“90 后”的童年普遍开始有文化艺术的加持，

从书法、绘画到钢琴、舞蹈，再到声乐、主持，“才艺”逐渐成为孩子们身上的“优秀”标签；

而到了“10 后”，儿童艺术教育真正成为童年的一部分，它们融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只为丰

富孩子们的体验、拓宽孩子们的眼界，一段段精彩体验的背后，或许是华丽人生的起点，或许

是充满惊喜的转折点，也或许是成年后如水岁月里自我治愈的瞬间……

Let Art Become a Part of the Children’s Life

“艺”路童行

青岛演艺集团推出的“萌动青岛”春节特别节目精彩上演，节目全部由集团专业文艺院团及集团旗下的 10 多所艺术学校联合制作出演。
The Spring Festival special program "Lovable Qingdao" launched by Qingdao Performing Arts Group presented brilliant performances. All the programs 
were jointly produced and performed by the group's professional art troupes and over 10 art schools under the group.

文 /王欣

艺术教育，为人生插上一双翅膀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

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培养孩子

全面发展的初衷，未必是想让孩子们

将来走艺术这条路，而是希望通过艺

术教育手段，使孩子们学会欣赏与理

解，陶冶情趣、释放天性，伴随着审

美能力的增强、艺术修养的提高，漫

漫人生路上会多一些艺术滋养的空间。

与此同时，艺术感的培养还能提高孩

子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使孩子更有灵

气，因为艺术的世界是广泛的、有底

蕴的，它提升孩子对周围世界感悟力、

想象力，使孩子们变得聪明、有内涵、

情感更充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五

官看着并不出众，但充满灵性的气质

让整个人看起来很不一样。

在这里，不得不提青岛演艺集团

艺术学校，它打造了一个五色斑斓的

“童艺世界”，陪伴孩子们一路快乐

成长，也为他们插上了一双双实现梦

想的翅膀。

“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

点亮。每个孩子都天生拥有艺术的心灵，

他们与艺术最近。”谈到艺术教育对儿

童的重要性，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校

长赵梦雪表示，艺术教育既是一个潜移

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储存能量的过程：

“让孩子从小接受艺术教育，可以培养

他们的修养、审美、品行、素质，让孩

子们学会欣赏生活的美好，陶冶情趣、

释放天性，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这也

是我们的期望和责任。”

带着这份责任和信念，青岛演艺集

团艺术学校发展至今已拥有 10 多家艺

术培训学校，分布在青岛市市南区、市

北区、崂山区、李沧区、城阳区、西海

岸新区、即墨区及胶州市，学员 2000

余人，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路“童”心，筑“梦”成长
作为经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批

准成立的市直国有大型文化企业，青

岛演艺集团下辖青岛市歌舞剧院、话

剧院、京剧院，拥有青岛专业水平最

高的演艺队伍并多次荣获国内行业大

奖，集团旗下各院团都有自己的“王

牌”，而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将这

些“王牌”集结在一起，转化成艺术

教育的沃土。

众所周知，师资水平是艺术教育

的发展基石。青歌艺校教师团队由国

家高级职称的优秀专业演员及毕业于

知名高等专业院校的歌舞剧院在编专

职教师组成，从事多年艺术教育工作

并具备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舞蹈教

师全部持有北京舞蹈学院颁发的舞蹈

考级教师资格证，她们精湛的技艺和

严谨的教学态度，在社会上享有很高

的声誉及突出的成绩；青京艺校则为

热爱少儿京剧艺术的儿童提供一个既

能接受专业京剧艺术指导，激发孩子

们对京剧艺术、对生活的热爱学习、

交流的平台，在振兴传统文化的同时，

促进孩子全面发展；青话艺校的教师

均来自青岛市话剧院国家级优秀专业

演员，他们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以及

教学经验，用生动的教学方法、亲和

的课堂氛围，让孩子们从中体会到戏

剧的乐趣，培养自信心、表现力，提

高自身综合素质……青岛演艺集团旗

下艺术学校的师资团队均由集团各专

业文艺院团的演艺名家指导培养及优

秀青年演员组建，除青岛市歌舞剧院、

话剧院、京剧院一线优秀青年演员授

课外，还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作客学

校做艺术指导，以严格的考核选拔和

教研培训为师资团队保驾护航，为孩

子们提供最专业、最科学、最系统的

艺术教育。

课程设置是艺术教育教学质量的

保障。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结合国

内外优质教材，以育人为宗旨，以集

团品牌为支撑，发展艺术教育及艺考

培训，开设阶梯式艺术课程，并引入

大师讲堂、进阶式艺术课程、品牌展演、

菁英艺术团、艺术研学等多元化项目，

拥有包括艺术启蒙、进阶教学、艺术

特长生及专业院校输送等在内的完整

且专业的教学体系，学校定期带领学

员参加国家级权威赛事，并与中央音

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

院、北京舞蹈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以

及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保加利

亚等国内外一流艺术院校建立了友好

合作关系，为孩子们提供极为丰富的

发展空间。“近年来，许多从我校走

出去的学员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辽宁芭蕾舞团等专业学校或院团。多

年来，我们通过组织和参加各类演出、

国际文化艺术交流、艺术考级以及艺

术比赛等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充分展

示自我的平台。”青歌艺校校长马艳

彬说。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岛演艺集

团旗下艺术学校培养的学员中，不乏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

电影学院等专业院校的优秀学子。

从中国舞、古典芭蕾、街舞、爵

士舞、拉丁舞、童模 T 台等舞蹈形体

类到儿童话剧、京剧等表演类，从播

音主持等语言类到声乐、合唱等声乐

类，从钢琴、二胡、古筝、琵琶、葫芦丝、

小提琴、长笛等器乐类到创意美术等

美术类……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在

设置科目时有着充分考量。比如，开

设戏剧教育课程的初衷是为了让学生

们在演绎人生百态中，弘扬正义、鞭

挞丑恶，获得人生体验的同时进一步

认识社会、感受人生。“戏剧教育作

为一种综合的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孩

子的语言能力，还能够培养自我认知

能力、换位思考能力、想象力、创造力、

领导力及影响人生发展至关重要的自

信心，同时它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通过戏剧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在一

——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点亮城市未来，助力童梦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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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Performing Arts 
Group shoulders not only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and social art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responsi-
bility of art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 group has 
stage art creation teams and profes-
sional faculty teams of all art catego-
ries. It's able to provide theater-level 

performance platforms for students, 
deeply combining art education with 
stage practice, so that teenagers' art 
dreams can take root and sprout 
here.

The faculty team of Qingdao Per-
forming Arts Group Art School is 
made up of outstanding young per-
formers, and they have all received 
guidance and training from famous 

performing artists of the group's 
professional art troupes. With over 
10 campuses scattered around the 
downtown area of Qingdao, the 
school has theaters and performance 
platforms and aims to create a one-
stop comprehensive art education 
platform integrating elegant art, 
performing arts and culture, and cre-
ative industries.

个配合默契的团队中面对观众进行艺

术活动，籍以感悟集体的智慧和团队

精神。戏剧教育对学生的角色意识和

合作意识的培养，是其他艺术形式所

不可替代的。”青话艺校校长张鹏表

示，戏剧学习不仅仅只是一门兴趣课，

更是一门可以让孩子终生受益的思维

体系训练课。

如果说，师资、课程、科目等优

势打造了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在艺

术教育领域不可撼动的前沿阵地，那

么演艺集团旗下优质的平台资源则为

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的教育成果提

供了独一无二的展示窗口，也是其实

力的最佳证明。据介绍，青岛演艺集

团下辖的剧院、剧场相互支撑，因此

艺术学校不仅拥有剧院级展演平台、

演艺集团“文化芯”平台，还有电视

荧屏、品牌盛典演出、音乐会及电视

栏目，更有专业的创作团队创编作品

节目，让艺术学校的每一位小学员在

接受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通过多元

化的舞台实践，更快捷有效的实现艺

术教育的真谛。

1月22日，青岛演艺集团推出的“萌

动青岛”春节特别节目精彩上演，好评

如潮。据了解，“梨园春蕊”“舞苑之

花”“声话之果”“乐团童音”4 个篇

章的节目全部由集团专业文艺院团及集

团旗下的 10 多所艺术学校联合制作出

演。“我校有86多名学员参加此次“梨

园春蕊”篇章的演出，表演了京剧演唱

《百花齐放》、京剧表演《梨花春蕊》

和传统京剧表演《探谷》3 个节目，得

到了广泛赞誉，引起不小的轰动。前期

我们从京剧的唱、念、做、打，文戏、

武戏、上场、站位等各个方面进行精心

指导，孩子们很用心，也非常珍惜这次

机会，这次演出让孩子们对京剧表演、

京剧服装有了深刻感悟，零距离感受京

剧、体验京剧艺术魅力、感受民族文化

的博大精深，他们得到锻炼很成长，也

增强学好京剧的信心。”青京艺校校长

刘冬冬在谈起这场春晚时如是说。

实际上，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

凭借自身优势和平台资源，成功打造

出多个备受青睐的品牌活动。“依托

于青岛市歌舞剧院丰富的资源和雄厚

的实力支持，我们为学生们的演出活

动提供了最专业的舞台、舞美、音响、

灯光，同时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和剧院

专业演员同台演出学习的机会。我们

一年一度的‘梦随舞飞’庆六·一舞

蹈专场晚会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已经成为知名品牌。”青歌艺校校长

马艳彬表示，该校还曾先后多次应国

外友好学校的邀请，组织学生赴韩国、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艺术交

流，既展现了学校艺术教育的成果和

风采，又增进中外学生的互动和了解，

开阔了学生的艺术视野。

实际上，青岛演艺集团旗下艺术学

校一直致力于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优质

的国际交流机会，真正让孩子们通过交

流与世界“对话”，学校会组织学员参

加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比赛和演出，

也会组织小记者团、合唱团等品牌艺术

团体举行或参与国际交流活动，让孩子

们有机会走进各国大使馆或参加出访德

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韩国、新

加坡等国际交流演出活动，为孩子们拓

宽国际视野、打开文化交流的“世界之

窗”。比如，2018 年 8 月 29 日，青岛

演艺集团艺术学校小记者团作为青岛首

批代表，赴京参加“上合之风”系列活

动之“小记者走进上合秘书处”活动，

由青岛演艺集团旗下市歌舞剧院、话剧

院、京剧院艺校选拔的优秀青少年学员

代表青岛的“上合小使者”，为推动“上

海精神”、贯彻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精

神、开展跨文明对话的目标迈出了实质

性的一步。时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

利莫夫亲切致辞，祝愿青岛未来拥有更

美好的前景，共同促进青少年人才的培

养，并在观看小记者团带来的艺术展演

后给予高度赞扬；又如，2019 年 7 月 6

日，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一带一路

友好小使者”出访日本佐世保，开展为

期 5 天的展演游学活动；再如，2020 年

1 月 12 日，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受邀

赴京参加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中欧青

少儿友好使者”文化交流活动……丰富

而高端的国际交流、精彩而充实的游学

体验，不仅拓宽了学员们视野、丰富了

孩子们的阅历，也让“青岛演艺集团艺

术学校”成为家长们心目中“最棒的成

长学校”，更让“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

成为青岛儿童艺术教育领域含金量最高

的招牌之一。然而，青岛演艺集团艺术

学校的目标不止这些——以教育为基石

培养时代新人，厚植“文化青岛”的根基，

为“艺术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艺术城市从”从“10 后”开始
众所周知，青岛是知名的国际旅

游城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更

被称作“琴岛”。作为世界电影之都、

音乐之岛、戏剧之城，青岛有着浓厚

的人文底蕴，这座现代、开放的青春

之岛，充满了活力和时尚，更不乏国

际范儿、艺术范儿。在成为“艺术城市”

的道路上，无论是艺术氛围的营造、

艺术人才的培养，还是艺术相关配套

产业的搭建，青岛都需要吸引和培养

大量的人才。也正因此，作为青岛规

模最大的国有演艺机构，青岛演艺集

团担起了培养人才、创作优秀文艺演

出作品、组织国际艺术赛事、专业剧

场运营、艺术教育与实践、助力青岛“艺

术城市”建设的使命，更为坚定城市

文化自信、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增强

城市综合竞争力增添一抹浓墨重彩。

近年来，青岛演艺集团不遗余力

地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少儿

艺术培训项目，并在青岛全域进行布

局，目前已开设艺校 10 多家。未来布

局艺术实践基地、艺术创意产业园区

及艺术大学的构想，皆是基于“青岛

市艺术教育和品牌传播”方向的深度

研究实践，也是助力青岛建设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实现“活

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对于艺

术向往的不断追求——正与当下青岛

“艺术城市”建设完美契合。

在此背景下，青岛演艺集团提出

的“城市艺术中心”理念，紧扣青岛

文化发展的主题——致力搭建优质资

源、艺术文化的展示平台，促进艺术

成果交流互鉴，推动艺术事业和时尚

产业融合发展。“城市艺术中心”专

注于多元化艺术培训、城市艺术互动

及艺术赛事、艺术活动等业务，将引

入大师讲堂、进阶式艺术课程、品牌

展演、菁英艺术团、艺术研学、主题

市集等多元化项目，并分布于青岛各

区市。“目前，青岛演艺集团旗下所

有艺术培训学校将担当起‘城市艺术

中心’的‘路标’与‘纽带’，学校

每月会面向青岛青少年儿童推出系列

主题活动，探索艺术与生活的融合，

连接空间与大众的艺术纽带，打破高

雅艺术与日常生活的隔阂。”在赵梦

雪看来，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将充

分结合“城市艺术中心”理念，以集

团品牌为支撑，立足发展艺术培训行

业最前沿领域，打造集高雅艺术、演

艺文化、创意产业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教育平台——而“10 后”则是“城市

艺术中心”的参与者、传播者和受益者。

（本文图片由青岛演艺集团提供）

青岛演艺集团艺术学校开设阶梯式艺术课程，并引入大师讲堂、进阶式艺术课程、品牌展演、菁英艺术团、
艺术研学等多元化项目。

Qingdao Performing Arts Group Art School offers step-by-step art courses, and has introduced di-
versified projects such as master lectures, advanced art courses, brand performances, elite art troupes 
and art tours.

青岛艺集团艺术学校小记者团赴京参加“上合之风”系列活动之“小记者走进上合秘书处”活动。
The group of little reporters from Qingdao Performing Arts Group Art School went to Beij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y "Little Reporters Entering the SCO Secretariat" of the "Wind of SCO" series of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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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6 月，是孩子们的节日，有甜美的欢歌和笑语，有童话般的幸福和甜蜜。6 月，还有孩子们

的戏剧盛宴，因为一年一度的青岛儿童戏剧节马上开始了！

The 5th Qingdao Children's Theatre Festival to Be Held Soon

童心童趣 · 戏聚同行

戏剧夏令营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艺术上的熏陶、表演上的自信，还有丰富情感体验、积极的互动交流。
The theatre summer camp not only exposes the children to art, boosts their confidence in performing, but also enriches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provides a chance for positive interaction.

文 /Lisa

精彩的戏剧活动一直是青岛儿童

戏剧节的一大特色，历届青岛儿童戏

剧节以多样化的优秀剧目和戏剧活动，

丰富着岛城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提

高着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首

届青岛儿童戏剧节历时 82 天，设“优

秀剧目展演”和“儿童戏剧系列活动”

两大板块，推出 20 部国内外儿童戏剧

作品、50 余场剧场演出、50 余场社区

演出和 20 余场文化活动，为小朋友带

来一整个夏天的精彩艺术体验；第二

届青岛儿童戏剧节历时66天，不仅“优

秀剧目展演”板块加大了外邀剧目的

数量，“儿童戏剧系列活动”板块也

进一步丰富了内容，共推出了 23 部国

内外儿童戏剧作品、62 场剧场演出、

60 余场社区公益演出、20 场儿童戏剧

活动，陪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戏趣”

的暑假；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举办

的第三届青岛儿童戏剧节，是全国惟

一正常举办的儿童戏剧节，面对疫情

影响下尚不明朗的市场恢复期等各种

客观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作为承办

方的青岛市话剧院对展演剧目和活动

内容进行反复推敲和不断调整，并积

极探索多元化新模式引领大众共享戏

剧艺术带来的精神力量，最终，第三

届青岛儿童戏剧节在严格落实各级疫

情防控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升级为“线下 + 线上”的

双向模式，依托青岛演艺集团的资源

优势，并以青岛市话剧院儿童剧为演

出主体，纳入青岛市歌舞剧院和青岛

市京剧院的儿童剧作为线下剧目展演，

充分运用线下演出、网络直播、线下

活动、公益演出等形式，全面展示戏

剧节的丰富内容，让儿童戏剧节在特

殊时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走进大众生

活，与此同时，该届青岛儿童戏剧节

还邀请了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走进剧

场观看儿童剧演出，并为医务人员送

去专场公益演出，为他们带去精神关

精彩的剧目展演，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戏剧盛宴。
The wonderful play performance created a drama feast for the children.

The Qingdao  Ch i ldren ' s 
Theatre Festival, hosted by 
Qingdao Performing Arts 

Group and organized by Qingdao 
Theatre, is about to see its fifth edi-
tion which lasts from June 29 to Au-
gust 27.

The 5th Qingdao Children's The-
atre Festival, with the theme of 
"Gathering children together to en-

joy children's drama", has one main 
venue at Qingdao People's Hall and 
two sub-venues at Chengyang Grand 
Theater and Jiaozhou Convention 
Center Grand Theater. During the 
festival, there will be 38 performanc-
es of 13 wonderful children's plays 
in three venues and six theatres, so 
that Qingdao's children can enjoy 
the nourishment of theatrical art.

由青岛演艺集团主办、青岛市话

剧院承办的青岛儿童戏剧节，自 2018

年 6 月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4 届，

即将在 6 月 29 日至 8 月 27 日迎来第

五届。作为青岛首个以儿童戏剧为主

题的文化节庆活动，青岛儿童戏剧节

依托青岛演艺集团的自身场地、专业

艺术创作团队和舞台优势，通过儿童

戏剧展演、戏剧研讨和戏剧教育等多

种形式，打造属于青岛本土的儿童戏

剧节品牌，活动平台高、影响大、传

播广，更惠及观众 7 万余人次，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据介绍，第五届戏剧节青岛儿童

戏剧节以“童心童趣·戏聚同行”为

主题，将在严格落实国家、省、市疫

情防控及安全工作要求的前提下，以

更高标准、更高品质办好本届活动，

为青岛建设“艺术城市”增添一抹亮

彩。本届青岛儿童戏剧节除了设在青

岛市人民会堂的主会场外，还设有城

阳大剧院、胶州会议中心大剧院两大

分会场，共同开展儿童戏剧展演和戏

剧活动。届时，三大会场、6 个剧场、

13 部精彩绝伦的儿童剧共计 38 场演出

轮番开演，让青岛全市少年儿童共享

戏剧艺术的滋养。

——第五届青岛儿童戏剧节即将举行

爱，用艺术舒缓他们疲劳的身心；第

四届青岛儿童戏剧节则首次开设分会

场，并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通过

“优秀剧目展演”和“儿童戏剧系列

活动”两大板块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

中为大家带来精彩纷呈的戏剧演出和

活动……青岛儿童戏剧节的举办，不

仅面向少年儿童普及戏剧知识、展现

儿童戏剧创作的丰硕成果，还实现了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在业内

打响知名度和美誉度。因此，第五届

青岛儿童戏剧节未开先热，引起青岛

各界及国内院团的极大关注。据介绍，

第五届青岛儿童戏剧剧目展演板块不

仅有西安儿童艺术剧院的《遇见星海》、

北京缤纷无限儿童艺术剧团的《锛儿

头小辫儿之疯狂的节日》、福建人民

艺术剧院的《小萤火虫跟宝宝一样》、

浙江话剧团的《抓马西湖》、西安儿

童艺术剧院的《风筝》、河北省杂技

团演艺有限公司的《绿色动员令》等

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品剧目，还有青岛

市话剧院海尔儿童艺术剧团的《皇帝

的新装》《小红帽》《白雪公主》《丑

小鸭》《孙小圣大闹天宫》，青岛市

京剧院的《智激美猴王》、青岛市歌

舞剧院的《大懒猫系列之北极北极》《卡

通视听音乐会》等青岛本土优秀剧目。

优秀剧目展演、多样化戏剧活动、

网络直播、公益演出……第五届青岛儿

童戏剧节，将给孩子们一个难忘的夏天。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话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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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帐篷集市，让人流连忘返。（图 / 张张）
The tent market by the sea makes people linger.

文 /宫瑾

Let's Spend a Whole Day by the Sea in Qingdao This Summer

青岛海边，承包夏日的一整天

纪的英国精英阶层，他们不但有大把

空闲时间，还要与身份地位相当的好

友共进餐点，过程繁琐铺张，孜孜以

求一种奢侈宁静享乐的氛围。而到今

天，Brunch 已经成为一种更为休闲的

餐饮分类，比正餐更轻的分量，比甜

点更丰富的种类，让 Brunch 成为了更

多人的首选。店内的三文鱼水波蛋就

是典型的 Brunch 菜式，香烤吐司配上

挪威三文鱼，恰到好处的半熟水波蛋

上淋着香浓的荷兰酱，酱汁分量拿捏

得恰到好处，香味浓郁又不会过分掩

盖掉其他食材的口味，切开水波蛋时

半熟的流心蛋黄会为所有食材再添加

一份浓厚顺滑的口感，每个细节都简

单却美味，完全满足了食客们的味蕾。

想要有海景相伴，不能不提一览

青岛后海美景的金茂湾。青岛金茂湾

购物中心位于青岛市南区四川路23号，

胶州湾畔，轮渡港旁，完美融合了自

然环境与商业体验。从三楼的金茂湾

购物中心餐厅观景台向外望去，海面

宽阔没有遮挡，还能看到雄伟的胶州

湾大桥，它横跨胶州湾，把青岛东西

两个城区连接起来，造型结构新颖独

特、美观大气，谱写着人与海洋共存

的凯歌。青岛的后海不像前海般人流

如织，百年前，青岛正是从大港老港

区内发端，百年来，港口与这座城市

始终相互依存，宽厚静谧成为了它的

底色。不管是清晨或傍晚，你总能看

到在后海木栈道上跑步遛弯的人，或

者慢悠悠的钓鱼者，甚至单纯等待日

落的人，这种更加生活化的闲适，让

后海充满着独特的魅力。

不一样的海岸线
青岛的海边永远不可能是千篇一

律，连海岸线的礁石都要给你点“颜色”

看看。自鲁迅公园至浮山湾的这片神

秘的红礁石海岸是青岛特有的景观，

红礁石的形成得益于独特的地质运动，

大约在 1.5 亿年前，地下的液态岩浆涌

出，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冷凝结晶

而成。由于所含不同成分熔点不同，

其结晶的快慢也不一样，也由此形成

在海边发呆也是一种享受。（图 / 张张）
To simply sit by the sea and think about nothing is also a kind of enjoyment.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向着海平线，

余晖消逝之前都不算终点……”摇滚乐队“夏日入侵企画 " 的一首《想去海边》让许多人对海

充满了遐想与憧憬，而海正是青岛这座城市的天然基因。海景已然触手可得，美食美酒让人食

指大动，这个夏天，在青岛的海边度过一整天吧！

海边美食的幸福感
美食美景总是相辅相成，在海边

享受美食的幸福感，青岛就能为你实

现。Something Space 开在青岛小资氛

围最浓厚的八大关，与沙滩大海只有

一路之隔，透明的玻璃墙将海景尽可

能完整地呈现在你的眼前，柏油路上

树影绰绰，海浪拍岸的声音都清晰可

闻。

Something Space 是家主营 Brunch

的餐厅，同时也提供饮品与甜点。所

谓 Brunch，就是“早午餐”，源于

Breakfast 和 Lunch 两词的结合，介乎

早餐和午餐之间，其份量比早餐丰富，

但食物则差不多，多以沙拉、松饼和

意面等轻食为主。Brunch 起源于 19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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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s u n n y  d a y ,  I 
wanna take you to 
the seas ide.  Can I 

run with you towards the horizon 
with all my strength, till the last 
rays of the setting sun are gone.” 
The Unreachable Sunset  sung by 
the rock band Summer Warz fills 

many people with reverie and long-
ing for the sea, and the sea is part 
of the natural scenery of Qingdao. 
With the sea view just within your 
reach and delicious food and wine 
promising to satisfy your palate, 
why not spend a whole day by the 
sea in Qingdao?

了风格各异、独一无二的红礁石群。

而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这片红礁

石显得尤为珍贵。如今这片红礁，伴

随着青岛的潮涨潮落，已陪伴这座城

市走过了数亿个日出日落。经过漫长

岁月的风化、剥蚀，这些美丽的红色

石头逐渐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经

过海水的拍打、浸润，礁石的颜色更

加浓郁起来。

作为“世界最美海湾”组织认定

的中国惟一“世界最美海湾”，没有

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复制青岛红礁石的

美。不同的年龄阶都能在这里获得乐

趣，退潮时是孩子们的天地，赶海时

抓住的小鱼小虾足够让他们开心一整

天。涨潮时就是钓鱼爱好者登场的时

候了，支起鱼竿，准备迎接鱼上钩时

那一瞬间的激动与欢愉。如果天气好，

红礁石上会有前来拍婚纱照的小夫妻，

他们或立或坐，对视相拥，涛声来做

背景音，红礁石来做见证者，一切都

格外浪漫唯美。

在青岛著名景点“石老人”的身

后，有多个大小形态各异的天然石洞，

当地人称之为“神仙洞”。这种天然

洞穴类景观并不多见，能够处于离城

市繁华中心区并不远的海滨更为难得，

避开拥挤的人流，这里也成为了小众

美景打卡地。从岩洞内往外看，“石

老人”像是被放进了天然的相框里，

因为洞内光线不是很充足的原因，拍

出来的人像仿佛自带剪影效果，高级

感满满。

咖啡、酒与青岛的夏天
青岛集合了海滨的浪漫，北方人

的豪爽，咖啡文化的小资，啤酒文化

的畅快，这里有红瓦绿树的精致，也

有碧海蓝天的美学。走进青岛的大街

小巷，青岛 1700 余家咖啡店足够你慢

慢探寻，工业风、日式清新、美式复

古……各种类型任你挑选，但是最有

辨识度的“单品”还是海景。

怎样拥有一座可以吃的栈桥回澜

阁？安澜社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答案。

位于太平路 33 号 B-PARK 的 4 楼隐匿

着一家咖啡馆，大厅内被石膏像和油

画装饰的仪式感满满，波洛克风格的

装饰别有一番风情。最惹眼的就是一

扇半圆形的落地窗，正对着窗外的栈

桥与回澜阁。店内最受欢迎的是巧克

力慕斯，这份巧克力慕斯在造型上充

满了巧思，俨然是 3D 版本的回澜阁，

举起手里的甜品与窗外的风景合个影，

可爱满分。安澜社也有私密性非常好

的包间，舒适的沙发和每扇都能看到

栈桥的窗户共同打造了一个安静舒适

的空间，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放松休

闲都非常合适。除了宽敞又有格调的

室内空间之外，走廊尽头还有一个长

方的楼露台，红瓦绿树、车水马龙尽

收眼底。

如果想要追求更清新的风格，位

凭海临风的日子，与美食最配。（组图 / 潘靖文）
While sitting at the seaside with the wind blowing, nothing is better than some delicious food. 

于鲁迅公园和小青岛之间的琴屿路就

必须要来一趟。这条沿海的小路沿着

海岸线蜿蜒曲折的向前延伸，将青岛

的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傍晚时分，

夕阳被海平面上反射出粼粼波光，海

风轻柔的像是从海面翩然而来划过你

的脸庞。小青岛就在琴屿路的尽头，

因其“山如琴，水如弦，清风徐来，

波音铮铮如琴声”，于是又名“琴岛”，

从名字就能看出它的轻灵风雅。在琴

屿路漫步，风陵渡口咖啡酒馆绝对不

能错过，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取自“风

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

讲的是金庸笔下一段江湖相逢，一腔

风花雪月的年少爱意，而走进这家咖

啡馆就像是跨进了少女漫画的世界，

海边、夏日、咖啡，一切美好的事情

都即将发生。

高空海景与鸡尾酒的搭配可以

为你解锁一个奢华的夜晚。瑞吉酒

吧位于海天中心 60 楼，从下午 17

点半营业到凌晨 1 点，当城市归于

静谧，现场演奏的爵士乐好像也在

邀请你尽情享受这个夜晚。亚洲 50

佳酒吧——月度快闪尝鲜派对的快

闪活动也在这里举行，活动邀请了

很多国际知名调酒师制作自己拿手

的特色的鸡尾酒。店内的酒与小食

都充满了青岛特色，“蛤蜊玛丽”

是瑞吉酒吧对经典鸡尾酒“血腥玛

丽”的创新，也是青岛的独家彩蛋，

入口是番茄汁的酸甜，随后啤酒的

清香与伏特加的爽烈交融，杯子边

的海盐粒不仅让口感层次变得丰富，

也让人尝了一口海的味道。小食的

青岛特供版本是香脆炸比管，连面

衣里都混入了青岛啤酒，一口香脆，

一口酒香。瑞吉酒吧充满了异域风

情，幽暗的灯光中，窗外的夜景更

加清晰迷人，连海都格外安静，“东

方瑞士”已经不足以形容，这是独

属于青岛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

有海的地方，处处皆风景。（图 / 潘靖文）
Where there is a sea, there is sce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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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Vuitton& 展览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探索之旅。（图 / 王欣）Louis Vuitton& 展览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探索之旅。（图 / 王欣）
Louis Vuitton & Exhibition is an exciting journey of exploration.Louis Vuitton & Exhibition is an exciting journey of exploration.

文 /吴彤  

Free New Exhibitions in Qingdao

青岛 0 元新展

LOUIS VUITTON&
全球巡展开启青岛夏日浪潮
若 说 哪 个 展 览 刷 屏 了 青 岛 时

尚、网红达人们的朋友圈，那一定

非 LOUIS VUITTON& 全 球 巡 展 青 岛

站莫属。继首次亮相深圳后，LOUIS 

VUITTON& 展览继续其在中国的“旅

程”，5 月，LOUIS VUITTON& 展览登

陆青岛。

此次展览共分为 10 大主题、8 个

展区，旨在致敬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

LOUIS VUITTON 与众多艺术家合作的

成果，亦记录着 LOUIS VUITTON 这

160 多年的创意交流与艺术合作史，这

也是本次 LOUIS VUITTON& 展览最核

心且特别之处。

一步入展厅，就能看到“曹斐创

作的路易·威登肖像”展区里由像素

块组成的路易·威登肖像，该作品由

中国艺术家曹斐创作，不同于传统人

物肖像画，3D数字动画形象风格独特；

步入“路易·威登：如所见……”展

区，1924 年的画作旅行箱等多款绝美

的定制硬箱作品正在展出；“源起”

展区则呈现了 LOUIS VUITTON 携手中

国艺术家徐冰合作的文房四宝特别定

制硬箱及融合了东方美学的服装秀；

“丝绸之艺”展区展出了上世纪 80 年

代末，LOUIS VUITTON 与 Sol LeWitt、

James Rosenquist 等众多艺术家合作打

造的织物系列；“经典再现”展区呈

现了许多全球艺术家的经典作品，有

“老佛爷”Karl Lagerfeld 的 Punching

手袋、摄影家 Cindy Sherman 的工作室

硬箱及川久保玲的经典托特包等等，

展现了艺术家们卓尔不群的设计功力

与 LOUIS VUITTON 无与伦比的制作技

艺；“空白画布般的手袋”展区陈列

了 Capucines 手袋系列，是 18 位世界

顶级当代艺术家合作的 Artycapucines

限量定制款；进入“艺术邂逅时装”

展区，仿佛置身于时装秀，前方大屏

幕上播放着 LOUIS VUITTON 的经典秀

场，左右两侧是经典的艺术家合作系

列服装，让你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时

装的创新与创意；为纪念路易·威登

诞辰 200 周年，“路易 200……中国创

意人士的精选硬箱”展区则展示了由

来自各文化领域的艺术家、创意人和

品牌好友特别创作的 200 个特别硬箱

不蓝治愈公园里，聚齐“emo”和“克莱因蓝”两大时尚元素的展览刷爆小红书。( 图 / 吴彤 )
In the "Not Blue Park", the exhibition which has gathered the two most popular elements of "emo" and 
"International Klein Blue" went viral on the social lifestyle platform Xiaohongshu.

初夏时节，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迷人的艺术气息同样不能错过。不出青岛，不挤景

区，0 元就能在青岛感受一场感官艺术盛宴，透过艺术作品 , 跟着艺术家重新发现万物之美。

青岛的艺术漫游模式，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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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arly summer, in addition to 
the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y, 
the charming artistic atmo-

sphere is also unmissable. Without 
leaving Qingdao or visit ing the 
teeming scenic spots, you can enjoy 
an art feast in Qingdao that costs 
you 0 yuan, and rediscover beauty 
with the artists through their art 
works. There are the "LOUIS VUIT-
TON&" global tour (Qingdao stop-
over), which has gone viral in the 
fashion circle and the friend circle 

of Internet celebrities, the art exhi-
bition entitled "2022 Qingdao Inter-
national Young Artists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near the Zhanqiao Pier, 
the "Not Blue Park" exhibition which 
integrates the two most popular el-
ements of "emo" and "International 
Klein Blue", and the first edition of 
"OCEAN LIFE" themed art exhibi-
tion which advocates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oaming 
around the artistic world in Qingdao 
starts now.

创作。这些不同主题下的展览空间 , 带

你沉浸式开启一场过去与未来、传统

与现代、巴黎与青岛、工艺与创意的

对话。

展览的最后除了有礼品店区域供

大家消费，还可以来一杯被评为全球

排名第 38 位的“Mental Hands”里的

咖啡，欣赏着奥帆中心的美景，为这

场既经典又时尚的艺术展览画上完美

的句号吧。

栈桥旁的艺术展
——2022 青岛国际青年艺术家

邀请展
疫情之下，每个人都经受着巨大

的考验，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时期，

迸发出许多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艺

术家们用他们的艺术语言表达着人们

心底的呐喊，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人

与自然、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

2022 青岛国际青年艺术邀请展在

北服时尚产业园一楼海屿相接艺术展

厅开幕。隔窗望海，目光所及之处便

是栈桥，海风带来阵阵清凉，看一场

小众的艺术展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本次展览以“纪念五四运动 103

周年”为主题，邀请了 30 余位国内外

的青年艺术家，不限制媒介与表达形

式，为观展者带来了新的视觉冲击和

思想洗礼。

实验影像展映单元共计展出 15 部

实验影像作品，影像融合了行为、录

像、戏剧、装置、新媒体、动画等各

种艺术媒介表现形式，表达了当代青

年对时代与生活的思考与践行。这些

影像作品中，有记录那些错过的人、

物、事，将曾经的美好永远留在人们

心中的《物·哀》，有表达对爱的渴望、

对真善美追求的《渴》，有记录疫情

时代的世界巨变，聚焦个体命运的《虚

空与归来》……

其中备受大家好评的是一个关注

独居女性的短片作品——《女居》，

短片展现了现在越来越多奉行独立的

年轻人，孤身在诺大的城市里拼搏奋

斗，正在开启或是享受着自己的独居

生活。多数独自到异乡打拼的女孩，

独立又有自尊心，努力打拼之余，只

要不触及底线，其他的事情都是一忍

再忍。短片不只是为了阐述问题或者

让人恐惧，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关注到

独居女性，正如短片作者艺术家王安

涛所言，“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安静的展厅内，也许更适合一

个人沉下心来慢慢享受艺术的熏陶。

2022 青岛国际青年艺术邀请展的策展

人之一曾说：一场展览就像是一个洋

葱，有人只剥开表皮，有人能触达内核，

但不管怎么样，去看了就比不去强。

拒绝“emo”，
专治不快乐——不蓝治愈公园

近年网络热词“emo”频频出圈，

当代年轻人常用“emo”这个词来形容

自己，受了委屈会“emo”，朋友圈没

人点赞会“emo”，成绩不好会“emo”，

可究竟什么是“emo”？“emo”原本

是一种情绪化的音乐风格，但到了互

联网世界里，被网友们衍生出“丧”“忧

郁”“伤感”等多重含义。也有网友

将“emo”解释为英文emotional（情感的，

情绪激动的）的缩写。在悲伤的基调下，

一切的情绪不稳定皆可“emo”。

而要问 2022 年最流行的颜色是什

么，克莱因蓝绝对占一席之地。本季

各家淘宝店铺都被克莱因蓝包圆了：

羽绒服、毛衣、卫衣、裙子、围巾、

袜子、帽子、包包、鞋子、发卡、眼影、

眼镜……你能想到的任何单品，皆可

克莱因蓝。克莱因蓝出自法国艺术家

伊夫·克莱因的作品，诞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这位痴迷于蓝色的艺术家调

配出了这种纯净到极致的蓝色，饱和

度高，却又出奇的耐看，在他的艺术

展上，克莱因蓝铺满了画板，画面中

没有任何其他颜色干扰，视觉冲击非

常强烈。克莱因蓝终于在 2021 年的末

尾荣登时尚圈“C 位”，为克莱因蓝

感到疯狂的人们，恨不得把自己全身

上下一键克莱因蓝。

在青岛广兴里，有一场齐聚“emo”

和“克莱因蓝”两大时下最流行元素

展览刷爆小红书——不蓝治愈公园。

“不蓝”也是“不难”的谐音，

策展人王小男的初衷是，不蓝治愈公

园展览的理念就是“拒绝 emo、拒绝颓

废、拒绝浪费”“生活不难，快乐不

“OCEAN LIFE”主题艺术首展，一场人与自然共生之旅。( 图 / 吴彤 )
The debut of the "OCEAN LIFE" themed art exhibition takes you on a journey that advocates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可以被忽视”。

不蓝治愈公园打造了一座蓝色的

“乐园”，推开门便已沉浸在蓝色的

海洋里，享受此刻的静谧安定。展厅

分为几个 mini 区域，里面有很多的拍

照道具，广播喇叭、气球花束、篮球场、

充气泳池等等，随便一拍就是刷爆朋

友圈的蓝色大片。

最有特色的是“废纸诗集”区域，

一面白板上有大家留下的利用废纸印

刷的诗集。如果你有废弃的 A4 纸，可

以在这里兑换一本废纸诗集；如果你

有创作的欲望，可以投稿或打印出来

将诗句留在这里。

不管是工作的失意还是学习的压

力，每个人都有不开心的时候。在不

蓝治愈公园里，处处是我们身边不曾

注意过的专治“emo”小细节，在这里

教会了我们辩证地看待生活，去发现

那些你身边的快乐因子，让你知道原

来颜色也可以这样治愈。

人与自然的共生之旅
——“OCEAN LIFE”

主题艺术首展
在山东第一高楼、青岛新地标海

天 Mall，0 元看一场艺术展览是一种怎

样的体验？

“OCEAN LIFE”主题艺术首展在

海天 Mall 艺术中心限时开展，这是一

场人与自然的共生之旅，在这场展览

中，策展人从海洋生物的视角出发，

去感受它们在海底的奇妙体验，由此

唤醒人们“关爱海洋环境”的意识。

喜欢时尚、自然、环保、共生等理念

的时尚达人一定不能错过！

展览由“红色噬花”“蓝色游

乐园”“绿色潮流”3 大主题空间组

成。“红色噬花”空间里布满了神

奇的海洋植被，红与黑的冲击搭配

酷到让人挪不开目光，房间内还有

一个巨型可可星面膜墙，你可以把

使用过的面膜放入墙内，在共创区

域内创作出属于大家的艺术品；“蓝

色游乐园”房间则长满了各种颜色

的可爱“毛毛怪”，运用“毛茸茸”

去呈现造型，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绿

色潮流”空间利用了巨型购物袋装

置强化观展者的体验感，展现出社

交陪伴、时尚潮流、人文创造的价

值核心和生活态度，吸引了众多时

尚达人前来打卡拍照。

“OCEAN LIFE”主题艺术首展通

过海洋生物的视角展现环保时尚新主

张，以展览的形式为海洋植物及濒危

物种发声，用艺术来唤醒人们关爱海

洋环境意识方面的力量，引导人们进

一步关心海洋、与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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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冰爽好喝的夏日冰饮，让人瞬间尽享劲爽。（图 / 春娇）一杯冰爽好喝的夏日冰饮，让人瞬间尽享劲爽。（图 / 春娇）
A cup of delicious summer iced drink will make you feel refreshed instantly. A cup of delicious summer iced drink will make you feel refreshed instantly. 

文 /宫瑾

Enjoying a Variety of Ice Treats with Amazing Looks and Tastes!

颜值味道双在线，来青岛花样吃冰
微博上，话题 # 真的建议大家夏

天去趟青岛#拥有着3.9亿次的阅读量，

这份向往并非空穴来风——没有过于

毒辣的太阳，没有沉闷潮湿的空气，

青岛成为了许多人想要度过夏天的完

美目的地。要和最爱的人去浪漫的情

人坝吹晚风，要漫步在八大关的浪漫

老街，要在这个夏天与许久不见的朋

友聚上一次，要饱餐一顿青岛海鲜、

吃上一口冰发出满足地叹息……这些

愿望的拼凑成为了最不可替代的青岛。

最难忘的，还要属街道两旁树影

下撑起的一顶顶大伞，伞下摆满了冰

镇饮料、冰棍、雪糕。夏日的燥热与

冰相撞，化成一丝轻盈甜蜜的水汽，

在记忆里挥散不去。在青岛，各种美

味的冰品已经层出不穷，等待你去品

尝。

从一份刨冰开始
怎样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从一碗刨冰开始总不会出错。冰本身

是没有味道的，可如果将冰块刨成雪

花，淋上炼乳、糖浆，再配以各种水

果或其他配料就大不一样了。刨冰首

先流行于中国台湾，所以素有“台湾

刨冰”之称，吃起来口感细腻，消暑

降温效果特佳。进一步细分的话，刨

冰基本可以分为沙冰、刨冰和碎冰三

大类，沙冰是最细腻的一种，一般要

混合水果和或者巧克力、抹茶等食材

打碎，口感上更像是带着颗粒感的饮

品；稍粗一点的就是刨冰，是一整块

冰上刨下来的薄薄冰屑，看起来松软

无比，吃起来绵密紧实；最粗的碎冰

更为原始纯粹，含进嘴里，更大的颗

粒渐渐融化，与搭配的焦糖浆与炼乳

合二为一。

想要在青岛找到不同类型的刨冰

并不难，大福冰室的招牌是星空变色

牛乳冰，刨冰上的蓝色糖浆在接触到

柠檬汁之后就会变为紫色，冰的高度

远远高出碗口，最上面放着一层芝士

奶盖。不用担心这碗刨冰吃起来乏味，

冰里还藏着红豆馅和饼干脆，每勺下

去都是惊喜。C.A.P COFFEE 的美式奶

油巧克力刨冰更接近于碎冰，更大的

颗粒感给浓郁的巧克力提供了大展拳

脚的空间，巧克力冰激凌球分别加在

冰的顶端和中间，让整碗冰吃下来都

不会寡淡。奥利奥碎、杏仁碎、咸味

饼干被奶油固定，点缀在顶端，看起

来精致又丰富，分量十足。

花样吃冰
在很多青岛人的印象里，只有听

到冰啤酒倒进玻璃杯时汽泡碎裂的声

小碗冰激凌拿在手，瞬间回到快乐的童年。（组图 / 吴彤） 
Holding a small bowl of ice cream in your hand, you can be instantly transported back to your happy 
childhood. 

记忆中，夏天似乎总会有故事发生。高温让空气扭曲成波浪，海岸线也在无处可避的骄阳里缓缓地延伸过去，

汗还没来得及擦，就先提一半西瓜回家用勺子独享，穿着凉鞋和背心的大爷又出门打了两斤散啤……时间总是会

在这种情境中过得缓慢悠长却又匆匆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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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刨冰与脆皮冰激凌搭配，一碗刨冰，两种享受。（图片提供 / 重九老火锅）
Mix shaved ice with crispy-skinned ice cream, and you can get two flavors in one bowl. 

吃冰的种类一直深受顾客喜爱，所

谓健康，其实就是原料为酸奶，配

以坚果、新鲜水果等辅料，经炒冰

机快速制冷凝固而成，由于制作过

程中用的是铲子，制作动作更像炒

菜，故称之为炒酸奶。这种冰品低

脂低糖或无脂无糖，没有过多的添

加剂，兼有酸奶的营养健康功效和

冰淇淋的绵滑冰爽，适合于各个年

龄阶层的消费人群。在台东还开着

一家冰激凌三角烧，三角烧的外壳

是由糯米等杂粮烘焙而成，酥脆醇

香、入口即化，中间填充各种口味

的冰激凌内馅儿，逛街时候拿上一

个，吃起来方便美味。

冰激凌万花筒
相比于刨冰，冰激凌则是一种更

为温和的冰品，主要以奶制品为原料

制作而成，润滑浓厚，在口感上更胜

一筹。

在“网红打卡地”黄县路上，胡

子星球手工冰激凌算是这条街的老住

户，不管什么时候经过，总会有人举

着颜色各异的冰激凌球从粉色的招牌

下走出。胡子星球手工冰激凌将每个

冰激凌球都比做一颗星球，上面附带

的小冰激凌球则称为“行星”随行，

每份冰激凌都被赋予了独特性。作为

青岛第一家开始做燕麦地球 gelato 冰

激凌的店铺，胡子星球手工冰激凌在

口味上的开发一直没有停过，薄荷奶

糖、蜜桃拿铁、柑橘茉莉、椰子鲜奶、

朗姆葡萄……每种口味都让人出其不

意。

除了单口味的冰激凌球叠加，胡

子星球还将两种口味混合，每一口咬

下去都是惊喜。店内最受欢迎的是双

倍抹茶 mix 海盐芝士，浅绿与淡蓝的

颜色组合已经先发制人抓住了大家的

眼球，圆锥的蛋筒之上，俨然是一个

In people's memory, summer is 
always a season with new sto-
ries. The scorching heat twists 

the air into waves, and the coastline 
slowly stretches out in the blazing 
sun from which it has no escape. Be-
fore wiping their sweat off, people 
take half of a watermelon home and 

enjoy it alone with a spoon. The un-
cles in sandals and vests go out and 
buy one kilogram of draft beer. Time 
always seems to pass slowly amid 
people's hurried footsteps at such 
moment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scene is 
the parasols in the shadows of trees 

on the streets, under which are var-
ious iced drinks, popsicles and ice 
cream. The scorching heat of sum-
mer meets with ice and turns into 
traces of light and sweet water vapor, 
lingering in people's memory. In Qin-
gdao, there are a variety of delicious 
ice treats waiting to be tasted by you.

小小地球的样子，拿在手里都让人爱

不释手。抹茶的清新格外适合夏天，

海盐的点缀让芝士的口感更添新意，

多吃不腻。还有蓝莓雪芭 mix 草莓雪

芭的果味组合，酸甜清爽，让夏日的

温度都不再厚重。

同样位于人流量聚集地的冯芽

Burgeon 也有吸引客人的“独家绝活”，

在保证口感的前提下极大地拉高了冰

激凌的颜值，让冰激凌在糖霜、饼干

的帮助下有了造型的能力，不仅增加

了趣味性，也开创了一项独特的“冰

激凌艺术”。桃子味的蛋筒冰激凌配

上蝴蝶结饼干和两个巧克力圆片，摇

身一变成为了米妮的形象。六一儿童

节的特别新品则做成了唐老鸭的款式，

俏皮可爱，活灵活现。

除了卡通形象，冯芽 Burgeon 还根

据节日推出各种新品，圣诞节时的雪

人与圣诞树、万圣节的巧克力蝙蝠与

巫师帽，氛围感十足。所有用来装饰

的饼干都是店长自己开炉制作的，走

进店里就能闻到烘焙的香气，温馨又

惬意。

青岛老味道
说起在青岛吃冰激凌，在天津路

13 号上还有一家不得不提的“元老

级”店铺——凯雪，凯雪原名为凯菲

calfaye，1993 年在中山路开业，是青

岛第一家冰淇淋蛋糕店，也是“80后”

难以忘怀的记忆。有顾客感慨道：“曾

经最幸福的时刻，就是高中时每个周

音，才意味着夏天的开始。青岛的夏

天总是离不开烧烤，而烧烤的标配也

总少不了“冰”，那些年一起吃串的

地方把酒与冰吃出了花样。一个西瓜

对半切开，用勺子取出果肉之后再放

回西瓜皮内，柠檬切片，冰块管够，

整瓶的烧酒豪迈地放进西瓜里，于是

“冰冰西瓜酒碗”也成为了特殊的夏

日限定。酒碗的清凉、烧烤的的热闹，

催着人再次相聚。

素有“被火锅耽误了的甜品店”

之称的重九老火锅也要在这个夏天“C

位出道”。杨枝甘露牛乳冰、红丝绒

芝士牛乳冰、黑可可太妃牛乳冰等品

类将刨冰与梦龙巧克力脆皮冰激凌搭

配，一碗刨冰，两种享受。店里最有

意思的应属栗子小面冰，这道冰品是

将栗子压成泥并挤压成面条的样子后，

铺满整个冰面，搭配着软糯的小芋圆，

外形上看起来真的像是一碗有浇头的

小面，别有一番新意。

厚切炒酸奶作为一种“健康”

五都和同桌来吃一杯凯菲冰激凌，到

现在，昔日的 9 中变为了 37 中，凯菲

变成了凯雪，曾经的同桌也已经远赴

国外难以见面。”

店内拥有芝士蛋糕、慕斯蛋糕、

巧克力蛋糕、乳脂奶油、冰淇淋蛋糕、

冰淇淋 6 个系列共 50 款主题蛋糕及冰

淇淋产品，蛋糕造型也与时俱进，接

受定制。店里常备的提拉米苏冰激凌

三角切块、盒装圣代和草莓、巧克力、

香草、薄荷冰激凌，都是凯雪开店近

30 年没有变过的老味道。不管是选择

单口味还是双拼，熟悉的外包装配上

一次性塑料小勺，就算时间飞逝，但

只需要吃上一口，那种久远的、纯粹的、

朴素的幸福感，就能在心灵深处一点

点释放，那些与童年、与青春有关的

日子纷至沓来。

夏日，与冰棍、雪糕最配。（图 / 吴彤）
Popsicles and ice cream are musts in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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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帆船已经成为诠释青岛城市精神的鲜明标签。（图 / 王云胜）
Now, sailing has become a distinctive symbol in interpreting Qingdao's urban spirit. 

文 /隋斌 

Integrate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Display the Charm of Sailing

融入发展新格局，再展风帆之魅力

航海教育等业态，为市民提供物美价

廉的海洋旅游示范产品。

此外，“万人航海”还将组织学

术交流、咨询培训、举办展会、公益

活动、加强国内外沟通与联络，搭建

公共交易平台、促进海洋旅游市场健

康发展，力争３到５年内把“万人航海”

打造成为家喻户晓的全国海洋旅游知

名品牌，让更多的航海运动爱好者追

风逐浪。

时间回到 2008 年 12 月，第 63 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自 2009 年

起，将每年的 6 月 8 日定为“世界海

洋日”。2009 年，将 7 月 18 日“全国

海洋宣传日”调整到 6 月 8 日，更名

为“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 

今年 6 月 8 日是第 14 个“世界海

洋日”和第 15 个“全国海洋宣传日”。

青岛作为久负盛名的“帆船之都”，

加快航海事业发展肩负使命、适逢其

时。万人航海计划正是青岛借“东风”

宣传海洋的大动作。

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完善邮

轮游艇旅游等发展政策，推进海洋旅

游等业态产品发展，推动游艇消费大

众化发展等。海洋是青岛的特色所在，

也是推动青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新高地。近年来，青岛全面落实海洋

强国、海洋强省建设各项工作任务，

全市海洋经济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

“十三五”期间，青岛海洋生产

总值年均增速15.6%，高于全国8.9%。

2021 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 17.1%，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33.1%。青岛海洋经济的规模和贡献持

续提升，成为拉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

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

确提出了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

精彩宜人之城”的城市愿景，并把打

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作为“六

个城市定位”之一。青岛的海洋发展，

被摆在了前所未有的位置，因为海洋

是青岛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资本，

在“活力海洋之都”建设上，体育可

以大有作为，而通过举办更多有影响

力的帆船普及推广活动，更可以进一

步增强城市海洋文化的软实力。青岛

创新举办的“万人航海”计划，也将

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对海洋的认识，

力争形成全社会关心海洋事业发展、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强大合力，加快

实现“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

的美好愿景。

如今，“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已

成为国际标准的开放平台，以帆船为

媒，聚四海宾朋，对加快青岛与世界

的交融并进，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因为在“后奥运时代”，青岛持

续深化“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勇于

创新、锐意进取，成为体育领域改革

攻坚的先行军、桥头堡。帆船已经成

为诠释青岛城市精神的鲜明标签，为

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尤其是近年来，青岛通过聚焦赛

事品牌的打造，引领着亚洲帆船运动

的发展。奥帆赛后，相继成功引进、

举办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国际极限帆

船赛、世界杯帆船赛、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ICF桨板世锦赛等重大国际赛事。

与此同时，积极培育扶持自主品牌赛

事，逐步形成以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远东杯”国际帆船

拉力赛两大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为

头雁带动，支持、培育国际名校帆船

赛（中国·青岛）、“上山下海”企

业帆船联赛等群雁争创国家、省级示

范项目，形成“头雁带动、雁阵跟进”

的良好发展格局，厚植自主品牌帆船

赛事脱颖而出、加速成长的“热带雨

6 月 8 日，在第 14 个“世界海洋日”和第 15 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之际，2022 年

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万人航海计划启动仪式在青岛奥帆中心拉开大幕，16 艘大

帆船从奥帆中心陆续扬帆起航，400 多位青岛市民纵情海天、乘风波浪，尽情享受帆船运

动的速度与激情。

何为万人航海计划？简而言之，

即通过参与者亲身体验，提升公众关

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兴趣，

拉动游艇帆船租赁销售、水上运动、

航海培训等海洋旅游业态高质量发展，

助力“帆船之都”深层次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万人航海”是

以青岛为总部，联合大连、烟台、威海、

日照、上海、宁波、厦门、珠海、深圳、

三亚等行业商协会和头部企业，共同

创新航海事业的大发展，同时，还将

打造一个航海APP网络平台，为邮轮、

游艇、帆船产业大众化消费聚力融智。

不远的将来，这一平台将汇聚从事邮

轮游艇帆船销售、租赁、钓鱼、潜水、

冲浪、会展、婚庆、船宴、驾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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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ne 8,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4th "World Ocean 
Day" and the 15th "Nation-

al Ocean Publicity Day", the launch-
ing ceremony of the 10,000-person 
Sailing Plan for the 2022 World Ocean 
Day and National Ocean Publicity Day 
kicked off at the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16 large sailboats set 
sail from the Olympic Sailing Center 
one after another. More than 400 

Qingdao citizens rode the wind and 
waves and enjoyed the speed and 
passion of sailing.

June 8 this year marks the 14th 
"World Ocean Day" and the 15th 
"National Ocean Publicity Day" As 
a renowned sailing city, Qingdao 
shoulders the mission of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ailing sport and 
now is the perfect time to do it. The 
10,000-person Sailing Plan is a move 

taken by Qingdao to publicize the 
oce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clearly stated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cruise and 
yacht tourism,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marine tourism and other 
business formats, and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yacht consump-
tion.

林”。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青

岛”号帆船航行暨开创北冰洋创纪录

航行入选青岛市政府创新工作案例。

“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被纳入俄

罗斯东方经济论坛系列活动，获最佳

赛事组织奖。2020 年，为进一步落实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胶东经济圈一体

化战略，依托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

开创了 2020“山东港口杯”仙境海岸

的有效衔接。

在这一过程中，青岛也加入了奥

帆国际“朋友圈”，努力构建时尚体

育命运共同体。例如，每年都会参加

世界帆联年会、世界奥林匹克城市联

盟年会，积极在国际平台上推介青岛

城市品牌。并与德国、法国、瑞典、

韩国、俄罗斯等 20 多个国家和城市

的帆船组织建立友好关系。青岛国际

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与德国基尔

周、法国布雷斯特航海节结成友好节

庆。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与青岛、

海口、秦皇岛、苏州等 20 个滨水城

市发起成立中国帆船城市联盟。青

岛、深圳等 5 个计划单列市成立时尚

体育城市战略联盟。青岛与烟台、威

海等半岛 7 市成立山东半岛帆船城市

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以百年德国基尔

周为榜样，以创建自主品牌帆船节庆

为依托，自 2009 年起每年 8 月中旬，

青岛定期举办青岛国际帆船周，以奥

帆文化交流、国际帆船赛事为核心板

块，涵盖文化、旅游、普及、产业数

领域。自 2014 年开始，青岛国际海

洋节整体并入青岛国际帆船周，品牌

效应更加彰显。并开始举办首届奥帆

城市市长高峰论坛、纪念奥帆赛成功

举办十周年高端对话、中国沿海暨山

东半岛帆船城市对话、环中国海俱乐

部高端对话、亚太休闲船艇峰会等人

文交流活动，成立中国休闲船艇发展

半岛城市帆船拉力赛，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帆港联动、港城融合、赛事培育

三位一体合作模式。2021 年，联合澳

门特别行政区创办“永利杯”青澳国

际帆船拉力赛，成为迄今中国最长的

离岸拉力赛和本年度首场国际帆船拉

力赛，通过“体育 + 旅游 + 会展”多

业态跨界合作，积极探索体育赋能城

市发展新路径。

联盟，签署《沿海城市帆船运动战略

合作协议》，发布《国际帆船运动青

岛宣言》《环中国海帆船游艇俱乐部

青岛宣言》《青岛共识》等系列行业

共识和成果。

活力十足的国内外顶尖赛事、丰

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健康休闲的

帆船运动，“帆船之都”品牌成为挖

掘青岛时尚元素、引领市民时尚意识、

创新青岛时尚生活、打造城市时尚品

牌的平台阵地，更日渐成为展现青岛

国际化城市形象的靓丽名片。2018 年

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欢迎宴会上向全球推介青岛：青

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同年 9

月，在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国家

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五国

领导人共同见证“远东杯”国际帆船

拉力赛获颁“最佳赛事组织奖”。

2009 年，国家旅游局授予青岛

奥帆中心全国惟一的“国家滨海旅

游休闲示范区”。2011 年，青岛国

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被人民

网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十大

节庆”。2015 年，世界帆船联合会

授予青岛“世界帆船运动发展突出

贡献奖”。2016 年，世界帆船联合

会、亚洲帆船联合会授予青岛“十

年御风城市奖”。2017 年，中国帆

船帆板运动协会授予青岛“中国帆

船运动发展突出贡献奖”。国家体

育总局授予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

曾经，帆船帆板运动曾被称为“水

上贵族运动”。因为，相对于其它水

上运动，从事帆船运动不仅需要付出

一笔可观的费用，还要精湛熟练的操

作技巧。因此，普通人很少会选择帆

船、帆板作为娱乐项目，在人们的眼

中，它遥不可及。2008 奥帆赛、残

奥帆赛犹如一股劲风，将奥运的种子

吹洒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后奥运时

代”的青岛掀起了一股帆船热潮。帆

船运动开始展示它“亲民”的一面。

每年青岛举行的各种大型帆船赛事，

市民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可以参

与其中，帆船运动逐渐走进了普通人

的生活。

2006 年，“帆船运动进校园”启

动，帆船运动开始走进青岛大中小学

校，逐渐成为青岛校园文化中不容忽

视的重要元素。经过近 20 年的耕耘，

目前已经建立百余所帆船特色学校，

几十余所帆船特色示范学校，累计培

训万余名青少年。其中，有近万名青

少年获得和晋升基本能力等级证书，

并向省市帆船队输送近千名青少年后

备人才，为青岛打造“帆船之都”夯

实了人才基础。此外，青岛国际 OP 帆

船训练营暨帆船赛先后吸引了几十个

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小运动员参加。

为加强青少年帆船国际交流，累计选

派数百名教练员和青少年运动员赴德

国基尔、法国布雷斯特、新加坡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赛事培训交流活动，

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国家体育总局

水上运动中心授予青岛市“中国青少

年帆船运动推广普及示范城市”称号；

国际帆联主席约仑·彼得森称赞青岛

是普及青少年帆船运动最好的城市之

一。

2010 年，青岛再次将目光放在全

局，启动了“欢迎来航海”全民帆船

普及活动后，累计几十万人次参与帆

船体验，实现了帆船运动与城市生活

国际海洋节“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

目”。2019 年，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被新华网评为“中国

首批文旅融合十大节庆”。2019 年，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远东杯”为“国

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对青岛而言，奥运遗产深度开发、

帆船运动广泛开展，使这座城市受益

匪浅。然而，帆船运动之所以能够得

到人们的喜爱，并在青岛得到推广，

归根结底，还是这项运动在探索自然、

驾驭风浪、无畏拼搏中所诠释的一种

精神。作为竞技运动，帆船比赛是速

度和力量的较量，也是技艺和意志的

比拼，它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作为一项休闲

运动，帆船运动则诠释了回归自然、

亲近大海，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理念。它所代表的精神与青岛诚信、

和谐、博大、卓越的城市精神融为一体，

成为青岛城市精神的拓展。

简言之，帆船，已经成为青岛最

具代表性的亮丽名片；精彩，在这片

帆船运动的热土上继续上演着。熙熙

攘攘的奥帆中心码头，停靠着各式帆

船游艇，碧波荡漾的海面上，点缀着

点点白帆。这幅美好的画面，为红瓦

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海滨风光增添

了新的美景，成为青岛的又一重要标

志。如今，“帆船之都”已高扬起风帆，

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向着

更高、更远的目标奋力前行。
通过各项活动的举办和开展，帆船运动逐渐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图 / 王勇森）
Through the holding of various activities, sailing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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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眼中的世界

张勇的画展开幕了。

有人说，一个搞书法的为什么要跑来看画？

但当你看到他的画时，就有了答案。

我和张勇是老朋友。对张勇的画作，可以说

是从初识到欣赏再到赞叹的不断认知过程。张勇

举办画展，集中他多年来旅行写生的所见所识，

展示的是他对于艺术的思考。这些作品，无论笔

墨，还是造型，都是佼佼者，甚至给人物画界都

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在我看来，搞艺术要有点儿天分、有点儿勤

奋，还要有点儿缘分。如果没有独特的见解和思

想是搞不了艺术的，这是先决条件；如果不勤奋，

你的艺术就缺少积累，也到不了你想达到的高度；

当然，如果没有那个机遇和缘分的话，也很难出

类拔萃，把这几样揉合在一起是很难得的——张

勇具备了这三种特质。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即

使基础性的写生记录也是经过思维提炼的新的升

华的作品，带来与众不同的新鲜感。

中国画家画人物肖像多是国人题材，但张勇

的作品中有许多外国人物，这很难得，是能给大

家带来新感受的作品。实际上，这次的画展让我

有些意外。因为在我的认知中，张勇不仅擅长国

画，他的油画、水彩、版画、连环画等也都画得

非常好，可以进入一流画作之列，所以很期望有

机会看到张勇举办综合画展，让大家全面认识这

位画家，也让这位画家走出山东、走向全国。

（本文作者系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省文联委员，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青岛市文联秘书长，青岛市政协九、十、

十一届委员）

张勇，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青岛市美术家协会理事、青岛市市

北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市南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作品《傍晚》于 1992 年参加国家文化部赴埃及开罗文化交流展，

被文化部收藏；作品《老人与琴》《哥俩》荣获青岛美术“十佳”奖；

作品《宏观在宇》（人民总理与人民艺术家）2006 年入选中国美协

主办的中国画家提名展；作品《萌动的冥想》入选由中国美协和文化

部主办的“全国第十届美展”并获山东省一等奖；作品《亲情》入选

2010 年第九届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览；作品《维吾尔族老人》入选

2011 年第二届全国小幅水彩画展；作品《阳光·节日》入选 2012 年

第十届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览；2019 年，作品《劳动者》入选“风

雨同舟书画展”并被收藏。

The World in Zhang Yong's Eyes

金口二路。
Jinkou 2nd Road.

文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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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像（组图）。人物像（组图）。
Portraits of people.Portraits of people.

人物像（组图）。人物像（组图）。
Portraits of people.Portraits of people.

2022 年的第一场雪。2022 年的第一场雪。
The first snow in 2022.The first snow i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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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余群

省美协拟举办命题创作拉力赛，获奖作品将在

全国展示，并与国内顶尖拍卖行联手同步竞拍。

大力得知消息后决定参赛。

大力毕业于国内知名美院，目前是自由画家，

专门应邀为一些画廊画室创作作品。

这次命题：家乡。

“家乡？我的家乡在何处？”大力躺在床上望

着天花板，脑海里构思着要创作的作品。

大力原本并不属于这个北方城市，他的家乡，

不，严格的说是“居住地”，在北方一个还算富

足的乡村——那里，生活着他的养父和养母。

何时来到养父母身边的，大力没有一点印象，

只是听养父说那年他大概才两岁，或者根本就不

到两岁。

大力是被收养的。30 年前一个傍晚，做木匠

活的养父从外面忙活完回村，看到自家的门口站

着一些人。见到养父回来，村长有些情绪不振地说：

“你家兄弟那边来人了。”“兄弟？”养父一听

是弟弟那边来的人，马上微笑着迎上前：“我弟

弟还好吗？我们可是多年没见面了。偶尔通通信，

也都是三言两语。”来人没接养父的话，只是看

了看村长又看了看养父，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你

弟弟和弟妹双双罹难了……”那是一场突发的山

洪泥石流灾害，大力的父母跟镇上的人帮忙转移

受灾群众，结果没来得及躲避……养父当时眼前

一片漆黑，他不敢相信厄运会如此残酷。当他苏

醒过来时，突然想到什么：“我那侄子呢？弟弟

方没回北方老家吗？因为你的妈妈。”养父说着，

又从柜子里拿出另一张照片，那是两个人的合影，

大力认出男的是爸爸，但此时没穿军装。女的是谁？

穿着一件带小碎花的衬衣，扎着两个大辫子，笑起

来脸上还有酒窝。“这是你妈妈，当年在镇妇联工作，

跟你爸爸在‘八一’联欢晚会上认识的。后来他们

成了一家人，再后来就有了你。再后来……”养父

说着，看了看大力，然后把他紧紧抱在怀里，过了

好一会又说：“你爸爸妈妈是为了帮着别人脱离危

险离开我们的，是好样的，现在镇上的战洪灾胜利

纪念碑上还刻着他们的名字。孩子，现在我是你的

爸爸，跟你亲爸爸一样，我会爱你的，会把你拉扯大，

成为像你爸爸那样的好人。”

大力的泪水流了养父一身，他却没哭出声。爸爸

妈妈的身影从此记在了他的心头。他把两张照片放

在了枕头下，每天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上两眼，然

后在心里说一声：“爸爸妈妈我想你们。我会去看

你们的。”

一天天长大的大力也经常问养父：“我们那个家

乡是什么样，你去过吗？”养父有些愧疚地说：“没

有，从来没有。你爷爷奶奶去世早，你爸爸后面还

有两个妹妹，也就是你的姑姑。当年我要照顾她们，

出不了门。而且，去南方要花不少路费，说实在也

舍不得。你爸爸说要领着你妈妈回来看看，但也一

直没回来。我想真的要回来，肯定要算笔账。不过，

你爸爸在信上说，你们那个家乡还是很漂亮的，气

候有些潮湿，但有山有水，你家门口有条小河，你

妈妈还养了好几只鸭子，家里能吃上鸭蛋呢。”“我

长大了一定回去看看，我还不知道生我养我的地方

是什么模样呢！”大力不止一次对养父说，“应该

去看看。不过家乡是刻在心上的，即使没见过也会

记在心头。”养父的话像个文人，这让大力听了大

吃一惊。他没想到做了一辈子木匠的养父居然还能

说出这样文绉绉的话。然而阴差阳错，大力去家乡

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现在因为构思画作，大力联想起自己的身世，又

想到了那个谜一般的家乡，不由得长叹一声，紧闭

双眼……

恍然中，大力似乎来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的孩子现在在哪？”“孩子一切安好。当时他在镇

幼儿园阿姨那里照看，洪水到来之前就被转移到

了安全地带。”养父和养母听罢马上异口同声地说：

“把孩子交给我们吧，我们会把他养大。”就这样，

大力成了大伯的孩子。

大力开始还想念亲生父母，他还隐隐记得妈妈

身上的乳香味，还有爸爸身上那股汗水夹杂着旱烟

的刺激味。不过养父养母对自己太好了。养父养母

没有孩子，这让大力更有了独一无二的家庭“地位”，

家里虽不富裕，但一点也没让自己受委屈。为了让

他在喜欢的绘画上有长进，养父骑着自行车载着他

到处拜师。考大学的前半年，养父甚至在城里给他

租下了间小屋，方便他去老师家请教。久而久之，

大力认为养父养母就是自己的亲妈亲爸。

养父养母很豁达，对自己从不隐瞒身世。上小

学时，有同学说他不是养父养母的亲生儿子，大力

回家问养父：“我的爸爸妈妈呢？”“你还能想

着妈妈和爸爸的模样吗？”养父问道，大力摇摇头。

在他的脑海里时而也会出现一些模糊的影子，但很

不清晰。他知道那可能就是妈妈和爸爸，但他想看

清楚，却摆脱不了眼前朦胧的屏障，总是时隐时现，

迫使他在失望、遗憾和叹息中看着那画面悄然隐

去。养父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照片，那上面是一位军

人。红色的五角星嵌在帽子上，衣领两面是红色的

领章，草绿色的军装简单而质朴，但穿在人身上却

格外神气。“这就是你的爸爸，当年参军去了南方，

后来复员留在了当地。知道爸爸为什么留在了南

这里有山有水、有树有花，狭窄的土路上长满了绿茵

茵的青草，路前是潺潺的流水，小溪旁有两间竹子建

成的小屋，青绿色的竹筒甚至都没变黄，小屋的周围

布满了苔藓和蕨类植物，地上横七八竖地摆放着许多

长短不一的竹筒，一群群鸟儿飞来飞去，与采蜜的蝴

蝶、蜜蜂交织在一起，活脱脱一幅美丽的世外桃源画

卷。哦，那是谁赶着一群鸭子从河边走来，鸭子一

扭一扭，边走边“呀呀”叫个不停。赶鸭子的人在笑，

走近了，越来越近了，大力突然发现，那人是妈妈

呀，是妈妈！妈妈——大力奋力喊着，却发不出声。

他急了，再喊，还是没声音。大力急得泪水“哗哗”

流了下来……

大力醒了，梦境中的景象却依然清晰地展现在眼

前。他揉揉眼，满手泪水。定定神，以为那画境会消失，

但很奇怪，像刻印在脑海里，画面还是那样清楚。

大力翻身跳下床，他知道灵感来了。铺开纸、拿

起笔、蘸上墨，脑海里的图画渐渐出现在案台上的

宣纸上。

大获成功！大力的画作不仅被评为一等奖，在各

大网络平台上展示，还被定为万级标底进行竞价。一

时间，大力和他的画作成了热门话题，甚至一些外

地好友通过网络看到后，都纷纷发来微信表示祝贺。

这一天，大力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报家门

是远在南方某县宣传部门的一位领导。大力纳闷，

自己并不认识那里的人也无任何瓜葛，怎么会联系

到自己呢？“我们是向您专门表示感谢的。”“有

什么感谢的，我啥也没做啊！”大力更奇怪了。“你

的画作，把我们这儿真实地展现出来，游客蜂拥而

来，现在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也都跟着富裕了

起来。”“我画的是你们那儿？”大力更觉糊涂了：“我

从没去过你们那儿啊！”“别谦虚了，画得丝毫不差，

就像拍的照片一样。特别是那河水、那鸭群、那竹屋，

对了，最出神入化的是赶鸭子的妇女，画得太逼真了。

老人们看了都说让他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可敬的

人。没来过的人怎么能……”

大力如何挂掉电话的他记不得了，他只觉得脑海

里一片空白。他赶紧找来画册，翻到自己画作那一页，

眼睛紧紧地盯着，眼前又清晰地出现了那陌生又熟

悉的场景，泪水夺眶而出……

Hometown

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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