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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革命印记  致敬峥嵘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

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

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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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向海图强，做好港口产业生态三篇大文章

依海而立、向海而兴。陆海资源可以统筹开发，是

山东发展的独特优势。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

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

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这是总书记交给山东的重大政

治任务，为山东建设海洋强省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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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图强，做好港口产业生态三篇大文章

依海而立、向海而兴。陆海资源可以统筹开发，是山东发展的独特优势。

2018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这是总书记交给山东的重大政治任

务，为山东建设海洋强省指明了方向。

Promoting Maritime Development, Striving to Do Well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Port, Industry and Ecology"

陆海资源可以统筹开发，是山东发展的独特优势。（图 / 吕建军）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d and sea resources is Shandong's unique advantage. 

文 /陈晓婉  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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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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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量 1.35 亿吨，同比增长 6.1%；完

成集装箱 30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6.1%；

完 成 铁 路 疏 运 1510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2.6%；完成船舶靠离 1.05 万艘次，同

比增长 17.7%，以元月“开门红”强势

开启新年新征程。

港口是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战 略 资 源 和 重 要 支

撑。作为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排头

兵， 山 东 港 口 加 快 建 设 以“ 五 个 国

际领先”为载体的东北亚国际航运枢

纽 中 心。2021 年， 全 年 沿 海 港 口 完

成 货 物 吞 吐 量 17.8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5.5%，完成集装箱 3446 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8%，枢纽港作用显著提升，

构建起了“覆盖山东，辐射沿黄，直

达中亚、南亚、欧洲”的多式联运物

流大通道。

也是在去年底，山东港口烟台港

“全系统、全流程、全自动”全球首

创干散货专业化码头控制技术正式发

布。“这是山东港口继全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后，凭借独立核心技术和自主

知识产权，为全球传统码头自动化升

级提供的又一示范样本，是山东港口

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推动

海洋强省建设的又一生动实践。”山

东省港口集团烟台港联合通用公司装

卸三队队长周建军代表说。

如今，山东港口已进入不唯吞吐

量、发力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先后

将各港口独立运营的物流、贸易、金融、

装备制造等业务进行再整合，组建了

11 个板块集团，从装卸港向枢纽港、

贸易港、金融港升级。“我们通过开

拓新业务、挖掘新业态、打造新亮点，

推动传统主业加速向产业全要素集聚

转型，一个欣欣向荣的港航新生态圈

层正在形成。”山东省港口集团董事

长霍高原说。

2022 年，山东将继续加快世界一

流海洋港口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力度，加快推进港口转型升级，支持

山东港口不断增加外贸航线，培育涉

海高端服务业，加快建设以青岛港为

中心的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

创新赋能，
现代海洋产业全面起势

2021 年的最后一天，威海海洋生

物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启用，山

东又多了一家服务海洋发展的高水平

牢记总书记嘱托，山东坚持陆海

统筹，奋力向海图强，海洋强省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2020 年，山东

海洋生产总值 13187 亿元，居全国第

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8.03%，占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6.48%。海洋经

济已经成为山东新动能、新产业增长

最快的领域之一。踏上新征程，山东

将进一步做好“港口、产业、生态”

三篇文章，聚焦陆海资源统筹开发，

向大海要资源、寻财富、求发展，向

海洋挖潜力、要质量、求效益。

发力“高质量”，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港口忙，贸易旺。作为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没有哪里比码头更能

感受贸易的繁荣。

2022 年 1 月，山东港口完成货物

港口是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重要支撑。（图 / 吕建军）
Ports ar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s, and also a strategic resource and important suppor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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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平台。

“目前，研究院已吸引金科集团、

山东卫康、云南科威等企业前来投资

孵化合作，针对慢性病的海洋营养健

康产品开发、水产种质创制应用与示

范等 10 个海洋人才团队项目将正式进

驻研究院。”威海海洋生物产业技术

研究院院长万勋华介绍。

海洋是新兴产业的“策源地”，

是现代科技的“新战场”。“建设海

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科技，这

已成为社会领域、特别是科研界的广

泛共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侯一筠说。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是先进制造、

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综合体，

代表着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方向。“我

们为南海 982 钻井平台生产的深海隔

水套管，让豪迈成为我国首家掌握深

海隔水套管制造技术的公司。”全国

人大代表、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

火花科研小组组长王钦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豪迈集团凭借已具有的

设计、制造、售后等一站式服务能力，

进行了发展蓝色经济的有益探索，如

今已经成长为深海结构件产品世界“隐

形冠军”。“从一个零星加工的小作

坊成长为拥有轮胎模具、气门芯、绕

管式换热器等多项‘隐形冠军’的高

新技术企业，今年又荣获‘山东民企

高端装备行业领军 10 强’‘山东民营

企业创新 100 强’称号，靠的就是创新。”

王钦峰说。

山东将现代海洋产业作为全省“十

强”产业之一，全力推进海洋产业发

展。“十三五”期间，山东的海洋渔业、

海洋盐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

和海洋交通运输业产业规模位居全国

第一。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着力

建设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优化

提升海洋传统优势产业，高水平建设

‘海上粮仓’，建设世界领先的现代

船舶制造基地，打造绿色、集聚、高

端海洋化工产业基地。同时，培育壮

大海洋新兴产业，建设世界领先的现

代海工装备制造基地，打造世界一流

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一批

作为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山东港口加快建设以“五个国际领先”为载体的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中心。（图 / 张张）
As a vanguard in promoting Shandong'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andong Port has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ortheast Asia'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hub guided 
by the goal of building international leading smart and green ports for finance and trade,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cruise travel that also serve as logistics hubs. 

关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Highligh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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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去年 8 月，

荣成农商银行向寻山集团旗下威海长

青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了 2000

万元的“海洋碳汇贷”。

“海水养殖藻类、贝类的固碳作

用十分明显，并且得到了充分的科学

论证。如果未来能尽快实现海上养殖

碳汇指标上市交易，将进一步增加渔

民的‘绿色收入’，促进碳汇渔业的

快速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寻山集

团董事长李长青说。“蓝碳经济价值

巨大，要重视海洋‘种质芯片’，加

强海洋种业创新能力，培育固碳能力

更强的新品种，加快成果转化速度，

为发展蓝碳提供内生动力。”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教授莫照兰建议。

日前，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印

发《海洋强省建设行动计划》，明确

实施“推进海洋科技创新能力行动”“推

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进世

界一流港口建设行动”等九大行动，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强力推

进，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拥抱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山

东向海图强，扬帆远航！

（参与采写 陶相银）

（本文转自《大众日报》）

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山东把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海洋生态环境，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海洋生态环境。2021 年，全

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2.3%，

同比改善 0.8 个百分点，高于年度目标

值 3.1 个百分点，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显

著改善。

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是海洋综合

治理的“牛鼻子”。2019 年，山东组

织完成了渤海、黄海区域入海排污口

排查，排查出入海排污口 2 万余个。

“截至 2021 年底，全省 20914 个入海

排污口已整治 15439 个，完成 73.8%。

其中，140 个工业生产废水排污口全部

完成整治，完成率 100%。2023 年年底

前，沿海各市完成所有入海排污口整

治工作。”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

态环境处副处长秦灿介绍。

推进陆源污染治理的同时，山东

加强海岸带修复。加快渤海攻坚海洋

生态修复收尾工作，已整治滨海湿地

4675 公顷、岸线 62.82 公里，分别完

成总任务的 123.03%、285.54%。

如今，看不见、摸不着的蓝碳正

在变成“真金白银”。寻山集团有限

公司是一家以海洋种业、生态养殖、

精深加工、海洋休闲旅游为主的农业

海水淡化示范工程，建设千万千瓦级

海上风电基地，拓展海洋新材料应用

领域，逐步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山东省海洋

局局长张建东说。

陆海统筹，
呵护海洋生态环境蔚蓝底色

金滩镶绿野，碧海映蓝天。漫步

在青岛灵山湾的沙滩上，美丽的海滨

风光令人流连忘返。

在生态环境部 1 月公布的《首批

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优秀（提名）案

例名单》中，灵山湾入选全国首批美

丽海湾优秀案例。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海洋资源

Qingdao was established and 
is flourishing as an ocean 
city.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of land and sea resources 
is Shandong's unique advantage.

On March 8, 2018, general secre-
tary Xi Jinping, when attending the 
deliberation session of the Shandong 
delegation to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ressed that the ocean is a strate-
gic area for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Efforts should be stepped up 
to build world-class ports, a sound 
modern marine industrial system, 

and a green and sustainable marine 
eco-environment, so as to turn China 
into a strong maritime nation. This 
is a major political task entrusted to 
Shandong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Shandong's 
endeavor to build a strong maritime 
province.

Bearing in mind the general secre-
tary's instructions, Shandong adheres 
to coordinated land and sea develop-
ment and strives to promote maritime 
development, with positiv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build-
ing of a strong maritim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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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跨”越山海，乘“峰”而行

签约重点外资项目 99 个，总投资 156 亿美元、合同外资 53.1 亿美元……6 月 21 日，第三

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圆满落幕，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

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商务部、山东省

共同努力下，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进一步凝聚高水平开放共识，能级持续提升；进一

步创新活动形式内容，跨国公司主场作用不断放大；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成果更加丰硕。

The Third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Successfully Concluded

文 /王欣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为跨国公司、工商各界、政界学界提供了高效沟通渠道和交流平台。
The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for multinationals and the busines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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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

岛峰会举办多层面活动。国家部委层

面，举办商务部闭门会、海关闭门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闭门会等多个会议，

解读政策，征求意见；省级层面，举

办跨国公司座谈会、在鲁跨国公司恳

谈会，倾听企业诉求建议，帮助解决

问题；城市层面，峰会期间，济南、

青岛、淄博、烟台、威海、菏泽面向

全球跨国公司进行城市推介，滨州举

办跨国公司推介专场活动，推动与跨

国公司合作走深走实；企业层面，美

国空气产品公司、日本瑞穗银行现场

举办推介活动，借助峰会舞台分享跨

国公司在华发展战略和成功经验，展

示投资计划。而“优化营商环境”等 6

场分论坛活动的举办，则共同探讨机

遇与挑战，使峰会真正成为了跨国公

司的主场。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届跨国公司

领导人青岛峰会举办了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共签订外资项目 99 个，总

投资 156 亿美元、合同外资 53.1 亿美元，

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高端化工等产业领域，投

资体量大，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

创新活动形式内容
跨国公司主场作用不断放大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峰会开幕式并

致辞，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知识

产权局等七部委相关负责人出席，多

位国际组织负责人、政要出席本届峰

会，阿斯利康、日本三菱商事、韩国

希杰集团等 18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及

290 家行业领军企业齐聚青岛，与会嘉

宾高度评价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

岛峰会，峰会能级持续提升、国际影

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成为跨国公司齐

聚一堂、共襄盛举、共话发展的年度

盛会。

本届峰会精心组织了 14 大类、44

场活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可以用“一个主题、三个首次、多个

层面”来概括。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

人青岛峰会始终围绕“跨国公司与中

国”这一主题，紧扣当前各方面面临

的共同挑战，聚焦全球产业链和供应

链、RCEP 落地生效、经济社会发展创

新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绿色低碳转型、知识产权和营商

环境，创新设计 6 个议题，提升了峰

会的时代性、引领性、针对性，为跨

国公司、工商各界、政界学界提供了

高效沟通渠道和交流平台。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开创“三个首次”：首次设立高峰对

话系列活动，举办 4 场高峰对话，邀

请 40 余名跨国公司领导人、知名商协

会负责人、专家学者开展对话交流，

增强峰会互动性、吸引力；首次举办

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聘任

29 位以知名跨国公司全球总裁为主体

的经济咨询顾问，为山东经济发展建

言献策；首次设立主宾省活动，深入

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邀请河南省作为主宾

省，举办专场推介活动，增强峰会服

务全国的功能。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成为跨国公司齐聚一堂、共襄盛举、共话发展的年度盛会。
The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is an annual event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gather together and 
jointly discuss development.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精心组织了 14 大类、44 场活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图 / 王勇森）
The Third Qingdao Multinationals Summit carefully organized 44 activities of various forms and themes in 
14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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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发展前景好，推动山东与跨国公司合

作迈上新台阶，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注入了新的澎湃动力。同期举办的“山

东预制菜走进峰会”专场活动中，31

家山东预制菜企业亮相峰会现场，打

造“舌尖上的峰会”。一系列重量级

推介活动和分项活动的成功举办，凝

聚传统文化和现代气息、涌动创新创

业热潮、富含开放发展机遇的活力山

东形象得以进一步彰显，峰会“朋友圈”

进一步扩大。

国际·专业·品牌
更具影响力

作为全国上半年首场大型的以跨

国公司为主体的国家级活动，第三届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成为全球跨

国公司共同期待和关注的一场“不见

不散”的盛会。

作为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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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更具

国际影响力，更具专业影响力，更具

品牌影响力。

据初步统计，线下参会跨国公司

476 家，比上届增加 58 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186 家，比上届增加 30 家；

行业领军企业 290 家，比上届增加 28

家；参会企业来自 31 个国家和地区，

覆盖面更广；日本、意大利、匈牙利

政要线上参会，规格更高；聘任 13 个

国家和地区的 29 名世界 500 强、行业

领军企业负责人担任山东省政府经济

咨询顾问，为山东发展出高招、献良策。

新老朋友纷至沓来，表明峰会的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议题设置更加聚焦，182 位世界 500 强

及行业领军企业高管围绕六大议题分

享观点、探讨合作。聚焦“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举办高峰

对话，邀请河南省作为“主宾省”，

举办推介活动，签约 23 个项目，投资

总额 113.27 亿元，促进山东、河南协

同开放，增强峰会服务全国的功能；

聚焦“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国际知

名跨国公司举办“氢能价值链构建及

合作论坛”“经贸合作助推中德绿色

转型”专题会，深挖各领域各行业绿

色低碳转型机遇。此外，第三届跨国

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对话机制更精准。

倾听跨国公司声音，回应跨国公司诉

求，一直是举办峰会的初心。据介绍，

峰会筹办期间，通过举办峰会路演、

咨询委员会会议、重点企业走访、线

上线下征集等多种方式，听取跨国公

司诉求，征集意见建议 120 余条。峰

会举办期间，创新召开“跨国公司座

谈会”“在鲁跨国公司恳谈会”，中

共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

总署、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委和 8 个

省直部门现场听取企业诉求、解决实

际问题，让跨国公司在山东、在中国

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配套展览是历届峰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次“跨国公司与中国主题展”

与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良

31 家山东预制菜企业亮相峰会现场，打造“舌尖上的峰会”。（图 / 王勇森）
31 enterprises of ready-to-cook meals in Shandong attended the summit, creating a "summit for the p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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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岛提供了一个与世界 500 强企业

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的机会。青岛围

绕“7+10+7+7”31 条 产 业 链 进 行 精

准招商，其中包括智能家电、机车等

七大青岛传统优势产业链，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等十大新兴产业链，现代金

融、现代物流等七大现代服务产业链，

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七大未来的产

业。此次峰会，青岛共有 13 个项目

签约，包括 5 个生物医药类、3 个智

能制造类、2 个现代金融类、1 个现

代物流类、1 个现代商贸类、1 个文

化旅游类，与青岛产业链的招商契合

度相当高，投资总额 23.37 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连续三届跨国公

司领导人峰会的举办地，青岛将要营

造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的营商环

境，建立长效沟通机制，深入挖掘合

作机会，与跨国公司一道分享新机遇，

不断扩大峰会效应，共享发展的新成

果。

下一步，山东将牢记使命担当，

锚定“走在前、开新局”，不断放大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平台溢出效

应，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持

续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第三届跨国公

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组委会提供）

精准设计活动内容和形式，在连续举

办闭门会、分论坛、城市路演、跨国

公司推介、主题沙龙等活动的基础上，

每届都创设新活动。沙特阿美、雀巢、

大众汽车、工商银行等一批国内外知

名品牌成为峰会的合作伙伴。城市推

介、跨国公司推介活动申办踊跃。合

作平台效应持续显现，阿斯利康青岛

生产供应基地、荷兰路易达孚食品科

技产业中心、希杰食品等一批外资大

项目落地山东。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

人青岛峰会的召开，彰显了中国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提振了跨国

公司在华投资发展的信心。

发挥峰会效应
打造青岛“高光时刻”

跨 国 公 司 领 导 人 峰 会 连 续 在 青

岛 举 办， 对 青 岛 加 强 与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的 沟 通 合 作 和 交 流， 以 高 水 平

的 开 放 推 动 高 质 量 的 发 展， 具 有 重

要的作用。

据介绍，前两届峰会的举办，青

岛 一 共 引 进 了 世 界 500 强 的 企 业 53

家，截至目前，青岛已经有 173 家世

界 500 强企业在青岛投资落户了 383

个项目。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为主题，

性互动、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示山东

开放的坚定信心、优越的营商环境、

雄厚的产业基础、丰硕的发展成果和

山东省 16 城市的特色优势产业。“跨

国公司与中国主题展”精选包括北京

冬奥会专用的具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雪蜡车、芬兰塔沃集团全球首发的“双

层胶囊舱”观光潜艇等在内的 600 余

件最新高科技产品进行展示，每件展

品 背 后 都 有 一 个 值 得 骄 傲 的 故 事。

“跨国公司与中国主题展”成功为跨

国公司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搭建新

平台，中外跨国公司、龙头企业通过

展示最新产品、最新成果，有效促进

了技术交流、融合创新、成果共享。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是国家

近年来打造的高水平开放平台之一，

经过前两届培育，嘉宾认同感持续提

升，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持续输出“跨国公司与中国”合作方

案，凝聚起跨国公司与各方友人的“心

之所向”，使 QMS 品牌深入人心，越

来越多跨国公司领导人的日程表里留

出了“峰会时间”。峰会活动的吸引

力持续增强，针对不同嘉宾的需求，

The Third Qingdao Multina-
tionals Summit, co-host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

merce and Shandong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ca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The summit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t attrac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186 Global 500 
companies and 290 industry lead-
ers; 99 foreign-funded projects were 
signed,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15.6 billion, up 31.4% over the pre-
vious edition, and contracted foreign 
investment of $5.31 billion. Themed 

on "Transnationals and China", this 
summit carefully organized 44 ac-
tivities in 14 categories.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s in the home field w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con-
sensus on high-level opening up fur-
ther cemented and the energy level of 
the summit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summit was a complete success. 
It demonstrated China's unswerving 
determination to expand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boosted the confi-
dence of multinationals in investing 
and develop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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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海洋十年”，合作共赢未来

6 月 22 日，以“携手‘海洋十年’，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的 2022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

岛论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洋专家、经济学家、艺术家、企业

家等 400 余位嘉宾，以“线上 + 线下”形式，深化海洋经济、科技、人文、环保等领域的交流

合作。论坛上，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获批、“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对外发

布；国际涉海商协会联盟揭牌；《现代海洋城市研究报告（2021）》全球首次发布。

East Asia Marine Cooperation Platform Qingdao 
Forum Successfully Concluded

文 /王欣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是国家“一带一路”规划建设的优先推进项目，自 2016 年启动以来取得丰硕成果。
The East Asia Marine Cooperation Platform is a preferentially promoted project in the national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plan,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since its launch in 2016.

——2022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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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慧，推动“海洋与气候无缝预报

系统”（简称 OSF）等系列大科学计

划落地落实，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

国智慧和方案。作为该协作中心的承

接地，青岛西海岸新区成为中国首个

深度参与联合国“海洋十年”的地方

政府，将通过该中心为世界海洋可持

续发展贡献力量，助力青岛打造全球

海洋生态示范中心、全球海洋事务交

流中心，不断提升区域影响力和话语

权。

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

海洋学委员会执行秘书弗拉基米尔·拉

宾宁等国外嘉宾线上介绍“海洋十年”

进展及愿景；联合国“海洋十年”咨

询委员会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乔

方利介绍 OSF 大科学计划；德国亥姆

霍兹海洋研究中心物理海洋研究中心

主任、联合国“海洋十年”执行规划

工作组专家马丁·维斯贝克介绍了联

合国“海洋十年”相关研究。据了解，

OSF 大科学计划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

洋研究所联合全球 25 个国家 34 家海

洋与气候科研机构和 3 个国际组织共

同发起，是中国物理海洋领域在联合

2022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

由自然资源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青岛市人民

政府承办，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执行，

由“一主、七分、一赛、一展”10 个

板块组成。“一主”即开幕式暨主论坛；

“七分”即联合国“海洋十年”与海

洋环境治理国际论坛、中国海洋工程

科技创新论坛、海洋过程与资源环境

论坛、蓝色国际合作企业家暨青年科

学家论坛、东亚港口联盟大会、国际

海藻与健康产业论坛、东亚海洋文化

和旅游发展论坛；“一赛”即全球海

洋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一展”

即东亚海洋博览会。

聚焦“海洋十年”愿景
提高全球海洋治理“话语权”

2022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

紧密结合联合国“海洋十年”七大愿景，

聚焦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探

讨。据了解，“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

可持续发展十年”（简称“海洋十年”）

是联合国聚焦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面

临的严峻问题，在全球发起的变革性

海洋科学运动，周期从 2021 年至 2030

年。2021 年 1 月，“海洋十年”正式

启动，拉开了从海洋科技到基于海洋

科技的全球海洋深度治理的巨大变革。

作为 2022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

论坛的重量级成果，开幕式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执

行秘书弗拉基米尔·拉宾宁宣布，由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牵头，联

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国际机构共同

申办的“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

中心获批，成为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

首批批复的 6 个“海洋十年”协作中

心之一，也是中国惟一获批的协作中

心。据了解，该中心将落户青岛西海

岸新区，将在联合国框架下、在全球

层面凝聚海洋与气候领域的国际共识

东亚港口联盟大会，以“共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互信”为主题。
The East Asia Seaport Alliance Conference is themed o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shared 
benefits, connectivity and mutual trust".

全新的办展模式让 2022 东亚海洋博览会更具吸引力。
The brand-new exhibition mode makes the 2022 East Asia Marine Expo more att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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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框架下发起的首个大科学计划，标

志着中国在海洋与气候预测领域从长

期科学积累逐步走向国际科学引领，

旨在跨越从目前 7 天预报到数月短期

气候预测之间的预报“盲区”，将与

国际合作伙伴共同推动海洋与气候预

报能力的大幅提升，向国际社会特别

是东亚提供高质量观测与预测产品和

服务。

作为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的重

要拓展，会上，由国际知名商协会组

成的国际涉海商协会联盟揭牌，秘书

处设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将通过整合

国内外优质涉海商协会资源，集聚跨

文化、跨领域、跨地域国际涉海产业，

打造国际涉海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为

加强海洋产业国际合作、构建蓝色伙

伴关系发挥重要作用。据了解，该联

盟目前已有新加坡航运协会、俄罗斯

中小企业联合会等 10 余个国家的 24

家涉海协会申请加入，并开通线上招

引平台“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暨国际涉

海商协会联盟海洋产业经济频道”，

引进青岛北斗星图“空间信息科技应

用”、青岛中石云创“海洋油气田开

发工程一体化关键技术”2 个项目落户

新区。

现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

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布《现

代海洋城市研究报告 (2021)》，对现代

海洋城市内涵进行了界定，从经贸产

业活力、科技创新策源、海事资源配置、

开放门户枢纽、城市治理能力五大维

度设计了“现代海洋城市评价体系”，

对全球 40 个代表性海洋城市进行梯队

划分，从五大维度分析各大城市发展

禀赋和特色优势，并为青岛等各大城

市进一步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提

出有效路径。

围绕“一带一路”与“海陆并济”

大格局、智慧绿色港发展实践、东亚

海区域海岸带综合管理标准认证体系，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

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山东省港

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李奉利，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

关系组织执行主任艾米·冈萨雷斯，

分别做主题演讲。张维为从更大的历

史视角，阐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认为“一带

一路”有利于推动地缘竞争向地缘合

作转变，推进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

相结合，有利于构建“海陆并济”新

平衡，为中国和世界创造更大增长极；

李奉利从绿色运输、清洁能源、环境

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山

东省港口集团在绿色低碳港口建设中

的创新实践和未来规划；艾米·冈萨

雷斯全方位介绍了东亚海区域海岸带

综合管理标准认证体系的框架、理念、

运作方式、发展历程和成果，以及中

国在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各层次、多领域
促进东亚海洋合作和国际交流

值得关注的是，2022 东亚海洋合

作平台青岛论坛 7 个分论坛中，与往

届相比新增 4 个——联合国“海洋十

年”与海洋环境治理国际论坛以“建

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在联合国框

架下共建可预测的海洋和安全的海洋”

为主题举行 16 场主题演讲，发布“新

一代地球系统模式”相关成果；中国

海洋工程科技创新论坛以“感知海洋、

认知海洋”为主题举行 18 场主题演讲，

探讨交流海洋感知装备核心技术突破

及工程系统应用能力提升；海洋过程

与资源环境论坛以“深化海洋过程与

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研究，实现‘可

预测的海洋’愿景”为主题举行 22 场

主题演讲，集中展示中俄两国科学家

在气候变化、海洋沉积、海底资源开

发等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蓝色国际

合作企业家暨青年科学家论坛以“促

进蓝色产业合作，实现‘物产丰盈的

海洋’愿景”为主题举行 18 场主题演

讲和 2 场线上线下圆桌对话活动，发

布《新华青岛 50 指数》《中日韩经贸

指数》。

此外，东亚港口联盟大会以“共

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互信”为主题举

行 8 场主题演讲，由英国航运咨询机

构——德路里发布《东亚港口靠泊效

率指数（2021）》，举行“东亚港航

物流业数字经济创新中心”共建仪式，

探讨港口物流行业的发展与创新；国

际海藻与健康产业论坛以“面向大海，

面向健康，面向世界”为主题举行 14

场主题演讲，探讨海藻生物产业的发

展趋势和前沿技术；东亚海洋文化和

旅游发展论坛以“文旅融合实现‘富

于启迪并具有吸引力的海洋’愿景”

为主题举行 8 场主题演讲，发布《2021

东亚海洋城市文旅发展指数报告》，

探讨海洋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方向。而

全球海洋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则

以“慧启深蓝·青启未来”为主题举

行 12 强项目路演、“双招双引”推介会、

主旨分享、颁奖仪式和人才项目培育

签约仪式，助力青岛打造引领型现代

海洋城市。

走向海洋，拥抱未来
一展尽览海洋全产业链

6 月 21 日至 23 日，以“携手‘海

洋十年’，合作共赢未来——蓝色·海

洋·科技”为主题的 2022 东亚海洋博

览会在青岛世界博览城举办，这是今

年国内举办的海洋产业首场展会。

2022 东亚海洋博览会深入贯彻落

实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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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启动以来取得丰硕成果。青岛

论坛和东亚海洋博览会已成功举办 5

届，发布《东亚海洋合作研究报告》

《东亚港口高质量发展报告》等报告

21 份，成立东亚港口联盟、海洋产业

技术合作联盟等 4 个国际合作联盟和

东亚海洋合作特约专家智库等 3 个智

库，集中签约项目 34 个、总投资 845

亿元，吸引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400 家企业、机构参展，累计意向成

交额 48.1 亿元，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国际海洋论坛和知名海洋展会品牌。

作为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

的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充分

发挥海洋发展委员会、科技创新委员

会联动互补作用，坚持以协同创新引

领海洋科技发展，已集聚国家级涉海

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 17 个，涉

海科研院所 11 家，海洋人才总量达 6.2

万人，海洋科学研究基础优势进一步

突显。“十三五”期间，海洋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14.4%，占青岛市海洋经济

总量 40%。本届论坛是青岛西海岸新

区积极参与全球多边海洋治理机制的

一次重要契机，西海岸新区将充分发

挥东亚海洋合作平台的平台效应，协

助各方推动联合国“海洋十年”落地

落实，携手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本文图片由中共黄岛区委宣传部提

供）

在“专业化”上下足功夫，全面进行

拓展升级，创下多个“首次”——首

次实行“政府 + 企业 + 协会”的组织

模式；首次尝试市场化举办海洋应急

与救援产业展；首次以“国家组团”

形式，邀请了阿塞拜疆大使馆、巴基

斯坦中国大使馆、亚美尼亚中国合作

关系发展中心、韩国釜山驻山东代表

处、荷兰贸促会青岛代表处、中韩海

洋科学共同研究中心、上合国家展团

等多国涉海领军企业机构，打造国际

程度高、区域辐射广、融合效益大的

高端会展平台。

全新的办展模式让本届海博会更

具吸引力。据统计，线下展会共邀请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550 余家企业机

构（驻中国代表处）参展，专业观众

预计超 2 万人。其中，世界 500 强企

业 30 余家，如俄罗斯石油、ABB、杜

邦、卡特彼勒、中石化、中国船舶、

中兴通讯等；国家重点科研院所 20 余

家，如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工程

研究院、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数字海洋

科创技术联合实验室等；行业领军企

业 40 余家，如中科航星、中化学华陆、

中挪未来、上海遨拓、深圳潜行、天

瑞重工等。参展企业中，有 30 余家行

业知名企业首次参加海博会。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是国家“一带

一路”规划建设的优先推进项目，自

在展出范围、配套活动、合作交流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拓展升级，旨在促进

海洋经济开放合作和经贸文化交流，

为西海岸新区加快打造引领型现代海

洋城市核心引领区、山东海洋强省先

行区和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贡献力量。

其中，海洋经济发展成果展区集

中展示沿海海洋经济区、自由贸易区

建设成果，以及国内外船舶工程、海

洋新能源、海洋油气开发等领域前沿

科技成果；国际合作与战略产业展区

集中展示国内外港口技术、海洋工程、

智慧海洋管理等领域前沿科技成果和

紧密契合国家战略的前沿产业；国际

应急与救援产业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

海洋及陆地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粉

尘防爆、溢油处置等领域前沿科技成

果；海工装备与海洋科技展区集中展

示国内外油气勘探、船舶配套、工业

自动化、清洁能源等领域前沿科技成

果；海洋产业商品展区集中展示国内

外知名海洋物产品牌和智慧海洋技术；

进出口商品展区集中展示上合组织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与中日韩、

RCEP 成员国等国际特色商品和国内日

用品。

本届海博会采取“线上 + 线下”

相结合的办展方式，进一步优化提升

“云上展厅”功能，为国内外无法抵

达现场的嘉宾及观众提供参与海博会

的平台。“云上展厅”依托 VR、云计

算等技术，全面丰富提升招商引资、

新品推介、商贸配对等关键环节功能。

线上展商在保留上届 900 余家的基础

上新增 500 余家，其中重点企业新增

300 余家。线上展品实物模型化首次实

现 100%，并建立线上企业数据库，打

造一届全时服务、互惠共享的“云端

蓝海盛会”。

本届海博会全面梳理总结历届海

博会办展经验，不断创新办展模式，

On June 23, the 2022 East 
Asia Marine Cooperation 
Platform Qingdao Forum 

ca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real-
izing improvements in four aspects, 
namely, forum level, event content, 
exhibition scale and cooperation re-
sults, and achieving fruitful results 
and broad social influence.

Themed on "Embrace the Ocean 
Decade for a Shared Future", this fo-
rum consists of one main forum, seven 

sub-forums, one contest, and one ex-
hibition. Around 400 guests including 
marine experts, economists, cultural 
scholar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more 
than 1000 enterprises participated in 
the Qingdao Forum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to share experience, build con-
sensus, and deepen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marine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
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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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青岛红色资源”，讲好“青岛红色故事”。（图片提供 /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Tell "Qingdao's revolutionary stories" with "Qingdao's revolutionar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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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Revolutionary Marks 
and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ntful Years

文 /王欣

回溯革命印记
致敬峥嵘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

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青岛，这片承载着红色基因的热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厚

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留下了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一件件红色文物、

一处处革命旧址，承载着革命先烈的信念，凝聚着跨越时空的精神

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岛人民砥砺前行。

用“青岛红色资源”讲“青岛红色故事”。

近日，2022 年青岛市红色文化主题月正式启动。青岛市文化和

旅游局特推出 8 条革命文物路径游主题线路，为爱国主义教育、党

性教育、廉政教育和“四史”学习服务。

在二十大到来之际，让我们探访这些革命遗址、红色印记，发

掘百年奋斗征程中的闪光故事，去触摸真实“牺牲”和“坚守”，

致敬峥嵘岁月。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at 
"W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red re-
sources, carry out in-depth education in Party history, 

military history and fine traditions, and pass on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Qingdao, a city rich in gloriou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has a 
profound red culture heritage and a wealth of revolutionary cul-
tural relics.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revolutionary 
sites carry the beliefs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embody the spiri-
tual strength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and inspire genera-
tions of Qingdao people to forge ahead.

As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draws near, let's visit those 
revolutionary sites and revolutionary marks, explore the shining 
stories in the hundred-year arduous journey, tell "Qingdao's rev-
olutionary stories" with "Qingdao's revolutionary resources", gain 
a true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sacrifice and persistence, and pay 
tribute to those eventful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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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文萱

滚滚铁流、猎猎旌旗。

在漫长而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这片土地曾留下了许多革命先辈的战斗足迹，他们用生命

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重访故地，仿佛重回硝烟弥漫的战争时期，重历

先烈们浴血奋战的革命阵地。

Tracing the Flames and Smoke of Bloody Battles

浴血奋战  寻迹烽火硝烟

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
Yangjiashanli Red Education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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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渭田阻击战纪念馆和渭田村史馆。

为铭记“渭田阻击战”打响青

岛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第一枪这段历

史，促进红色党史教育和文化发展繁

荣，自 2015 年以来，夏格庄镇党委

查阅考证史料、收集整理文物、发掘

梳理文脉，以渭田社区服务中心为依

托，建起了渭田村史博物馆、阻击战

纪念馆，并着力打造“红色文化”大院，

建成青岛第一个集村史文化、红色教

育、党建示范、乡村旅游和社区服务

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也开启

了青岛莱西市乡村红色旅游的先河。

渭田阻击战纪念馆以渭田阻击

战历史为背景，收藏有中共地下党民

先队与敌人激战用的土炮、土枪和缴

获日军武器等实物 100 多件。纪念馆

通过文字、图片、实物、文物等多种

形式，详细介绍了渭田抗日阻击战的

历史背景、经过及战斗中涌现的英雄

人物。

渭田村史博物馆则以渭田村庄

历史沿革、村落文化、民俗风情、乡

贤名人等为重点，陈列展出了自建村

以来，勤劳纯朴的渭田村民生活变

迁历史和所用的生产、生活工具实物

500 多件。

2016 年 3 月 9 日，渭田红色文

化教育基地正式开放，累计接待参观

人员 5000 余人次，现已成为青岛市

未成年人社会课堂，青岛莱西市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渭田小学红色

文化教育基地。

萌山红色文化特色村
位于青岛莱西市区西北 35 公里

的萌山村，是小沽河西岸一个具有深

刻抗战烙印和典型胶东特色的小山

村，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萌山村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丰

富多彩，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当地通

过大力发展以研学教育、非遗体验为

代表的乡村文旅产业，实现历史文化

保护与红色基因传承有机结合。

萌山村红色文化阵地多样。抗

战时期南墅是胶东地区重点革命根

据地，萌山革命区成立于 1939 年，

撤销于 1958 年，所辖村庄最多时有

丹山战斗遗址
丹山战斗遗址位于青岛市城阳

区夏庄街道丹山社区丹山岭。

丹山岭主峰海拔 135 米，面积 0.5

平方公里，因山石裸露呈丹褐色而得

名。1949 年 5 月 3 日， 解 放 青 岛 战

役打响。因位于进入青岛市区的原李

惜、李塔两条交通要道之间的特殊位

置，丹山岭成为国民党军队固守青岛

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据点。为阻止青

岛解放，国民党守军两个营的兵力在

丹山岭构筑防御工事，并在外围设置

铁丝网、布设地雷。

1949 年 5 月 31 日早晨，解放军

对丹山岭发动攻坚战。经过浴血奋战，

281 团于 6 月 1 日 9 点左右攻克丹山。

下午，又夺取丹山南面的 264 高地。

丹山战斗歼敌 1 个加强营，击退敌 1

个团的增援，俘虏敌人 150 余名，为

解放青岛扫清了障碍。

在丹山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他们的事迹在当地家

喻户晓。为缅怀先烈、慰籍英灵，丹

山群众自发捐款在丹山岭上修建了烈

士纪念碑，将这场战斗作为教育后人、

铭记历史的珍贵记忆。

如今，丹山岭上仍遗留当年国

民党部队修筑的水泥碉堡、暗堡和交

通壕，甚至弹孔都清晰可见。近年

来，在各级政府的关注支持下，丹山

战斗遗址的红色资源得到有效挖掘与

开发，整理保存青即战役和丹山岭战

役的战斗过程中的影像资料，拍摄战

争、人物视频等；并根据丹山战争故

事创编了《丹山筑梦》《丹山好儿女》

《丹山谣》等艺术作品。

渭田阻击战纪念馆
位于青岛莱西市夏格庄镇渭田

村的渭田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主要包

丹山红色教育基地。
Danshan Red Education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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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个。1943 年至 1949 年在大泽山

以东抗日根据地、地雷战、游击战中，

八路军山东第五支队后方司令部、作

战处、除奸股、民运股等设在萌山村，

萌山村多名抗日英雄为抗日战争做出

贡献。

近几年，萌山村一直发展乡村

旅游，村中人民大食堂、知青大院、

萌山书苑民宿、红薯种植都吸引人

们慕名前来“忆苦思甜”。目前，

南墅镇依托萌山村红色文化历史打

造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修建了文化景石、文化长廊及党建

广场、博物馆广场和纪念馆。南墅

镇持续大力发掘红色资源，全力推

进“萌山红色教育基地”主题乡村

建设，培育“山水之间，红色萌山”

的乡村旅游品牌，推动产业融合发

展，吸引更多游客乐在萌山、学在

萌山、思在萌山，让村民分享乡村

旅游经济发展的红利。

大泽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是平、招、莱、

掖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也是西海地

委和西海军分区驻地，胶东区党委

及抗大支校设在大泽山区，八路军

山东纵队第 5 旅也诞生在大泽山区，

许世友、林浩、聂凤智、迟浩田等

数十名抗日名将均在大泽山战斗过。

当时，这里军民携手，凭借大泽山

天险，就地取材，发明了石雷，广

泛开展地雷战，打得日伪军闻风丧

胆，因此，大泽山被誉为“石雷之乡”。

而大泽山下的高家村，正是电影《地

雷战》中高家庄的原型——抗日战

争时，高家民兵联防配合主力部队

或单独作战 600 余次，杀伤日伪军

2300 余人，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

辉煌的一页。

大泽山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大

泽山风景区山脚下，由馆舍、抗日英

雄纪念碑和铜墙铁壁民兵雕像三部分

组成。馆舍内建筑结构为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三层含义，昭示着英勇的平度人民从

黑暗走向光明的艰辛历程。整个纪念

馆的布展总共分为前言、家国危难、

奋起抗日、武装斗争、抗战胜利、铭

记历史、继往开来、后记 8 个部分。

馆内布展形式除采用大量详实的抗战

历史照片、沙盘和实物陈列外，还配

合声、电、光等技术手段，再现 70

多年前平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依靠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同日伪

军开展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建军旧址。
The Former Sit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32nd Arm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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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ldiers with nerves of 
steel marched forward, 
with flags billowing in 

the wind. In the long and ardu-
ous years of revolutionary wars, 
many revolutionary ancestors left 
traces of their battles here as they 
wrote a magnificent epic of fight-
ing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with 
their lives and blood. Return to 
the time of war filled with smoke 
and visit the revolutionary sites 
where the martyrs fought bloody 
battles.

The Site of the Battle of Dan-
shan, Weitian Resistance War Me-

morial Hall, Mengshan Red Culture 
Characteristic Village, Dazeshan 
Memorial Hall of the War of Resis-
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Former Sit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32nd Arm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Yangji-
ashanli Exhibition Hall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
gression... The tour for tracing the 
flames and smoke of war mainly 
focuses on visiting the war sites 
and feeling the revolutionary spir-
i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cestors 
in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and 
fighting bloody battles.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十二军建军旧址

位于青岛平度市古岘镇的姜家

胡同是一条红色的胡同，更是一条充

满传奇色彩的胡同——1947 年，这

里曾是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教导队的

所在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

建军旧址也坐落在这里。

1949 年春天，中央军委根据胶

东地区的军事斗争需要，在 2 月 29

日下达命令，决定把胶东纵队整编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同年 3

月 20 日三十二军在古岘正式建军。

原胶东军区的第五师、第六师分别整

编成为三十二军的九十四师、九十五

师，三十二军总兵力有两个整编师和

一个山炮团，共计 2.1 万人，军长谭

希林、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彭林、副军

长刘涌、参谋长赵一萍。三十二军成

立后，部队立即进行整训学习动员，

通过整训学习，部队的军政素质有

了 很 大 提 高。1949 年 5 月 3 日， 以

三十二军为主力，其它部队密切配合

的青即战役打响，许世友将军为前线

总指挥。青即战役历时 1 个月，在 6

月 2 日青岛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在第三十二军建军旧址纪念馆

里，不仅有许世友将军的雕像，还有

他当年睡过的木床。展柜里，摆放着

当年抗战期间百姓为消灭日寇使用的

石雷，还有八路军使用的手榴弹、军

号、马鞍等物品。其中，最中间展柜

是八路军当年缴获的敌军指挥刀等，

两侧分别是许世友将军当年在古岘使

用过的竹皮暖瓶、喝水铜壶、瓷碗及

马灯等，以及当年伪镇长姜立业用来

残害百姓的刑具盘铡。

杨家山里抗日战争展厅
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位于青

岛西海岸新区铁山街道东南崖村，由

杨家山里抗日战争展厅和多个历史遗

迹现场教学点组成，是青岛西海岸新

区首个以“使命担当”为主题的红色

教育基地，成为西海岸新区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

阵地，是青岛红色教育基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里记载着这片红色土地上

风起云涌的抗战故事，因此前来参观

的人络绎不绝。

抗日战争时期，因三山包围、易

守难攻的地势，加上当地良好的群众

基础，中共胶县工委、胶县特区委、

胶南工委、诸胶县工委、珠山县委 5

个县级党组织，以及青岛工委先后常

驻或移驻杨家山里，形成了这一地区

领导抗战的核心力量。杨家山里成为

远近闻名的革命摇篮，被誉为当地的

“陕甘宁”“小延安”，涌现出杨凌波、

杨清秋等大批当地抗日英雄。2019

年 7 月 1 日，这段被封存的历史重新

呈现，留给后人深深的震撼。

杨家山里抗日战争展厅以珍贵的

历史图片、影像、实物，通过“日军

铁蹄践踏国土”“中流砥柱·使命担

当”“百折不挠·浴血奋战”“红色

堡垒·铜墙铁壁”“红色基因·代代

传承”5 个部分，详实记载了杨家山

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顽强抗日、浴血

奋战的壮志豪举，杨家山里人民前仆

后继、顽强奋斗，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了“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百折不挠、

坚韧不拔；敢为人先、奉献牺牲；家

国情怀、军民同心”四种精神……

引人入胜的仙境、烽火交加的

历史，吸引了游客，更吸引了艺术创

作者。在杨家山里，随处可见写生、

摄影爱好者用画笔、镜头记录美好、

留存历史。2021 年，由靳东、李乃

文、毛晓慧、吴越等主演的清新田园

剧——《温暖的味道》，更是让这里

成为影视网红打卡地。剧中村头路旁

烫金的“西海市铁山镇后石沟村”，

正是引用了铁山街道杨家山里后石沟

的真实名字。

丹山战斗遗址、渭田阻击战纪

念馆、萌山红色文化特色村、大泽山

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三十二军建军旧址、杨家山里抗日战

争展厅……这场以观摩战争遗址为主

的烽火硝烟寻迹游，让我们感受到了

革命先辈抵御外辱、浴血奋战的革命

精神。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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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文萱

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理论是百年党史的见证，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在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青岛人民奋勇向前，谱写了辉煌壮丽的伟大篇章。

Staying Tru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Pioneers

不忘初心  引领先锋旗帜

中共罗头村党支部旧址。
The Former Site of the CPC Luotou Village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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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先后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零

距离”互动工程项目，山东省、青岛

市党员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关心下一代教育

基地，山东省少先队魅力教育基地、

“山东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和“山

东省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

青岛红景新区核心区
青岛红景新区核心区紧邻中共

青岛党史纪念馆，位于海岸路 22 号，

原是青岛国棉二厂厂区，如今这里被

中共青岛市市北区委倾力打造成“马

克思主义情境教学基地”，是中共青

岛市委党校教学科研基地，也是中共

青岛市市北区委党校红景校区，即将

成为“青岛城市基层党建实训基地”。

青岛红景新区核心区北区原为

生产车间、原料仓库和工人俱乐部，

现改建为马克思主义真理馆、学习馆

和马克思主义论坛，主题场馆通过实

物、文献展陈和音视频演示、场景体

验，直观生动地讲述了马克思主义诞

生发展的历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创新实践；老厂房外的“焦

土抗战墙”是上世纪 30 年代青岛人

民坚壁清野、矢志抗日的珍贵历史遗

迹；配套的报告厅、培训教室、餐厅

等提供了便利的研学条件，是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情

境教学基地。

青岛红景新区核心区南区原为

企业办公区，现改建为红色产业对接

区，设有会议、洽谈、路演、创业孵

化等共享空间，作为商协会组织、红

色合伙人、各类社会优质资源的交流

互动平台和资源导入窗口。

中共即墨县委成立旧址
1939 年 7 月，南海地委书记刘

宿贤指示，要即墨建立即墨县委。7

月 27 日，中共莱阳县委派共产党员

吴善堂根据指示，在吴家岭村吴培申

家中主持召开了中共即墨县委成立大

会。中共即墨县委的成立，是即墨革

命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从此，即墨人

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

领导，即墨党基层组织和抗日力量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墨县委的成

立在对敌斗争和革命斗争中曾起到过

重大的历史作用，这处旧址当时还培

养出不少党的坚强战士。

从 1923 年 8 月青岛第一个党组

织成立，扎根在青岛的“红色基因”，

经过 99 年的代代传承，已经汇成青

岛前进路上的浩荡铁流。再次寻访红

色足迹，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入党初心，

是一场精神的洗礼。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是青岛惟

一一处保留至今的早期党组织机关旧

址，也是青岛“红色基因”成长的地

方。走进展馆，仿佛将观众带回那个

充满风雨的红色年代，馆外的德式院

落是青岛早期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

重要阵地。

青岛市市北区海岸路 18 号，原

是四方机厂职员宿舍。1923 年 8 月，

中共青岛组在此成立，这里因此成

为青岛早期党组织的活动中心。1925

年 2 月，青岛党组织改称中共青岛支

部，在此领导了四方机厂、日商纱厂

工人大罢工，推动形成了青岛历史上

第一次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在全省

乃至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青岛早期

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王象午、李慰

农和老一辈革命家王尽美、刘少奇等

都先后在此工作和生活过，传播马列

主义，领导工人运动，推动青岛革命

的发展。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870 平方米，

主要有旧址、基本陈列展厅和专题展

厅三部分组成。旧址房屋内部布置按

照当年恢复；基本陈列展厅以《光辉

的历程—中共青岛历史展》为主题，

展示了青岛党组织自建立以来艰苦卓

绝的奋斗史和辉煌历程，陈列展示历

史文献、实物和照片 800 余件；专题

展厅则结合重大教育活动和重要纪念

日举办专题展览。中共青岛党史纪念

红景新区核心区。
The Core Area of Hongjing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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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即墨县委成立旧址坐落在

灵山街道办事处吴家岭村后靠西，

东、西、南是民房，北边是空地，旧

址与东边两间住房占一个院子，大门

口朝东，原屋的草坯屋顶现已换成青

瓦，但仍保留着土墙、砖垛、木垅窗。

旧址内有两间旧房屋和一间新建的展

室。其中，两间旧房屋为会议旧址和

地下党员生活住所，陈列着多件当年

开会及县委成员使用的历史文物；新

建展室按照历史进程，共分为“县委

成立”“早期活动”“战略转移”和

“早期成员”4 个章节，通过各历史

时期的图像和文字，展现革命先烈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事迹。这

里是青岛市即墨区重要的党史教育基

地、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东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前保驾山党支部旧址
1927 年 12 月底，共产党员李伯

颜和孙耀臣，在前保驾山村一处普通

的农家院里建立了胶东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前保驾山村党支部。党支部

建立后，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在胶东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如今

这里成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位于青岛莱西市姜山镇前保驾

山村的保驾山红色教育基地，总占地

约 2500 平方米，其中建于 2018 年 4

月的前保驾山党支部旧址纪念馆占地

约 300 平方米，用革命先烈图片和珍

贵历史文物讲述了以李伯颜、孙耀臣

为代表的保驾山革命先烈们英勇无畏

的光荣事迹，并通过图片、文字、实

物、雕塑、场景再现等多种方式集中

展示前保驾山村党支部在组织酝酿、

创建、发展和成长的光辉历程。

莱西党校（“莱西会议”专题展）
1990 年，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

在莱西召开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座谈会，推广了莱西“三配套”经

验，史称“莱西会议”，此次会议

在中国村级组织建设进程中具有里

程碑和分水岭的价值。2013 年 11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

作结束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发

端于莱西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在

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希望山东增强进取意识，勇探新路。

对习总书记的指示，中共山东省委

和青岛市委高度重视，要求莱西择

机建设莱西党史馆。从 2015 年 6 月

开始，青岛、莱西两级组织、党史

部门协同配合，经过两年多时间的

努力，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莱西党史馆位于中共莱西市委

党校院内，建筑总面积 1250 平方米，

分主展厅和临展厅两部分。其中，主

展厅为“莱西会议”专题展馆，规划

面积 590 平方米，整个专题展览共分

为“农村改革 伟大实践”“莱西经

验 探索创新”“莱西会议 新的里程”

和“会议精神 永续辉煌”4 个部分，

主要采用图片、视频、音频、实物等

方式，全面展示“莱西会议”召开的

时代背景、会议实况和历史地位，以

前保驾山党支部旧址。
The Former Site of the CPC Baojiashan Branch.

中共即墨县委成立旧址。
The Former Sit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Jimo County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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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后 30 余年来在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拓展和深化；

临展厅为“莱西党史发展历程图片

展”，主要采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珍

贵的历史图片，再现莱西从 1927 年

胶东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建立，到

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主要人物、

历史脉络和发展成就。

一幅幅承载着辉煌历史记忆的

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一

段段生动的讲解，让观众纷纷表示将

以红色精神为指引，以革命先辈为榜

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

扎实工作，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篇章。自开馆以来，

莱西党史馆聚焦党史资源教育，坚持

讲好红色故事，结合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有计划地组

织基层党员干部参观学习，深入认识

和把握“莱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方

向引领，探寻规律，继往开来，全面

提升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水平，力争

打造成为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训

基地和全国农村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

地，莱西党史馆被评为山东省党史教

育基地、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党性教育基地，并先后被山东省、青

岛广播电视大学，青岛农业大学、青

岛市委党校等多所院校确定为党员教

育基地。

中共罗头村党支部旧址
中共罗头村党支部旧址位于青

岛平度市旧店镇罗头村村南，原为清

代修建的程氏祠堂，坐北朝南，前后

共 3 栋形式相似的建筑。1938 年 7 月，

中共党员周方（又名战均平）在罗

头村秘密发展成立了中共罗头村党支

部，成为中共平度市第一个党支部。

抗日战争时期，大泽山地区是半岛西

部抗日核心区域，罗头村党支部是中

共平度党组织建立、发展、壮大的始

发地，在胶东半岛西部和平度革命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誉为“胶东半岛

西部的红色堡垒”。

程氏祠堂作为平度第一个党支

部旧址，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极具

保护价值。从建筑艺术价值来看，中

共罗头村党支部旧址尚有清代建筑风

格遗存，是研究民国时期建筑技术及

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从历史价

值来看，罗头村党支部是中共平度党

组织建立、发展、壮大的始发地，是

平度以及胶东半岛西部抗日根据地村

级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开端，在胶东

半岛西部和平度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为研究中国共产党胶东地区发展

脉络提供了大量史料。

如今，中共罗头村党支部旧址已

成为学习红色历史文化，缅怀革命先

烈的红色基地，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感恩教育和创先争优

活动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东石桥村中共平度一大会址
中共平度一大会址位于青岛平

度市旧店镇东石桥村。1939 年 8 月，

中共平度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

开。会址所在的建筑始建于明末清初，

原是地主家的仓库，土改后分给村民

贾云喜，经过 300 多年的风霜雨雪后，

房屋几近坍塌。为了让人们铭记这段

红色记忆，当地市委市政府对会址进

行修复。现在的中共平度一大会址分

为东西展馆两部分，东馆对当年的开

会场景进行了还原；西馆则通过更加

详实的图文资料展示了平度“一大”

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会议日程及召

开“一大”的重要意义。中共平度一

大会址已成为平度的革命圣地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作为新的红色教育基

地、旅游景点，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感恩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搭建了一个

良好的学习参观交流平台。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青岛红

景新区核心区、中共即墨县委成立旧

址、前保驾山党支部旧址、莱西党校、

中共罗头村党支部旧址、东石桥村中

共平度一大会址……以中共党史纪念

馆为核心的先锋旗帜引领游，串联起

即墨、莱西、平度的早期党员活动地，

展现了青岛地方党组织领导青岛人民

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o-
ries bear witness to 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carry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heroic struggl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In the magnificent 
historical process,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people 
of Qingdao to move forward and 
write a magnificent chapter.

The CPC Qingdao Party History 
Memorial Hall, the Core Area of 
Qingdao Hongjing New Area, the 
Former Sit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Jimo County Committee, 

the Former Site of the CPC Baoji-
ashan Branch, Laixi Party School, 
the Former Site of the CPC Lu-
otou Village Branch, the Site of 
the 1st CPC Pingdu Congress in 
Dongshiqiao Village... The tour 
for understanding the pioneer-
ing role of CPC members, with 
the CPC History Memorial Hall as 
the core, connects the venues of 
early Party member activities in 
Jimo, Laixi, and Pingdu, showing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rev-
olutionary struggle of Qingdao 
people led by local Party organi-
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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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历久弥新的工业展品，正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城市百年工业史的峥嵘与巨变。作为中

国近代最早启动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青岛拥有着灿烂而深厚的工业文明积淀，打造出了主题内

容丰富、模式多元的工业文化特色博物馆群。

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图片提供 / 青岛市市南区文化和旅游局）
Qingdao Museum of Jiaoji Railway. 

文 /张小语

Travelling Through the Hundred-year Industrial History and Taking Pride in 
the Strong Industrial Country 

穿梭百年  工业强国豪情

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
科技创新教育基地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中宣部发布

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

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

荣誉称号。

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科技

创新教育基地坐落于山东港口青岛港

自动化码头，该码头高度融合了物联

网、智能控制、信息管理、同心导航、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计算机系统

自动生成作业指令，现场机器人自动

完成相关作业任务，实现了码头业务

流程全自动化。在建设过程中，山东

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瞄准持

续领先目标，完成了多项全球首创技

术，开创了“低成本、短周期、高效率、

全智能、更安全、零排放”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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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到济南播撒革命火种……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承 载 山 东

第一条铁路历史、被誉为“山东省铁

路文化新坐标”的胶济铁路青岛博物

馆正式落成开馆，该馆位于青岛火车

站东广场，是一座反映胶济铁路诞生

发展的专题性展馆，展区面积 1480

平方米。馆藏文物、展品和图片实物

1400 余件。主题分别为“起点”“联

接”“抗争”“铸魂”“腾飞”5 个

展厅，它以回眸的视角俯瞰 100 多年

来胶济铁路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中国近

代史的影响，展示了铁路与城市之间

密不可分的关系，充分体现了“胶济

零公里、城市新起点、时代领跑者”

的建馆主题。

开馆后，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与

位于胶济铁路终点的济南胶济铁路博

物馆形成“一体两翼、首尾呼应”的

新格局，串联起胶济铁路沿线文化资

源，成为山东省铁路文化和国铁济南

局集团济铁文化的新坐标。

海信探索中心
在青岛电视机厂、海信研发中心

原址上建成的海信探索中心，以“在

探索中守护千万家庭好奇心和童心”

为使命，是国内首家做到年龄细分、

知识细分、区域细分的新型科学博物

馆。 该馆在 2020 年被认定为“山东

省科普教育基地”、首批“发现青岛

城市新地标”，成为科普、研学和亲

子旅游的标杆性场馆。

走进海信探索中心，你将发现一

个奇妙新世界：1 万平方米的创新体

验空间里，海信探索中心巧妙地勾画

出“五馆一厅”的独特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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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Plus城市客厅，覆盖了科学探索、

自然探索、历史探索等主题。在这里

可以一站式体验科技馆、自然馆、博

物馆。

科学启蒙馆包括智能交通区、水

上科学站、人体的奥秘、运动的规律、

魔幻的光影、亲密的磁场和神奇的科

学七大展区；科学发现馆包括声学、

数学、力学、光学、电磁学五大展区，

展项紧贴课本设计，知识点可以追溯

到具体的章节；自然探索馆包括沙漠、

平原、草原、雨林、极地、海洋六大

展区，仿真造景 + 室内动物园，探索

自然趣味；世界消费电子博物馆收藏

着世界上首台电视、电话、洗衣机、

冰箱等；海信历史文化馆则展示企业

文化，家电迭代。

可以说，从 3 岁萌娃到翩翩少年

都能在这里读懂科学、大开眼界。科

学 Live 秀、AI 萌宠秀、欢乐大巡游、

好奇心科学课堂，数不尽的创意活动，

千百种方式俘获万千童心。玩中学、

学中玩，一次探索，爱上科学！

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探索工业互联

网的企业，海尔自 2012 年起就开始

探索实践智能制造转型之路，实现了

从大规模制造向大规模定制的转型。

卡奥斯 COSMOPlat 是由海尔自主研发

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其核心是大规模定制模式，

通过持续与用户交互，将硬件体验变

为场景体验，将用户由被动的购买者

变为参与者、创造者，将企业由原来

的以自我为中心变成以用户为中心。

它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设备连接、

交易撮合，而是开放的多边交互共创

共享平台，可跨行业、跨领域、跨文

化复制，是具有全球普适性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能实现企业、用户、资源

发展“青岛模式”，在商业运营条件

下 6 次刷新自动化码头装卸世界纪录，

桥吊单机作业效率最高达到 47.6 自然

箱 / 小时。

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
青岛火车站是中国最美火车站

之一，也是离海最近的火车站之一。

始建于 1899 年并 1904 年建成通车的

胶济铁路，不仅是横贯山东的运输大

动脉，也是青岛、烟台等港口的重要

疏港通道，它更是一条中国近代史、

中国革命史、中国铁路史、山东崛起

史的历史动脉；是一部记录着中华民

族荣辱与沉浮、苦难与抗争、振兴与

发展，走向伟大复兴的厚重史册——

100 多年前，这条铁路的路权之争掀

起了五四爱国运动；90 多年前，中国

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沿这条铁路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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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创共赢共享。

从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定制，从

卖产品到做生态，模式的转变，更恰

当地说是这种“颠覆”，让海尔不仅

实现了自身的脱胎换骨，也重塑着不

同行业的逻辑与架构，开辟了全新的

赛道。

从生物疫苗、流动血站到医用方

舱，从田间地头、智慧菜场到家庭餐

桌，从防静电瓷砖到智慧房车，卡奥

斯 COSMOPlat 将自身经验对外开放，

实现了跨行业、跨领域生态赋能，助

力不同行业的企业转型升级。目前卡

奥斯已孕育出建陶、房车、农业等 15

个行业生态，在全国建立了 7 大中心，

覆盖全国 12 大区域，并在全球 20 个

国家复制推广，为全球用户提供衣、

食、住、行、康、养、医、教等全方

位的美好生活体验。

在“人单合一”模式指导下，海

尔率先开启了物联网时代的生态品牌

建设，实现了由网器到场景到生态 ( 智

家云 ) 的升级。卡奥斯全面加速生态

构建，围绕用户需求链接多维资源，

为用户提供场景生态下的定制化服

务，为海尔智慧家庭产品、服务及解

决方案的快速、精准落地奠定了坚实

基础，实现场景替代产品、生态覆盖

行业的转型引领。

青岛纺织博物馆
一个行业讲述一座城市，矗立在

百年包豪斯建筑里的青岛纺织博物馆

是近距离触摸青岛历史，体悟工业与

城市、工业与文化、工业与时尚完美

结合的不二选择。

作为纺织谷园区的文化引领项

目，青岛纺织博物馆致力打造国内首

家 AAAA 级纺织主题动线博物馆，涵

盖 9 大场馆、19 处景观，主打新颖的

动线设计，特色分区、全景开放，与

周边街区、建筑融为一体，辐射广阔

人脉资源。它以工业遗存讲述百年纺

织历史，以纤维科技演绎艺术时尚，

传承百年历史文脉，聚焦纤维科技前

沿，再续文化交流盛宴。

青岛纺织博物馆占地面积 600

多平方米，以“一个行业，一座城”

为主题进行设计规划，内容包含“乱

世风云见证母亲工业”“支柱产业

铸就城市脊梁”“调整转型编织岛

城新梦”3 个单元。以时间为主线，

讲述青岛纺织百年发展历程，以详

实的史料和实物，辅以先进的声光

电技术，真实再现青岛纺织风采，

彰显百年纺织文化底蕴，传承青岛

工业精神与城市记忆。未来“母亲

工业”“民族纺织三巨头”“上青

天”“郝建秀”“火车头精神”等

响当当的名字都在这里呈现。

北京汽车制造厂汽车博物馆。
Beijing Automobile Factory Automobile Museum.

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图 / 张张）
Haier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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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rious enduring indus-
trial exhibits are silently 
telling the extraordinary 

changes in the city's 100-year indus-
trial history. As one of the first cities 
to start industria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Qingdao boasts a brilliant and 
profound heritage of industrial civi-
lization, generating a group of muse-
ums featuring industrial culture with 
rich themes and diverse models.

The Automation Container Sci-
Tech Innovation Education Base of 
Qingdao Port under Shandong Port, 

Qingdao Museum of Jiaoji Railway, 
Hisense Exploration Center, Haier 
COSMOPlat industrial Internet plat-
form, Qingdao Textile Museum... The 
tour for taking pride in the strong in-
dustrial country connects a number 
of museums and educational demon-
stration bases with industri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carry forward the 
century-old industrial culture, pro-
mote the role of industry in serving 
the country and promoting its devel-
opment, and help write a new chap-
ter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a. 

北京汽车制造厂汽车博物馆
成立于 1951 年的北京汽车制造

厂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先驱，1958 年由

朱德元帅亲笔题写厂名，是新中国第

二家大型汽车企业，在共和国“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征途上，

创造了多个业内第一。中国的第一代

“军马”——BJ212，更是开创了中

国轻型越野车的历史，成为了时代的

标志符号和几代人的经典记忆。

为弘扬光辉历史，传承国宝品

牌，充分挖掘北汽制造自强不息、锐

意进取、创新求实的深厚文化底蕴，

携手为青岛乃至全国汽车工业做出更

大贡献，北京汽车制造厂汽车博物馆

应运而生。

作为非国有博物馆，北京汽车

制造厂汽车博物馆建筑面积 4200 余

平方米，馆藏品陈列共计 500 余件，

涵盖整车、车辆模型、零部件、模具

器具、设计图纸、文件、书籍等。博

物馆以“传奇不朽、一起伟大”为主题，

规划有“开创之路”“使命之路”“伟

大之路”等 7 个展区。同时，在完善

展馆功能的基础上，开设文创、体验、

互动等区域。其展示以传承历史、继

往开来为视角，通过文字、图片、影

像、多媒体、实物等形式，记录了北

京汽车制造厂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发

展历程，见证了中国民族汽车工业不

断壮大的辉煌，是北京汽车制造厂传

承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作为青岛首家越野车主题的博

物馆，北京汽车制造厂汽车博物馆在

打造集厚重历史文化、民族工业遗产、

国宝品牌传奇、三维越野体验、爱国

主义教育“五位一体”精品工业旅游

标杆的同时，为越野爱好者、游学青

少年、研学教育、科普教育等提供优

质越野文化内容和主题体验，这里也

成为青岛新的旅游名片及中国汽车工

业文化传播与中国汽车工业史料研究

基地、学术研究和科普教育的优势平

台。

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科技

创新教育基地、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

海信探索中心、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

网平台、青岛纺织博物馆……工业强

国豪情游串联起一批具有工业文化特

色的博物馆和教育示范基地，传承百

年工业文化，兴实业报国之志、筑工

业强国之梦，谱写伟大复兴新篇章。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青岛市文化和

旅游局提供）

青岛纺织博物馆。青岛纺织博物馆。
Qingdao Textile Museum.Qingdao Textil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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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文萱

领略红色文化，品味历史底蕴。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这些光辉闪

亮的历史记忆是最生动的党史教材，它们以沉静的姿态，“讲述”若干动人的故事。

Exploring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the Bright Treasures

璀璨瑰宝  探寻革命文物

青岛市博物馆。
Qingdao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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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搪瓷等毛主席像章 600 余枚。二

层的红色瓷器厅展出上世纪 50 年代

至 70 年代各种装饰瓷件、生活器具、

雕像等 200 余件；红色搪瓷厅展出上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搪瓷茶盘、茶

缸、脸盆等 60 余件；光辉的历程厅

展出毛主席各时代宣传画 50 余张。

三层红色时光厅展出上世纪 50 年代

至 70 年代挂钟、座钟、相机、电影机、

缝纫机等 80 余件；乡村的回忆厅展

出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织布机、

纺花车、升、斗、米面盒等 70 余件。

外廊展出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

小推车、犁具、耙、铹、辘轳等人民

公社使用的生产工具 50 余件。

建东红色博物馆的部分藏品具

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是研究现当代历

史的实物佐证，也是利用红色资源，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研究

和学习实践的教育基地。

青岛市博物馆
随着“红色文化主题月”的到

来，青岛市博物馆再次推出两场主题

展览——《信念·旗帜——红军长征

在哈达铺图片展》《光辉典范——抗

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图片

展》。

陇南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

地域最广的地区之一，从 1935 年 4

月至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

一、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长征

途中经过陇南，前后历时一年半之久，

足迹遍及陇南九县（区）100 多个乡、

镇。甘肃陇南哈达铺，地处岷山东麓

丘陵川坝之中。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

达哈达铺后，党中央毛主席在当地发

现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有红军根

据地的消息后，作出了将红军长征落

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为喜迎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宣传红色陇南，

弘扬长征精神，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

局、陇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

青岛市博物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

馆承办的《信念·旗帜——红军长征

在哈达铺图片展》于 7 月 1 日至 8 月

21 日在青岛市博物馆举办，该展从

红军长征在陇南的视角切入，重点展

示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二、

四方面军长征在哈达铺的重要历史事

件。

为什么“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光辉典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

党党风廉政建设图片展》对此作了

最好的诠释。抗战时期，著名爱国华

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洋归国华侨回

国慰劳视察团，携带募集到的大量

抗战物资回到祖国。在重庆，蒋介

石为了取得陈嘉庚在经济上的支持，

大摆筵席，极尽奢华，一顿饭就吃

掉了 800 大洋。在延安，毛泽东用自

己种的蔬菜招待参观团。当陈嘉庚得

知这顿饭一共花了 8 毛钱后，他感慨

良多，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

共产党也！”800 大洋与共产党领导

人自己种的蔬菜折射出了人心的向

背。他在延安发表演讲时盛赞中共领

导的陕甘宁边区新气象，并认为“中

国的希望在延安”。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1 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青岛市博物馆从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引进了《光辉典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

图片展》，该展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

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光辉成就为重点，

集中展现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党的性

质和宗旨、保持党的纯洁性，保持党

员干部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

洁、清正廉洁等纯洁性教育的极端重

要性、紧迫性。

建东红色博物馆
位于青岛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

处北庄村的莱西市建东红色博物馆，

是青岛第一个私人红色博物馆，总面

积 520 平方米，主体建筑地上 3 层，

馆内设 5 个展厅和 1 个外廊。馆内珍

藏有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多种瓷

器、像章、宣传画、镜子、钟表等

2000 余件。

建东红色博物馆一层的红色毛

主席像章厅展出各种铝制、塑料、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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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博物馆
道路交通博物馆坐落于馆陶路

49 号——1910 年形成的中国最早汽

车站遗址——馆陶路汽车站。作为中

国首座以道路交通为主题的专业性博

物馆，道路交通博物馆以道路交通发

展为主线，以实景还原、趣味体验、

藏品、图片等展陈方式，让人深度体

会中国道路交通历经古代、近代、现

代的发展历程，展现了青岛作为近代

中国道路运输发祥地的独特魅力。

道路交通博物馆占地面积 1.8 万

平米，建筑面积 4100 平米，展厅面

积 1000 平米，包含图片 600 余幅、

展板 120 余块、展品 485 件，该馆包

括北、中、南 3 个区域。其中，北区

作为主馆以道路交通发展为主线，分

道路交通博物馆。
Road Transportation Museum.

青岛迎宾馆
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迎

宾馆）位于信号山下，始建于 1905 年，

落成于 1907 年。由德国著名建筑师

拉查鲁维茨设计，建筑面积 4000 余

平方米，是德国威廉时代典型建筑式

样与青年风格派手法相结合的欧洲古

堡式建筑。作为“德国建筑艺术在中

国”的最高代表，其装饰之豪华、造

型之典雅，至今仍雄居中国单体建筑

之首列。

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作为中

国著名的近代建筑遗址类博物馆，初

为德占时期胶澳总督的住宅，一般称

为“总督官邸”。1932 年以前，它

一直是青岛最高军政首脑的住所。

1934 年定名为“迎宾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担负着接待中外

领导人的任务。1957 年夏，毛泽东

主席曾在此下榻。1996 年，国务院

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 年开始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馆内藏品均为原德国总督官邸遗留物

品。在复原陈列展的基础上，青岛德

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还定期举办图片

展、专题展及实物展。

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凝缩了

近代以来青岛城市的历史风云，呈现

了东西方建筑文化对话的丰富图景，

集结着建筑艺术、城市史、近代史及

中德关系史等多重内涵。作为青岛历

史文化名城的一个经典象征，成为海

内外观众了解青岛、了解建筑艺术的

一扇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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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e the red cul-
ture  and explore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Rev-

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carry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hero-
ic struggl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se shining historical 
memories are the most vivid text-
books of Party history. They can 
silently "tell" a number of moving 
stories.

Laixi Jiandong Red Museum, 

Qingdao Museum, Qingdao Guest 
House, Road Transportation Mu-
seum, Dongfanghong Red Culture 
Museum... The tour of revolution-
ary cultural relics appreciation, 
focusing on the museums of revo-
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connects 
the exis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
al relics in Qingdao, to let people 
review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beliefs of our ancestors, and 
have their minds cleansed.

为 1 序厅 8 站点，以来自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的实物、视

频、图文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了中国道

路交通古代灿烂历史，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举步维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并集中突出

了青岛作为近代中国道路运输发祥地

的独特历史文化。同时，馆内“未来

交通”影厅 120°环幕电影还展示了

对未来交通畅想。中区 1910 主题车

站——馆陶路汽车站是中国最早汽车

站，如今仍为旅客提供客运服务，也

是青西快线的始发站。南区 1910 交

运创客驿站也是该博物馆的重要组成

部分，二楼作为“创客小巷”，集中

打造车厢咖啡、交运创意实验室、交

运书局等单元，让游客在此区域了解

交通文化的创客和创意，并实施创新

的互动。

东方红红色文化博物馆
作为青岛首家由个人自费筹办

的红色博物馆，位于西海岸新区大村

镇西南庄村的东方红红色文化博物

馆，集收藏、展览、研究、公共教育、

文化交流于一体，积淀深厚的红色文

化历史底蕴，是中华儿女传承历史、

开拓未来的精神家园。

占地 3000 余平方米的东方红红

色文化博物馆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设

毛泽东纪念馆、开国元帅馆、忆苦思

甜馆等 8 个馆，收藏了党史书籍、伟

人像章、宣传画、抗战实物、民俗实

物等全国各地展品约两万件，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在这里，不仅能看到

红色文化丝织画、早年手写大小字报、

老照片、伟人塑像、像章、书籍，还

有红色文化老物件、抗战历史文物、

实物、武器、生活用品等，早年抗战

及红色文化各个时期的历史都能零距

离触摸到。

作为青岛西海岸惟一一家以红

色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东方红红色

博物馆为研究红色历史文化及丝织画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自 2018 年 6 月

开馆以来，免费接待游客共计 50 万

余人；承接大型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10 次，党员教育人数 3 万余人，为

全镇、全区、全市甚至全国游客提供

了接受红色教育、感知革命历程的机

会，为研究红色历史文化及丝织画提

供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建东红色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

青岛迎宾馆、道路交通博物馆、东方

红红色文化博物馆……以革命文物博

物馆为主的革命文物鉴赏游，将青岛

现有的革命文物串联起来，重温先辈

们的初心和信仰，接受思想上的洗礼。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建东红色博物馆。
Jiandong Red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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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文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

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

Strengthening Affection for Families and the Motherland 

家国情怀  凝心聚魂爱国

将军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Jiangjuntai Patriotism Education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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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署迁至现在青岛莱西市所辖的

马连庄镇河崖村办公。胶东行署驻河

崖期间，组织实施了胶东解放区的土

地复查、民工支前、征兵、干部培训

等重点工作，同时加强后方机关、医

院和军工建设，成为华东军区军需供

应的主要基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

挥了重要作用。时任胶东行署主任的

汪道涵也在该村居住，行署还在该镇

下洼子村成立了“北海银行”，并建

立了胶东地区第一个“新华书店”。

胶东行政公署旧址以旧址为核

心，由现存汪道涵旧居、“开丰书店”

旧址、“北海银行”旧址、战时邮局、

“八路胡同”等组成，在此可深入了

解胶东行政公署在莱西的主要活动和

为抗战、解放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卓越

贡献。

近年来，为保护传承好红色基

因，青岛莱西市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

源，在马连庄镇河崖村一带规划建设

红色教育基地。目前，以胶东行署旧

址为核心，已初步建成河崖红色文化

展馆、红色民宿、烈士故居等陆续对

外开放，红色旅游引领效应不断释放，

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莱西市库区移民文化展览馆
为了更好地留住乡愁记忆，弘

扬移民精神，青岛莱西市日庄镇沟东

新村兴建了全市首个库区移民文化专

题的展览馆，通过再现库区移民大搬

迁、大建设、大发展的光辉历程，展

现了一段前赴后继的往昔革命史和当

代成就史，塑造了一个伟大莱西人民

创造伟大奇迹的群众英雄谱，以此纪

念为库区建设奉献出了热血、汗水、

土地和家园的人民，并从中汲取一种

力量，一种永不满足、永不懈怠、永

不言败、永远向前的精神力量。

青岛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百

年苦难与辉煌中感悟思想伟力，汲取

前行力量。只有感受一次深刻的爱国

主义教育，才能真切体悟到革命先辈

克服万难、勇往直前的崇高人生境界。

胶东行政公署旧址
胶东行政公署是中国共产党在

山东省第一个独立的地方红色政权，

也是共产党在胶东地区设立的最高政

权机构。它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发

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先是共产党领导

的胶东抗日民主政权，后是共产党领

导下的胶东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

1947 年 8 月至 1948 年底，胶东

作为 1.63 万日庄库区移民自己

的精神归宿和文化家园，莱西市库区

移民文化展览馆总占地约 2000 平方

米，分为室外和室内两部分。室外主

要通过大型浮雕、群组雕塑、还原水

库建设指挥部、张贴时代口号等形式，

再现当年“修水库战山河”的历史场

景，引领人们回到那段弹指一挥间的

光荣岁月；室内则分为“象天仪地”“战

天斗地”“翻天覆地”三大篇章，通

过图文展板、文物展出、场景还原、

沙盘和多媒体等形式，讲述当年修建

水库的背景、过程以及重要意义。

历史不会忘记，勤劳勇敢的莱

西人民这段“英雄谱”。如今，作为

一个集库区移民文化展览馆、政德教

育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为一体的多功能乡村记忆工程，库区

移民文化展览馆充分发挥其宣传、教

育及文化旅游的功能，大力弘扬库区

移民精神，使之成为青岛莱西市重要

的党性教育基地，成为全市党性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和企业职工教育重要平

台，带动日庄实现“党性教育 + 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

胶高魂革命纪念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胶北指的是胶州地域胶济铁路以北大

片区域，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期

间，胶北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和英雄

群体。他们中，有 16 岁女扮男装参

加革命、因作战勇敢顽强被评为战斗

模范的胶州“花木兰”冷恩成，有宁

死不屈、与两岁儿子惨遭活埋的孙兰

芝，有英勇不屈、浴血奋战的胶高支

队 ...... 胶北人民创造的不朽业绩，所

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

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

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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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沽河作为胶州的母亲河，更是见

证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想要真正了解

古老又璀璨的沽河文明，位于大沽河

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内的大沽河博物

馆是不可错过的一站。

大沽河博物馆规划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建筑外观采用中国书法“三

点水”的结构设计而成，顶部为绿化

观光坡道，展现河流文化的同时，又

不失现代气息。馆内共设自然生态展

厅、古代文明展厅、民俗风情展厅、

胶州通史馆、党史馆、科技馆和文化

交流馆七大展厅，馆藏文物达 1 万余

件套，其中珍贵文物就有 100 多件套，

是青岛第二大博物馆。

古代文明展厅是整座博物馆的

精华所在，大沽河流域比较有代表性

的历史遗迹北迁遗址、三里河遗址和

东岳石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收藏

于此；民俗风情展厅展示了大沽河流

域的民风民俗，一座座仿古的民俗小

院、极具特色的典当铺，都让人们看

到了百年前大沽河流域原汁原味的民

风民俗；自然生态展厅里可以看到大

沽河流域丰富的物产资源，一件件栩

栩如生的动物标本以及现场般的自然

生态，将数年来大沽河水域的治理状

况，如展卷一般呈现于眼前……

青岛市城阳区档案馆
集历史、艺术、人文于一体的地

志类、综合性多功能现代化场馆——

青岛市城阳区档案馆、城阳区博物馆

整体建筑面积达 2.9 万平方米。

其中，博物馆建筑面积约 8000

平方米，设有历史陈列展厅、临时展

厅、文物库房、文物修复整理室、多

功能厅、多媒体教室等。历史陈列展

厅，以“城阳山海间”为主题，分为“远

古的先民”“齐国的重要边镇”“汉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结合胶北旅游特色文化，胶北街道党

工委深入挖掘地方革命斗争历史，于

2015 年 7 月在胶北街道办事处玉皇

庙村东北建设了“胶高魂革命教育基

地”。

胶北革命历史纪念馆位于玉皇

庙村西部，建筑面积 400 平方米，院

内有一座“胶高魂”雕塑，“胶高”

二字取自当年胶高县的名字。雕塑由

4 个人物组成，代表军民一心、同仇

敌忾的寓意。该纪念馆呈如意形状，

四周围墙呈波浪形，体现一种长江后

浪推前浪、滔滔不绝的寓意。胶北革

命历史纪念馆中 230 余张图片展示了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胶北

历史，太多浴血奋战的动人故事铸就

了“胶高魂”丰碑。

大沽河博物馆
胶州自古文人辈出，经济兴盛，

青岛山一战遗址公园。
Qingdaoshan World War I Ruins Park.

胶高魂革命纪念馆。
Jiaogao Spirit Revolution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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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people of 
Qingdao have realized 

the great power of ideas and drawn 
strength from the sufferings and 
glories of the past century. Only by 
experiencing profound patriotism 
education can we truly realize the 
majestic heights the revolutionary 
ancestors were at as they overcame 
all difficulties and marched forward 
courageously.

The Former Site of Jiaodong 
Administrative Office, Laixi Res-
ervoir Area Immigration Culture 

Exhibition Hall ,  Jiaogao Spirit 
Revolution Memorial Hall, Daguhe 
Museum, Qingdao Chengyang Dis-
trict Archives, Qingdaoshan World 
War I Ruins Park... The tour for 
promoting patriotism takes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bases as the 
core. It's designed to let people 
love their families and the moth-
erland, stay committed to the na-
tional missions, and strive to write 
with patriotism and the ambition 
of contributing to national devel-
opment a magnificent chapter of 
serving the country.

代不其城”“千年的流风余韵”4 个

部分，依托 680 余件（套）展品，结

合实物和文献，用“物语”的形式，

主题鲜明、脉络完整地全面展示了今

城阳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民

国时期这段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如果说博物馆是城阳发展的保

存者和记录者，那档案馆就是城阳保

护和传承文明精粹的重要殿堂。档案

综合展厅 800 平方米，配备先进的中

心机房、声像档案编辑室、电子文件

接收室、数字化室等专业技术用房。

一楼 280 平方米的档案专题展厅，被

分成了“档案通识”“档案连万家”“家

庭建档”“城阳档案”4 个主题篇章，

城阳第十中学高级教师李洪涛的家庭

档案，上马街道王林庄村干部孙中樟

记录的《王林庄村村务日记》……档

案馆将城阳的优秀事例搬进展厅，90

余幅照片、24 项多媒体影像资料、

70 余件实物展品等打造起立体生动

多维度的“档案知识读本”，以普通

市民的生动实践帮助参观者学会如何

建立家庭档案，引导公众走近档案、

了解档案，宣传档案文化，让档案走

进寻常百姓家。

数千年文化洗礼，让城阳人愈

发尊重历史、敬畏文化，更因此不断

守护和传承、创新和创造。城阳的灵

与韵、厚与美，浓缩在那些历史文化

符号里，再一次弥漫升腾。

青岛山一战遗址公园
青岛山一战遗址公园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远东惟一战场遗址，包含青

岛山风景区、一战遗址博物馆、青岛

山炮台遗址，山体沟壑纵横，历史人

文景观丰富，将成为中国军事要塞文

化旅游新地标。

青岛山炮台遗址又称俾斯麦山

大沽河博物馆。
Daguhe Museum.

南炮台旧址，是亚洲保存最完整、规

模最宏大的一战时期军事要塞，于

1899 年建成，约 2000 余平方米，40

余个厅、室，大部呈三层立体结构，

其中发电机房、锅炉房、弹药库、测

绘室、蓄水池、旋转瞭望塔等设施一

应俱全，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岛一

战遗址博物馆整体造型宛如和平鸽，

建筑面积近 1 万平方米。博物馆拥有

自青岛建置至主权回归期间的各类文

物、军服、武器、书籍、纪念章等

2000 多件藏品，根据大量珍贵文物、

档案资料，采用多媒体等高科技展示

方式进行场景复原，再现了家园故国

至主权回归的历程，是国内惟一全面

展现一战对中国命运影响的博物馆。

胶东行政公署旧址、莱西市库

区移民文化展览馆、胶高魂革命纪念

馆、大沽河博物馆、青岛市城阳区档

案馆、青岛山一战遗址公园……以爱

国教育基地核心的凝心聚魂爱国游，

感悟家国情怀，将殷殷之情系于中华

沃土，寸寸丹心忠于国家使命，用爱

国之心、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书写出

人生的华章。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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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文萱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传承红色精神，

肩负起时代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革命烈士为了今天的安居乐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而

他们如今都化成砥砺我们前行的红色革命精神。

Remembering the Revolutionary Heroes

铮铮铁骨  缅怀革命英烈

闻一多故居。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Wen Yiduo.

拜谒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在当年艰苦卓绝的

斗争环境下，革命先烈们不屈不饶、

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可歌可泣、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

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
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是一座

特别的博物馆。作为深耕红色宣讲、

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基地，这里设有

烈士纪念堂、抗战馆、军魂馆、“山

河魂”烈士群雕、烈士英名碑、烈士

墓区和流芳亭等。

烈士纪念堂展陈着中国共产党

成立百年来青岛不同历史时期的著名

烈士人物和精神事迹；抗战馆主要展

陈了青岛两次被日本侵占长达 16 年

战争罪行历史图片以及青岛军民顽强

抗战的历史资料等；军魂馆主要展陈

抗战胜利后青岛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斗

争以及开展护厂、护市、护校、反南

迁英勇斗争和青即战役等内容；“山

河魂”烈士群雕由 8 位人物形象组成，

中心人物以党的一大代表、青岛党组

织创建人邓恩铭为原型，周围并肩站

立着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以及

童工代表，象征着不屈不挠的青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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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警备 4 旅旅长兼政委邓龙翔、海

军航空兵飞行员王昆、海军 315 艇原

艇长蔡一清等。

从崂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前广场

到耸立在山顶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总

共有 299 级台阶，寓意着后人对革命

烈士永久怀念和烈士英灵永久长青。

革命烈士纪念碑高 27 米，用浮山花

岗岩镶嵌而成。革命烈士纪念堂在陵

园中心位置，陵园安葬着有名字的烈

士，四周松柏花草四季常青；纪念碑

西侧是一座无名烈士墓，无名烈士墓

呈金字塔样式，用崂山花岗岩铸成，

共 9 层，墓前是 3 件汉白玉雕塑，两

侧是花圈，花圈之间是橄榄枝围绕的

一本“光辉业绩永载史册”的巨书。

这里安葬着 99 名为解放青岛而牺牲

的无名烈士。 

姚庆祥烈士纪念馆
姚庆祥烈士纪念馆位于青岛市

即墨区鳌山卫街道姚家庄村南，院内

苍松翠柏、幽静典雅、庄严肃穆。姚

庆祥烈士纪念馆的前身是山东省人民

政府、山东省抗美援朝分会。为纪念

姚庆祥烈士，1954 年 10 月这里被修

建为“和平战士姚庆祥纪念祠”，后

改为姚庆祥烈士纪念馆，现为省级重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波澜壮阔

的革命斗争；纪念馆藏有图书 3000

余册，文物藏品 730 件，分为勋章、

荣誉证书、书画、文献、徽章、书籍、

油灯、相机、照片、日记本等十大类

别。代表性藏品有：谢觉哉先生写给

青岛首任市长马保三烈士的书信、一

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用过的油灯、段景

钦烈士读过的《孟子》、王一民烈士

用过的皮包等珍贵文物。其中，谢觉

哉先生写给青岛首任市长马保三烈士

的书信为国家三级文物。

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先后获得

国家部委和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省市国防教育基地、山东省党员教育

基地、青岛市干部党性教育基地、青

岛市“小公民”道德建设实践基地等

荣誉，年均接待社会各界瞻仰观众

20 余万人，未成年人观众６万余人。

崂山革命烈士陵园
1949 年 5 月 3 日，解放青岛的

即青战役打响，其中崂山之战就是

在崂山地区展开的。崂山是即青战

役的主战场。战役历时 1 个月，歼

敌 5745 人，解放了国民党在长江以

北最后一个重要据点——青岛。即青

战役作为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战役，有

力地配合了解放军主力部队向江南进

军，是中国共产党精心筹划的一次关

系复杂、意义重大的战役，是在战场

形势敌强我弱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以

弱胜强的经典战役。

为纪念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青岛

于 1992 年在中韩枣山修建了崂山烈

士陵园，陵园占地面积 5.3 万平方米，

建有牌坊、纪念堂、纪念碑、烈士墓

区等。此处总共安葬了 319 名革命烈

士，其中包括著名烈士有创建青岛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的王星五烈士、华东

刘谦初红色文化园。
 Liu Qianchu Red Cultural Park.

周浩然文化园。
Zhou Haoran Cultur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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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山东省

党史教育基地。

庭院的中央耸立着一尊姚庆祥烈

士的石雕像，烈士身穿志愿军军装，手

中紧握冲锋枪，目视远方，目光从容且

坚毅。其后为一座纪念碑，碑高 7 米，

碑顶雕刻着一只昂首欲飞的和平鸽，正

面镌刻着“和平战士姚庆祥烈士纪念

碑”12 个大字，背面碑文记录了姚庆

祥烈士的生平事迹。最北侧为纪念堂，

室内正中悬挂姚庆祥烈士的画像和献

给烈士的挽幛，陈列着与姚庆祥烈士有

关的图片、照片和文字资料。

周浩然文化园
周浩然文化园坐落于青岛市即

墨区段泊岚镇西尖庄村东侧，目前园

区已经形成一亭、两馆、三壁、四场、

十碑、“百杰”的景观建设格局。

“一亭”即纪念碑亭，占地面

积 225 平方米，碑高 1.8 米，碑宽 0.6

米，材料选用产自浙江的碳黑磨光

大理石，正面镌刻着镀金“周浩然

烈士纪念碑”8 个大字；“两馆”即

周浩然烈士纪念馆、周浩然文献史

料馆，展厅陈列着周浩然烈士的遗

作，文章、诗词、格言、日记等 18

万余字，展有图片 256 幅，史料馆

主要陈列周浩然日记、格言、诗词、

文章等文献史料及其复制品近百万

字；“三壁”即烈士经典睿语真迹

纪念壁、格言壁和“左联”风云壁，

真迹纪念壁成微弧形，环抱周浩然

烈士雕像，壁长 15 米，中间镶嵌着

39 块花岗岩磨光石板，前后分别镌

刻着 82 条烈士箴言睿语手书真迹，

展示了周浩然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苦乐观、

成败观、善恶观、知行观和生死观；

“四场”是周浩然雕像广场、“汽笛”

文艺广场、抗战纪念广场、牺牲纪

念碑广场；“十碑”为抗战百杰丰

碑、理想信念碑、道德碑、博学碑、

胶东抗战第一枪纪念碑、浩然井纪

念碑等；“百杰”景观则展现的是

周浩然与左权、鼓雪枫、杨靖宇、

白求恩、赵一曼等“全国抗日根据

地 100 名杰出的共产党员”。

刘谦初红色文化园
刘谦初被誉为“党的忠实儿子”。

依托刘谦初故居建成的刘谦初红色文

化园位于田庄镇东刘庄村东首街南北

巷东侧 78 号，占地 6600 平方米，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是

集红色教育、文化体验、田园观光等

于一体的红色教育基地。

刘谦初文化园内分为刘谦初事

迹陈列馆和刘谦初故居两个部分，

其中刘谦初事迹陈列馆展览面积为

1200 平方米，内设序厅、一号展厅、

二号展厅、三号展厅、报告厅 5 个部

分，内有 6 幅大型浮雕画、320 余幅

图片、290 余件展品、5 幅油画，还

有沉浸室、幻影成像、LED 大屏等，

使观众沉浸式感受革命志士“为民族

谋复兴”的壮志豪情。刘谦初红色文

化纪念馆在室外设立刘谦初雕像、红

色记忆雕塑、宣誓墙，以及浮雕铜板

画、砖雕长廊、休息连廊等室外文化

展示，该文化园依托刘谦初烈士一生

的革命足迹，集中展示刘谦初一颗红

心忠勇为党革命精神。

杨明斋事迹陈列馆
杨明斋故居座落在青岛平度市

明村镇马戈庄村，遗存 3 间平房，是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陈列馆以“命运多舛 闯饿谋生”“加

入俄共 投身革命”“受命回国 推动

建党”“转入中共 献身伟业”“长

者风范 精神永存”5 个主题，按照时

间顺轴线，通过声光电等多种形式展

示了杨明斋矢志革命、波澜壮阔的一

生。展厅内还有杨明斋的画像、杨明

斋的孙子杨久清的全家福照片及一些

文献资料。

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崂山革

命烈士陵园、姚庆祥烈士纪念馆、周

浩然文化园、刘谦初红色文化园、杨

明斋事迹陈列馆……革命英烈缅怀游

以革命烈士纪念馆和烈士故居为主，

缅怀为了祖国解放和人民安宁而英勇

牺牲的烈士们，倾听革命烈士们催人

泪洗的历史故事。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A hopeful nation won't 
last without heroes, 
and a promising coun-

try won't last without pioneers." We 
need to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
ary spirit and shoulder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numerous revolutionary martyrs sac-
rificed their lives so that people today 
can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they 
have now turned into the revolution-
ary spirit driving us forward.

Qingdao Revolutionary Martyrs 
Memorial Hall, Laoshan Revolution-

ary Martyrs Cemetery, Yao Qingxiang 
Martyr Memorial Hall, Zhou Haoran 
Cultural Park, Liu Qianchu Red Cul-
tural Park, Yang Mingzhai Deeds Exhi-
bition Hall... The tour for remember-
ing the revolutionary martyrs focuses 
on the memorial halls of revolution-
ary martyrs and the martyrs' former 
residences, to let people remember 
the martyrs who died bravely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peace of the people, and listen to the 
touching historical stories of the rev-
olutionary mart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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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艺青岛 ashion 
Artistic Qingda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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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条主线，全国各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谋划、认真筹备，聚焦

时代主题、紧扣重点工作，着力推出了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的精

品力作。6 月 22 日晚，青岛市“喜迎二十大”舞台精品展演季在青岛市人民会堂正式拉开帷幕，作为舞

台精品展演季启幕大戏的民族歌剧《国·家》精彩上演，让青岛观众领略了本土舞台艺术精品的魅力，也

对展演季充满期待。

Qingdao "Welcoming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Outstanding 
Stage Works Performance Season Kicked Off

文 /王欣

——青岛市“喜迎二十大”舞台精品展演季隆重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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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青岛市话剧院、青岛市京剧院、青岛

交响乐团 4 个院团作为演出单位，上

演不同艺术种类的演出，全面展示青

岛舞台艺术精品创作高峰。

此次青岛市“喜迎二十大”舞台

精品展演季活动，自《国·家》启幕之后，

还有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话

剧《光荣人家》等大戏升级亮相；现

代京剧《沙家浜》《杜鹃山》《红灯记》、

民族音乐会《国风雅韵》等经典，让

观众领略传统艺术魅力；交响组曲《五

月的风》《琴岛畅想》则以青岛为题，

为文化青岛打造原创高雅音乐品牌；

吕剧《百川东到海》、小剧场话剧《离

去的你》紧扣时代脉搏，讲述中国故事；

儿童剧《孙小圣大闹天宫》《工匠鲁班》

《渔童海娃》创新舞台创作，穿越时

空给小观众带来传统文化教育……

讲好红色故事
作 为 刻 进 中 国 DNA 里 的 艺 术 形

式，民族歌剧、京剧、民族音乐会，

是演绎红色经典、讲好红色故事的不

二选择。

一直以来，传承发展中国民族歌

剧，青岛走在全国的前列。此次青岛

市“喜迎二十大”舞台精品展演季活

动中的《马向阳下乡记》《国·家》

都是由青岛演艺集团出品、青岛市歌

舞剧院创排的大型民族歌剧，两部剧

均入选“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

重点扶持剧目，也都是在全国歌剧舞

台赢得赞誉的精品佳作。

民 族 歌 剧《 马 向 阳 下 乡 记》 根

据 同 名 热 播 的 电 视 剧 改 编， 取 材 于

现实生活，聚焦精准扶贫时代题材，

讲述了农科院的助理研究员马向阳，

下 乡 当 第 一 书 记 扶 贫 济 困 的 感 人 故

事。 作 为 大 槐 树 村 长 大 的 孩 子， 马

向 阳 对 故 乡 充 满 感 情， 一 腔 热 血 来

到 家 乡， 一 心 要 让 大 槐 树 下“ 长 出

金子”，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然 而， 落 后 的 意 识， 村 干 部 工 作 失

误，欠下村民的债务引起的风波……

困 难 重 重， 让 他 一 度 想 打 退 堂 鼓，

后 来 在 太 奶 奶 的 启 发 下， 马 向 阳 用

一颗赤诚的心巧妙化解了重重矛盾，

带 着 大 槐 树 村 的 乡 亲 们 走 上 了 致 富

路。 该 剧 由 著 名 剧 作 家 代 路、 著 名

编 剧 廉 海 平 担 任 编 剧， 著 名 导 演 艺

术 家 黄 定 山 担 任 导 演。 不 仅 频 频 登

上 全 国 舞 台 艺 术 作 品 展 演 的 舞 台，

更是一举夺下“文华大奖”。

民 族 歌 剧《 国· 家》 则 通 过 现

代舞台艺术带着观众重返历史现场，

感悟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国·家》

没 有 写 惊 天 动 地 的 大 事 件， 也 没 有

写 有 名 有 姓 的 大 人 物， 讲 述 的 是 一

群 为 共 和 国 建 立 英 勇 献 身 的 普 通 战

士， 为 追 求 美 好 生 活 而 战 斗， 为 建

立 一 个 公 平 正 义、 民 主 自 由 的 新 中

国 而 英 勇 献 身， 他 们 就 像 天 安 门 广

场 人 民 英 雄 纪 念 碑 上 镌 刻 的 前 赴 后

继 牺 牲 的 那 些 无 名 英 雄， 永 远 铭 记

在 我 们 心 中。 该 剧 从“ 小 人 物， 大

情怀；小角度，大视野”的角度切入，

演 绎 了 充 沛 的 革 命 浪 漫 主 义 精 神，

将 平 凡 人 的 小 日 子 与 国 泰 民 安 的 大

愿 景 对 照， 综 合 了 精 彩 唱 腔、 奇 绝

舞 美、 绚 丽 灯 光、 点 睛 特 效 和 奇 幻

多 媒 体 艺 术， 构 建 了 一 出 充 满 革 命

浪 漫 主 义 精 神 的 大 戏。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国· 家》 主 创 团 队 历 时 3 年

对 剧 本 进 行 精 心 打 磨， 至 首 演 时 前

后 共 进 行 了 13 稿 修 改。2021 年 该

剧荣获第四届中国歌剧节优秀剧目。

2022 年，青岛演艺集团“2022 云上

演 出 季” 重 磅 推 出《 国· 家》， 广

受网友及现场观众好评。5 月 17 日

至 31 日，《国·家》顺利圆满完成

了市内巡演，7 天 12 场的演出不仅

让 观 众 感 受 了 民 族 歌 剧 魅 力， 也 让

大家重温革命历程，感怀家国情怀。

而吕剧《百川东到海》取材于郑

据介绍，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以优秀的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唱

响时代主旋、传承红色基因、展示城

市形象，大力营造团结奋斗、自信自强、

国泰民安的浓厚氛围，由中共青岛市

委宣传部、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

演艺集团主办的青岛市“喜迎二十大”

舞台精品展演季活动正式推出，将持

续至 12 月。本次展演季总共推出 17

台剧目 40 场演出，演出剧场涉及青岛

市人民会堂、永安大戏院、青话小剧

场、李沧剧院、城阳大剧院、胶州市

会议中心大剧院等。青岛市歌舞剧院、

民族歌剧《国·家》
National opera Country ·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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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同名小说，是一部富有浪漫传奇色

彩的革命史诗，作品以 1919 年至 1949

年为时间坐标建构起宏大的叙事框架，

百川归海，泥沙俱下，波澜壮阔的革

命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极具地方

特色的戏曲形式，吕剧是青岛乃至山

东的文化传承，青岛市歌舞剧院的吕

剧演员们将为观众带来熟悉又新鲜的

舞台表演。

追忆红色经典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红色经典现

代京剧更是风靡一时的舞台经典，人

人都能哼上几首经典唱段。在青岛市

“喜迎二十大”舞台精品展演季活动中，

青岛市京剧院上演《红灯记》《沙家浜》

和《杜鹃山》，可谓是一代人的追忆，

精彩的演出会让观众大饱耳福，博得

满堂喝彩。

7 月 7 日至 8 日晚，青岛市京剧院

复排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在青岛市

人民会堂成功上演。该剧讲述的是党

从井冈山派柯湘到湘赣边界的杜鹃山

领导一支农民自卫军，途中柯湘被捕

又恰巧被自卫军营救。自此，柯湘担

任了自卫军的党代表。她宣传党的阶

级政策，团结群众，不断扩大武装。

地主武装头子毒蛇胆勾结自卫军中的

叛徒温其久，抓住雷刚的义母，诱雷

刚下山，妄图一举消灭自卫军。柯湘

识破敌人毒计，主张用敌进我退的办

法，会合主力，粉碎敌人的进犯。雷

刚不听劝阻，莽撞下山救母，结果中

计被捕。柯湘率尖刀班救出雷刚母子，

清除了叛徒。改造了这支自发的农民

自卫军。“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

煤做马牛，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

度岁月，不识冬夏与春秋……”《家

住安源》一首曲落，柯湘的悲惨身世

和英勇形象也似迎风的劲松、如火的

杜鹃花，以其独有的风姿，放射出夺

目的光彩。青岛市京剧院优秀青年演

员白入夙精彩的演唱将现场观众们的

思绪带回到了那个年代，重温了一代

人的经典回忆，现场掌声雷动，叫好

声不断。据介绍，1998 年，青岛市京

剧院就曾复排过《杜鹃山》，在全国

各地演出三四百场，在青岛也拥有一

大批铁杆戏迷。暌违近 10 年，这部经

典大戏再次复排，对青岛戏迷有着特

别的寓意。本次复排，青岛市京剧院

收集了《杜鹃山舞台调度图》《杜鹃

山舞台美术资料》等大量的资料，由

青岛市京剧院院长巩发艺担任复排导

京剧《杜鹃山》
Beijing opera Azalea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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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剧《孙小圣大闹天宫》
Children’s drama Sun Xiaosheng’s Journey to the World of “Journey to the West”  

话剧《光荣人家》  
Drama Honored Family

演。此外，道具、布景全面翻新制作，

最大化还原《杜鹃山》这部红色经典

剧目，向经典致敬。此次复排的《杜

鹃山》以青年演员担纲主力，作为首

发阵容，以“青春”为底色，用国粹

渲染红色岁月，演出中，青年演员的

表现令人眼前一亮，《无产者》《家

住安源》《乱云飞》等诸多著名唱段

铿锵有力，获得观众热情的掌声。

30 多年前，《红灯记》的台词可

谓是家喻户晓，深受人们的喜爱与传

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

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

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

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

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

红亮的心。”现代京剧《红灯记》李

铁梅的一段唱段，表达了革命同志之

间的关系胜似亲情的主旨，也瞬间把

观众的思绪带回那个年代——京剧《红

灯记》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东北某地，地

下党员李玉和为转移密电码，被叛徒

出卖，母亲、女儿也被牵连入狱，祖

孙三代与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李玉和和李奶奶被敌人杀害，其女铁

梅却在这血与火中得到锤炼。最后在

群众的帮助下，铁梅终于将密电码送

往北山游击队，严惩了叛徒，取得了

斗争的胜利。

现代京剧《沙家浜》堪称戏剧中

的经典，几十年来久经不衰、百看不

厌，它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沙家浜，

一个江南的村镇。新四军某部和敌人

迂回作战，一度撤离常熟一带，留下

以指导员郭建光为首的 18 名病员，经

县委布置，由地下党联络员阿庆嫂负

责，安置在沙家浜休养。日寇疯狂扫荡，

妄图消灭新四军。地痞武装忠义救国

军受蒋匪收买，与日寇勾结，反共叛国。

伪司令胡传魁与伪参谋长刁德一奉日

寇命进驻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伤病员。

阿庆嫂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

抓住敌人的弱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将伤病员

安全转移到芦苇荡。她身处虎穴，机

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屡次击破敌人

攻势。新四军伤病员在芦苇荡险恶的

环境中，坚如磐石，屹立如青松。病

愈后，乘夜武装奔袭沙家浜，配合主

力部队，取得全歼敌伪的战果。沙家

浜重新插上红旗。

作为不朽的经典剧作，《杜鹃山》

《红灯记》《沙家浜》等在人们心中

是不可磨灭的，那一段时期更是在老

一辈人的记忆力里根深蒂固。此次青

岛市“喜迎二十大”舞台精品展演季

活动中，红色经典重新唤起观众的记

忆，让人们感觉犹如回到了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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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去感受那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展现音乐之岛
青岛是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

有着丰厚的音乐文化底蕴，也有着非

常丰厚的人文资本。从第一把“中国造”

的小提琴在青岛诞生，到从青岛走出

的中国伟大的音乐教育家谭抒真教授、

合唱指挥家吴灵芬教授、著名的小提

琴演奏家吕思清……无不证明着青岛

是音乐人才辈出的城市。音乐之岛，

是对这座城市内在气质的形象表述，

也是“让人文青岛享誉世界”的一张

名片。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展现青岛这

座城市？青岛文艺工作者对此进行艺

术探索，并在“喜迎二十大”舞台精

品展演季中有所展现。

青 岛 交 响 乐 团 今 年 创 排 的 大 型

交响合唱《琴岛畅想》，由郑阳谱曲、

陈 钦 智 作 词， 是 由 乐 团 委 约 创 作 的

描 写 青 岛 百 余 年 来 作 为 新 兴 城 市，

蓬 勃 发 展，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的 作 品。

全曲由乐队演奏的序曲和《山》《海》

《酒》《山海城》4 个包含合唱的乐

章 组 成， 器 乐 与 声 乐 围 绕 着 主 题 展

开， 用 音 乐 的 形 式 把 青 岛 的 百 态 展

示给听众们。

作为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打造的独

立知识产权的音乐名片，交响组曲《五

月的风》也将在展演季亮相，该组曲

邀请中国音协主席叶小纲担纲音乐总

监，由青年作曲家张帅、俞极以及本

土作曲家任安等 5 位青年作曲家为乐

团共同创作属于本团独立知识产权的

讲好青岛故事的交响组曲。这部作品

有感于青岛的地标性雕塑“五月的风”，

是一部反映青春与梦想的管弦乐作品。

此外，由青岛演艺集团歌舞剧院

民族乐团创排的《国风雅韵——传统

民乐独奏作品音乐会》，不仅有气势

磅礴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更有二胡、

琵琶、竹笛等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乐

现代京剧《沙家浜》
Modern Beijing opera Shajiabang

当代小舞剧《星河·wu 语》当代小舞剧《星河·wu 语》
Contemporary dance drama Stories of an Autistic ChildContemporary dance drama Stories of an Autistic Child

京剧《红灯记》
Beijing opera The Red La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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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elcome the convening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ampion the 

underlying values of the times with 
excellent realistic stage works,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display the image of the city, and 
vigorously foster a good atmosphere 
of unity and hard work, self-confi-
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Qingdao 
"Welcoming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Outstanding Stage Works 

Performance Seaso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on June 22 and will last 
until December. A total of 40 per-
formances of 17 plays will be put 
on throughout the season. Four 
performing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Qingdao Song and Dance Theater, 
Qingdao Theater, Qingdao Peking 
Opera Theater and Qingdao Sympho-
ny Orchestra will stage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to fully display the 
outstanding works, which manifests a 
peak in the stage play creation.

器独奏作品，来自中国风的底蕴和精

彩，尽在这台音乐会之中。而由青岛

交响乐团演出的《“红色经典，献礼

二十大”音乐会》，则选择了中国曲

目《红旗颂》《黄河》《牧民新歌》《我

的祖国》《海霞组曲》《再唱山丹丹》

等，邀请乐迷聆听中国红色经典。

演绎时代人物
青岛市“喜迎二十大”舞台精品

展演季最不能错过的，还有青岛市话剧

院创排的话剧《光荣人家》。这部具有

代表性的典范好剧激励人们坚定永远

跟党走、奋进新时代的信念，它以青岛

平度董成森家庭为生活素材创作——

董成森老人倾尽毕生热血爱国爱军，将

红色家风代代相传，董家迄今共有四

代 18 人应征入伍。该剧以时间为轴，

通过剧中主人公“董成军”及其家庭几

代人应征入伍的曲折过程为主线，讲述

这个光荣之家在历史不同时期、人生不

同阶段，经受不同时代风雨洗礼，面

对不同价值取向的诱惑，始终坚守“一

日从军、永远忠诚；一人当兵、全家报

国”的信念，带动家族 18 人参军入伍

的感人故事。由于这部剧的时间跨度

大，为了丰富表现形式和内容，特别采

用了“闪回”的时空交错式结构，将抗

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的战友情节与现

实生活不断进行跨时空的交流，这不

仅是董成军对军队、对英烈的一种“精

神寄托”，同时也唤起整个社会对“最

可爱精神”的回归。观众们在动人的红

色故事中，感受信仰、忠诚、牺牲、担

当的精神，深受触动，如同上了一堂鲜

活生动的“党课”。

此外，由青岛市话剧院着力打造

的全新小剧场话剧《离去的你》，是又

一部强军赞歌。故事讲述参加过抗美援

朝的最小的通讯员，晚年住在干休所

里，他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干休所里的

护士们经常陪他演戏，这位老兵也经

常“回到”自己最难忘的抗美援朝战

场……该剧再现历史，展现了革命军人

顽强不息、奋勇直前的革命精神。

呈现传统文化
据介绍，青岛市“喜迎二十大”

舞台精品展演季活动，由青岛演艺集

团旗下各大院团精心选送，是青岛在

红色资源挖掘、红色题材创作方面优

秀成果的集中呈现。舞台艺术形式多

种多样，不仅有民族歌剧、话剧、现

代京剧、吕剧、民族音乐、交响乐，

还有精彩的儿童剧。这些儿童剧目采

用多媒体视听创意和新颖的表现手法，

聚焦现实题材，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

元素展现在舞台上——此次，青岛市

话剧院带来了多部儿童剧，以当代审

美切入当下儿童问题，提高孩子们的

艺术修养的同时传递给他们传统文化，

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小学生孙小圣备受学业困扰，还

在学校大队委选拔中落选，失意的他在

游览西游景区时进入“虚拟时空”，化

身孙大圣完成任务，把大圣的伟岸身影

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现实题材儿童剧

《孙小圣大闹天宫》，舞台上孙大圣与

孙小圣之间的变身、互动，展现了新生

代儿童剧的创意和高科技手段。

《渔童海娃》讲述的是第三届“世

界少年电子编程大赛”中，来自青岛

的科技神童“鲁海娃”一路过关斩将

杀入决赛，对阵德国少年“费舍尔”。

鲁海娃利用高超的编程技术和一颗“爱

国心”，最终唤醒了渔盆中的“渔童

海娃”，夺取了冠军。这部剧巧妙地

让人联想到经典动画片《渔童》，可

以让家长孩子一起感受艺术魅力。

《 工 匠 鲁 班》 故 事 从 现 代 开 始

讲起，儿子喜欢流行的乐高，父亲则

讲故事告诉儿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并拿出一个拼图结构的中国古

典建筑模型，然后讲起关于鲁班的故

事……该剧通过对鲁班艰苦奋斗研究

钻研的劳动精神的演绎，展现中华民

族劳动人民智慧和勤奋。

此外，当代小舞剧《星河·WU 语》

由青岛市歌舞剧院舞蹈团创排，这部

小舞剧运用现代的叙事手法，从小人

物的角度切入，讲述了一段感人的中

国故事。该剧用当代舞舞台展示自闭

症患者融入社会的过程的同时，也生

动表现出每个人对父爱从不知觉到觉

知的过程。同时，呼吁社会大众加强

关爱自闭症患者以及残障群体。

民族歌剧、话剧、现代京剧、吕

剧、民族音乐、交响乐、儿童剧……

青岛本土最强的创演力量，青岛演员

最靓的演出阵容，尽在“喜迎二十大”

舞台精品展演季！

（本文图片由青岛演艺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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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城区感受历史与潮流的交融。（图 / 王勇森）
Feel the fus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old urban areas. 

文 /吴彤 

Walking Around Dabaodao and Exploring the Less-visited Art Blocks

漫步大鲍岛，打卡小众文艺街区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青岛给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在这宛如油画般的城市风景

里，“里院”保存着青岛最初的风情。大鲍岛是青岛最早的商业中心，是青岛繁荣商贸业的“摇

篮”，作为最具青岛特色的历史城区之一，大鲍岛绘制了老青岛人生活的图景，记录了青岛百

年的奋斗史、生活史和共建史，承载了几代青岛人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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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为青岛工业设计创新中心，面

貌焕然一新。

广兴里周边道路种植着法国梧桐，

随着街区的改造复兴，这些历经风雨

的老树在这个初夏时节再次焕发青春。

路边的繁花次第绽放，里院原汁原味

的红砖墙和门窗，搭配着具有年代感

的路灯、斑驳的马牙石路……整条街

充满了浪漫的诗意，如今这里已晋升

为青岛小众文艺打卡地。

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的复兴，也

孕育着无数的梦想。这里有各式有趣

又有料的店铺，脱口秀、相声等文化

艺术，潮流品牌、设计师品牌等文创

零售，青岛老字号、特色餐饮等餐饮

集群，次文化、小众文化体验等，让

曾经沉寂的老城区注入了新活力，重

现了百年青岛“华商云集之地”的烟

火气。

青岛社
中山路地铁站 D 出口的对面，映

入眼帘的便是“青岛社”3 个大字。这

是一家专业从事二次元原创与模型玩

具设计的动漫工作室和模玩实体店，

也为历史感浓厚的大鲍岛文化休闲街

区带来了“跨次元”的新鲜感，凸显

了老城区的包容性。

广兴里如今已晋升为青岛小众文艺打卡地。（组图 / 王勇森）
Guangxingli has now become a famous destination for niche art in Qingdao. 

大鲍岛：百年老城区蝶变归来
经过历史的成长与沉浮，百年老

城区蝶变归来，成为大鲍岛文化休闲

街区。作为青岛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

项目的代表，通过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利用，以文化时尚的街区表达形式吸

引青岛本地年轻消费客群及旅游客群，

促进老城区活出“新姿态”。

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中，以广兴

里最具代表性。2020 年，青岛市历史

城区保护更新试点项目开园仪式在广

兴里举行，此次的历史城区保护更新

试点项目中，四方路街区以广兴里为

核心，汇聚国内外知名工业设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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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岁的老板是听着“一二一、上

街里，买书包、买铅笔”的童谣长大的，

从小他就认定“街里”应该是一个开

玩具店的好地方，因此便种下了在里

院开店的梦想。现在国潮文化、传统

文化已经成为了新的时尚潮流，而大

鲍岛正像青岛人的精神图腾，与国潮

完美契合。

藕合·手作
藕合·手作是一家手作小店，由

几位设计师搭建的原创衍生产品定制

和商业转化平台。

这家位于街角的小店，用巨大的

手工玩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倚在门

口的、坐在窗前的、挂在树上的、缠

在灯杆上的，猫头鹰、泰迪熊、大白鹅，

各个憨态可掬、萌感十足，“拦”住

路人的脚步，吸引了人们来拍照打卡。

店里以原创手作为主打，提供小工艺

品私人订制、手作服务，还可以按照

顾客需求设计 DIY 帆布袋、抱枕等各

种小物件。像是现在极流行的棉花娃

娃、尤克里里木工手作、绘画手绢、

帆布包等等都能在这里找到，独一无

二绝无撞款的可能性。

Dora vintage
Dora vintage 是入驻大鲍岛文化休

闲街区比较早的一家集首饰、服装、

娃娃、小众设计师原创品牌为一体的

古着店，店铺装修风格独有一种复古

的摩登感，原创品牌服饰、款式多样

的古着服装都历经了时光的雕琢，留

下了独特的复古美。

曾任工业设计师的老板娘 Dora 与

建筑系的丈夫一起成立 Dora vintage，

同时也是自创设计师品牌与 vintage 结

合的店，因为喜欢复古文化，Dora 同

样也被大鲍岛这个有历史韵味的街区

所吸引，开业 1 年多来，Dora vintage

不仅吸引了许多古着爱好者，同时也

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重现了百年青岛“华商云集之地”的烟火气。（组图 / 王勇森）
Dabaodao cultural and leisure block has revived the century-old Qingdao once hailed as a "gathering 
place of Chinese merc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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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d  t i l e s  n e s t l i n g 
among green trees and 
the blue sea meeting 

the azure sky" is the most impres-
sive image Qingdao has left people. 
Amid the picturesque urban land-
scape, Liyuan-style buildings have 
preserved the original style of Qin-
gdao. Dabaodao is the earliest com-
mercial center of Qingdao and the 
cradle of Qingdao's prosperous com-
merce and trade. After the recon-
stru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old urban areas, Dabaodao cultural 
and leisure block is also nurturing 

countless dreams. There are all 
kinds of interesting shops with rich 
articles, cultural and artistic forms 
such as talk shows and cross talks, 
retail stor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rom fashion brands and 
designer brands, catering clusters 
such as time-honored brands and 
local treats in Qingdao, subculture 
and niche culture experience, which 
has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the 
once silent old urban areas and re-
vived the hundred-year-old Qingdao 
once hailed as a "gathering place of 
Chinese merchants".

汇聚了一大批过来寻找灵感的设计师

和对历史文化情有独钟的年轻人。

1903 青岛酒馆 MIX 店
夏夜的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怎

么能少得了一杯冰镇酒饮的陪伴？在

最具历史感的里院建筑里，定要感受

最纯正的青岛精酿。

位于博山路 64 号的 1903 青岛酒

馆 MIX 店于 6 月底终于揭开了神秘面

纱，这里全部都是“里院限定款”，

不仅汇聚了里院老文化，还能体验到

啤酒新玩法：特调产品为主题的“特

别鲜”啤酒系列，以里院特色吃法、

首创青岛八大件为主题的“特别新”

美食系列，以啤酒创意结合时尚潮品

的“特别潮”文创系列……店内还将

持续开展以青岛城市特色和里院历史

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既是唤醒青

岛的夜经济，也是复兴了青岛的新市

井文化。

荷田水铺
既能喝奶茶又能体验穿越时光的

浪漫——在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这

个愿望马上就能实现。

作为青岛首家荷田水铺穿越店，

它主打荷田水铺 × 大鲍岛穿越主题。

在这里，你可以身着汉服，穿梭文字

轻纱帘、登上“前世今生阶梯”开启

浪漫的穿越时光之旅；还可以漫步院

内，置身随机设计的文化墙、具有东

南亚风情的植物角，品味身处历史城

区的惬意时光。荷田水铺还将开设茶

艺课堂、小小李时珍、手作课堂等文

化工艺课堂，让你在品味爆款新品的

同时，体验国潮文化。

“铭海堂”大鲍岛快闪店
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不仅吸引了

一批网红创意店，同样吸引着相声等

文化项目。作为青岛首家集常态化演

出、曲艺培训、文化交流、网红孵化

于一体的传统文化会馆——铭海堂相

声剧场，如今也在大鲍岛的快闪店开

张纳客。

铭海堂的粉丝以年轻人居多，观

众群以“80 后”“90 后”甚至“00 后”

为主。这次铭海堂相声剧场作为历史

文化街区传统文化项目入驻大鲍岛，

对这一区域的文化氛围和气质也是一

种提升。

洛川家美术馆
老城区是最有艺术气质的地方，

艺术反过来也在滋养着老城区，给老

城区带来勃勃生机。2017 年老城翻新

后，第一个在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启

动的就是洛川家美术馆。百年里院的

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情怀，吸引着艺术

家们在此集结，让洛川家美术馆成为

集展览展示、影视影像、艺术微喷、

咖啡轻食、美术教育为一体的小型“综

合体”，用艺术的方式为大众提供一

个能够呈现历史文化记录的场所。

7 月，“探寻艺术之美 感知城市

更新”——西班牙科学摄影展和乌拉圭

“高乔人”摄影展在洛川家美术馆开幕，

为人们带来两场精彩的视觉盛宴。为充

分挖掘和利用外事资源服务城市更新

和城市建设，助力青岛打造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青岛市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联合青岛市市北区政府

与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乌拉圭驻华大使

馆等共同策划举办了此次“探寻艺术之

美 感知城市更新”活动，将西班牙科

学摄影展和乌拉圭“高乔人”摄影展带

进青岛老城区，让西方摄影艺术与青岛

里院文化激情碰撞。

西班牙科学摄影展自 2018 年起已

在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昆明、

福州等城市相继举办，青岛是第 7 个

巡展城市，该展展出第 15 届西班牙科

学摄影大赛的 49 幅获奖作品，将视觉

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鼓励科学界

向大众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使科技更

贴近社会；乌拉圭“高乔人”摄影展

则展出了乌拉圭著名摄影师路易斯·法

比尼反映乌拉圭“高乔人”生存状态

的 33 幅摄影作品，带领参展者穿越到

乌拉圭北部草原，通过直观影像了解

独具特色的乌拉圭乡村文化与传统。

其实，若只是在街区里的藤椅上

坐一坐，脚踩百年历史的石板路，听

风无声地穿过每一家店铺，看阳光透

过茂盛的树叶洒落一地的斑驳，就能

感受历史与潮流的交融，这便是大鲍

岛文化休闲街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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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郑敦君 

礼赞“山东好人”，爱与心的付出

Commending "Shandong Good People" for Their Dedication 
out of Love and Good Heart

近期，山东省文明办公布第 123 期“山东好人”，青岛共有 4 人入选，他们分别是诚实守信、

甘心付出和奉献的邢彩丽；敬业奉献、践行医者职责的徐梅；见义勇为、不惧风雨守护海岸的李欣；

孝老爱亲、悉心照顾重病儿媳的陈志宏。他们，用爱与心的付出书写着人间真情与大爱的故事，

也用实际行动感染着人们。人间深情暖人心，传播大爱聚人心。

近期，山东省文明办公布第 123 期“山东好人”，青岛共有 4 人入选。他们用爱与心的付出书写着人间真情与大爱的故事。（图 / 杨雪梅）
Recently, Shandong Civilization Office released the list of the 123rd batch of "Shandong good people". Four people from Qingdao made the list. They have written 
stories of true and great love in the world with their dedication out of love and good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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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邢彩丽与同事拿着慰问品

来到了小森的家中。小森的家是租住

的是老房子，家里惟一的家电是一台

老式电视机，甚至连一张学习的桌子

都没有，小森只能趴在炕上写作业。

虽然依靠国家补贴，生活能够基本保

障，但孩子心理上缺少关爱和自信。

邢彩丽主动跟小森聊起天，小森也只

是问一句答一句，看人的眼神都是怯

生生的。看着瘦小的孩子，脏兮兮的

衣服松松垮垮挂在身上，她以一句“阿

姨一定会常来看你”与小森定下了“爱

的约定”，同时，她也在心里默默告

诉自己“必须要帮助这个孩子”。

4 年来，邢彩丽每月定期去探望孩

子，往返近 90 公里从未中断。在邢彩

丽的带动下，9 路线上越来越多的同事

知道了小森的故事，并加入到帮助小

森的队伍中来。目前，邢彩丽带领同

事为孩子捐赠了 2 万余元爱心善款和

生活物资。除了物质上的帮助，邢彩

丽也成了孩子的“心理老师”。小森

刚认识邢彩丽的时候，心中有很大的

防备。邢彩丽想方设法让小森打开心

扉，陪着小森写作业，了解小森的喜好，

带小森外出游玩……这 4 年来，邢彩

丽用心陪伴着小森，小森的学习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开

朗。

今年 2 月，小森为邢彩丽过了一

个难忘的生日。小森用日常生活费偷

偷攒出来一点零钱，购买了 1 个小蛋

糕和 1 盆仙人掌，还手写了 1 封感谢信，

“感谢您对我的帮助，也同样感谢每

次和您一起的叔叔阿姨，我一定好好

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谢谢您！”

看着手拿着礼物有点害羞的小森，邢

彩丽顿时红了眼眶。

邢彩丽以一位母亲的善良让年幼

孩童感受到温暖与爱，更以一名党员

的情怀让特殊家庭看到生活的希望。

一句“爱的约定” 4 年爱的陪伴
邢彩丽是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限

公司的公交驾驶员，2018 年，邢彩丽

偶然间听说起张家楼街道岭前马家庄

村男孩小森的家庭情况，母亲患有唐

氏综合征导致智力障碍，父亲患有小

儿麻痹症且语言功能还存在障碍，还

有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弟弟。受家庭

的影响，小森比较孤僻，每天要么看

书学习要么忙着做家务。善良的邢彩

丽想到才比自己的儿子大 2 岁的小森，

小小幼童却要承受如此的生活重担，

暗下决心要帮助这个家庭。

她以质朴的行动诠释着诚实守信的价

值准则，播撒真善美的种子，传递社

会的正能量，以一名普通劳动者的文

明之举展现着大爱之光。

不断践行医者职责的最美护士
今年 3 月 4 日，青岛莱西市突发

疫情，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产房护

士长、副主任护师徐梅接到支援莱西

的通知，任城阳区赴莱西核酸采样队

队长，带领临时组建的 200 人队伍立

刻赴莱西进行核酸采集的支援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这支队伍从多个单

位临时抽调人员组成，年龄跨度也比

较大，“60 后”到“00 后”，多数人

是第一次执行防疫任务。为确保每个

医护人员的安全，在去莱西的路上，

她把相关防护工作要求及核酸采集相

关要求等用微信分享给大家，让大家

在车上反复重温、学习。

作为一名工作 27 年的护理人员，

一名优秀的护士长，哪里风险最高哪

里就有她的身影。3 月 6 日凌晨，她突

然接到当地镇上的电话，当天的采样

村民中有 1 名结果显示阳性。徐梅马

上紧张起来，确定波及面以及具体位

置后，她立即前往这个采集点，“有

风险必须我先上”这是徐梅对队员的

承诺，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在这场“战

役”中，徐梅充当多个角色，作为指

挥员，她要协调团队、统筹管理；作

为信息联络员，她要及时了解情况上

传下达；作为“大管家”，她要充分

了解队员们的状态。除了工作安排，

还要照顾好组员的生活起居、防疫安

全，当组员深夜脱下防护服累到不能

站立以及想家的时候，徐梅总是会给

他们加油鼓劲。组员睡下了，她还要

继续联系次日工作，清点防疫物资。

前 5 轮采样工作需要凌晨 2:30 准

时出发，当天结束工作时已是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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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莱西的十几天，她手机不离手，

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在她的带领

下，团队顺利完成支援莱西任务。11

天 11 轮核酸采样，日夜守护，她带领

城阳支援莱西的两个团队完成核酸采

样近 50 万人次，其中亲自带队的一队

完成核酸采样 26 万余人次。

顺利完成支援莱西任务返回城阳

后，徐梅的使命并未停止，她又立刻

投入到城阳区重点人员采样工作中，

因居家隔离人员较多、分散，任务执

行非常困难，她带领队员们每天穿梭

于各个小区。截至 4 月 1 日共完成入

户重点人群单管采样 5.3 万人次，混管

采集 5.2 万人次，圆满完成了城阳区重

点人群的采样工作。从莱西战场转场

到城阳，徐梅默默付出，她没有胆怯

退缩，只有临危受命的担当。

无惧风雨守护海岸的逐浪人
青岛金山海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的李欣，常年守护在青岛沿海一线时

刻待命，7 年的时间，他用这份热爱与

坚守默默地守护着美丽的海岸线，累

计参与救援数十次，独立作业解救被

困人员 19 人次，团队配合成功解救被

困人员百余人次。

2021 年 9 日 13 日上午 11 时左右，

受台风“灿都”外围环流影响，青岛

沿海浪高涌急，一艘载有 9 人的船只

在浮山湾老鼠礁海域被海浪打翻倒扣，

船上人员全部落水，只能趴坐在翻倒

的船底任其漂着。正在附近巡逻的李

欣收到营救指令后，带领队员火速赶

往老鼠礁附近海域。“快一秒就是生

机！”危急时刻，有着丰富海域救援

经验的李欣带领队员立刻锁定落水人

员位置，飞速上船、启动船只、迎着

风浪，火速赶往老鼠礁附近海域。大

风带来的涌浪增加了救援船只的航行

阻力，航速降低使船舶产生猛烈摇摆，

又加上水下环境复杂，极大增加了救

援难度。每当特大浪群扑来时，李欣

根据多年海上作业对水域暗礁的经验

了解，娴熟地以适当的首向偏顶浪航

行，斩风斗浪，仅用 6 分钟就赶到了

出事海域。

一边是凛冽的海风，一边是汹涌

的潮水，此时被困人员就在眼前，却

被海潮翻涌、巨浪如墙生生隔断彼此

间的距离。紧急时刻，李欣根据当前

海上的风向、浪涌以及暗流流向做出

判断，寻求最佳救援方案。由于风大

浪急，抛扔救生圈的方法根本无法实

现。于是他灵活轻巧地驾驶摩托艇试

图再次靠近打翻渔船，但海上掀起的

近 2 米高的巨浪阻拦着李欣靠近，多

次尝试始终没有成功。

生死一线之际，又有 8 名队友驾

驶 4 艘救援船只赶到了出事水域，大

家分别在渔船四周观察，重新调整制

定救援方案。李欣敏锐地观察到了风

向的变化，会让两个不同方向的波浪

形成周期性变化的群波，3 个或 5 个大

浪之后会出现几个小浪。生死搏命之

间，全体救援人员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分秒必争，最终决定尝试利用蓝色冲

锋舟靠近翻船。李欣一边查看现场情

况，对船上被困人员喊话，稳定他们

的情绪，一边带领水性较好的救援人

员携带救生圈，驾驶冲锋舟，调整船

向，控制好油门，趁风浪减弱的间歇，

迅速靠上落水船只，分两次将被困人

员安全解救到大船上，用时 17 分钟成

功完成这次救援行动。整个救援过程，

李欣沉着冷静地指挥救援行动，带领

队友不畏危险、克服困难、机智英勇、

配合默契，他们的见义勇为事迹被山

东电视台、青岛电视台、青岛日报、

青岛早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李欣和

队友们能够冲得上去、救得下来，这

不仅仅是一种实力，更是一种勇气，

一种心怀大爱的义举！谈起为什么要

冒着生命危险于巨浪下抢人性命，李

欣只是憨憨地摸摸头说：“救人，需

要理由吗？”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而意外的发生往往只是一瞬，从他第

一次下水救人，拼命游向呼救者，给

他人带来希望与爱的那一刻，他已经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勇敢，何为正

义，何为敬畏生命，何为心有慈悲，

用实际行动成为无惧风雨守护海岸的

逐浪人！

照顾重病儿媳  彰显婆媳深情
在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峡街道八大

峡社区，七旬好婆婆陈志宏悉心照顾

患病儿媳王雅楠 4 年余的故事已传为

街坊邻里的佳话。2018 年，突如其来

的病情打破原本幸福宁静的家庭生活，

王雅楠经诊断为脑胶质瘤Ⅲ期，她的

丈夫刘栋要照顾卧床妻子、照看年幼

孩子，又要维持一家人生计，辞掉工

作也显然不是办法。这些情况都被陈

志宏看在眼里，为了让儿媳得以康复，

也为了让儿子安心工作，陈志宏义无

反顾地挑起了照顾儿媳的重担。

王雅楠得病后，因脑部肿瘤压迫

导致语言神经和视觉神经受损，她的

生活起居离不开他人的协助。多年来，

陈志宏为了照顾儿媳尽心尽力地协助

儿媳吃饭、擦身、换衣服，帮助做康

复训练，哪怕她自己一直腰伤未愈，

自身也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和风湿病，

也会忍着剧痛咬牙坚持跪在床上照顾

儿媳，每天的时间都过得十分紧凑。

2022 年初，由于长期脑组织受肿瘤压

迫浸润引起神经功能的损伤，王雅楠

的右侧身子出现了偏瘫症状，已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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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Shandong Civili-
zation Office released the 
list of the 123rd batch of 

"Shandong good people". A total 
of four people from Qingdao made 
the list. They are Xing Caili, who is 
honest and trustworthy and is the 
epitome of the spirit of dedication; 
Xu Mei, who is dedicated to her job 
as a medical worker; Li Xin, who has 
performed outstanding acts of brav-
ery and i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coast regardless of wind or rain; 
Chen Zhihong, who loves her fami-
lies and took good care of her seri-
ously-ill daughter-in-law. They have 
written stories of true and great love 
in the world with their dedication 
out of love and good heart, and also 
moved people with their practical 
actions. The acts of deep affection 
warm people's hearts and the spread-
ing of great love brings people to-
gether.

去了自理能力。陈志宏常挂在嘴边的

话就是“俺这个孩子那么爱干净，我

也得让她任何时候都干干净净的”。

3 月底，儿媳的病情恶化，陈志宏寸步

不离的守在病床前，喂水喂饭，端水

送药，擦屎擦尿。姨婆婆说，有一次

儿媳拉了，她还没反应过来应该怎么

处理，陈志宏第一时间直接就伸过手

去，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嫌弃。如

果不说，谁会相信这不是亲妈，谁会

相信这只是婆婆呢。

脑部胶质瘤疾病的康复过程是漫

长的。这些年来，陈志宏和刘栋几乎

每月都要带雅楠去北京、济南等各大

医院进行复查、跟进治疗方案，偶尔

刘栋忙于工作无法脱身，便由陈志宏

带着儿媳去医院，她自己跑上跑下为

儿媳办理各种手续。尽管陈志宏看上

去还算硬朗，但随年纪的增长，体力

已经明显不支。因为生病，儿媳的左

眼视力受到严重的影响，几乎看不到

东西了，对方位也没有了具体感知。

为了鼓励儿媳，陈志宏跟她半开玩笑

的约定，婆婆做她的眼睛，她做婆婆

的拐杖。

70 岁的老人，本该是安享晚年、

被人照顾的年纪，而现在为了这个家

庭无私地付出着。刘栋谈起母亲这些

年为家庭的付出，几度哽咽。说起自

己的婆婆，儿媳也是连称多亏了婆婆：

“人家都是儿媳妇伺候婆婆，自己却

是婆婆反过来伺候儿媳妇，这几年都

是婆婆做着吃做着穿，多亏了婆婆照

顾，才活到现在。”街坊邻里也无不

赞叹陈志宏对儿媳的爱护和坚强，言

语间满是敬佩。

但世事无常，今年 5 月 2 日，儿

媳还是离开了这个她深深眷恋的世界，

也未能履行“以健康的身体和无尽的

孝心来孝敬婆婆”的殷殷心愿。在她

病情恶化期间，大夫已经告知陈志宏

要提前准备好儿媳的后事，陈志宏不

顾自己照顾劳累，也不顾自己身体的

情况，跑遍青岛把儿媳的一切后事安

排地无微不至。而儿媳的离开也给了

给陈志宏不小的打击，在她离开后的

几天里，她一直睡不着觉，每天红肿

着眼睛，只因放不下儿媳，一想起便

是锥心之疼。

最美婆婆陈志宏多年如一日，把

儿媳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寸步不离

地悉心照料着她。虽天不遂人愿，但

陈志宏的爱与照顾温暖着儿媳生命最

后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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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Striving Forward on the New journey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New Era

进入新阶段，海湾化学正朝着既定的目标勇毅前行，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Entering a new stage, Haiwan Chemical is forging ahead towards the set goals, to pay tribute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青岛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一年，一幅清晰

勾勒的城市发展路径已然呈现，全市上下正以创一流、作示范、争率先的劲头和意志，奋力开创新时代

青岛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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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全行业

践行绿色化工、高端化工、美丽化工方

面成为一个榜样。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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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干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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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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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心永向党 阔步新时代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表彰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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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走向高质量发展。

如果从 2010 年环保搬迁项目奠基

算起，海湾化学距离搬迁改造已经步入

第 12 个年头。借环保搬迁契机，海湾

集团立足世界化工发展规律和国家产业

政策谋划未来道路，实施现代化工园区

集群化发展，培育前港后厂模式，走高

端化、绿色发展之路。10 余年的时间

里，海湾化学在搬迁改造和发展壮大的

同时，不仅推动了新旧动能之间的转换，

也实现了青岛化工产业的涅槃重生。

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如今的“海

湾化学”来说，2017 年是一个重要的

年份。这一年 6 月，海晶化工更名为海

湾化学；9 月，青岛碱业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并入海湾化学。此前的 2016 年

7 月，东岳泡花碱偏硅酸钠装置转让给

海晶化工。至此，原本各自独立、分散

在不同地方的 3 家企业聚集到了同一个

园区。并形成了“规划建设一体化、安

全环保一体化、公用工程一体化、仓储

物流一体化、智能管理一体化”的“五

个一体化”发展格局，成为“十三五”

全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近几年，

在边发展、边建设的过程中，海湾化学

又按照“横向耦合、纵向延伸、循环链

接”，延链补链强链，形成了“绿色、

低碳、可持续”的“四条产业链”，不

断增强提高效益和抗市场风险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

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

干出来的。”回想 2012 年，海湾化学

第一批建设者进驻时，如今园区的所在

地还是一片荒地滩涂，办公、吃住条件

十分艰苦，随后的几年，广大干部职工

冬战严寒，夏战酷暑，以“5+2”“白

+ 黑”的工作模式，在董家口这片热土

上建成了最美的海湾。正因此，企业深

知职工是企业的创造者，对企业而言是

重中之重，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时

刻将关心关爱职工摆在重要且突出的位

置。从 2017 年到现在，在岗职工年收

入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在制定落实职

工创业幸福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

职工年金计划、职工补充医疗保险计划

等，以此不断增强职工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而随着职工帮扶体系的日臻完善，

更搭建起了企业“爱心基金”和“送温

暖”平台，让更多的职工感受到独属于

海湾的温暖。并通过启动职工生活区建

设，解决职工住房后顾之忧，实现安居

乐业。这些有温度的实事、好事，不仅

增强了职工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更鼓舞

着职工干劲。

激励士气、鼓舞干劲，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解放思想，团结拼搏，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7 月 1 日，海湾化学

举行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

暨“七一”表彰先进大会。这既是一次

“喜迎二十大、启航新征程”的主题党

日活动，也标志着海湾化学股改任务完

成，企业上市向前迈进关键一步。

纵观企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

海湾化学始终讲政治、讲大局，每一步

都紧跟国家改革步伐，每一个抉择都与

时代同频共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党建引领，坚持“两个”一以贯之，

保证了搬迁建设、改革发展的顺利进

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广大党员干

部和职工，不仅有“平常时候看的出来、

关键时刻站的出来”的气魄，更有“紧

急关头豁的出来”的勇气，正是这种精

神和力量，推动企业从胜利不断走向新

海湾化学在发展之路上，不断实现着更新、更高的突破。
On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Haiwan Chemical is constantly scaling new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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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is a year for Haiwan 
Chemical to continue to 
strive forward. In the first 

quarter, the leaders and employees 
of Haiwan Chemical worked together 
on key tasks such a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reforms, overcame the severe and 
complex epidemic situation, and got 
off to a steady and solid start. Enter-
ing the second quarter, all the staff 
of Haiwan Chemical made sustained 
and vigorous efforts to promote pro-

duction, expand market and advance 
construction, so as to do a good job in 
all work and complete half the task in 
half the time.

On July 1, Haiwan Chemical held 
the Unveiling Ceremony of Haiwan 
Chemical Co., Ltd. & the "July 1"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for Out-
standing Workers, to celebrate the 
101st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welcome the convening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m-
mend the outstanding workers, im-

prove morale, and encourage all Party 
officials and the masses to free their 
minds, unite together in hard work, 
follow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Party's cohesion 
and skills. This is not only a Party day 
activity with the theme of "Welcom-
ing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but also marks the completion of the 
share reform task of Haiwan Chemical 
and a key step forward for the com-
pany towards going public.

确保按进度按计划实施。要抓好环氧

氯丙烷、环氧树脂及 VCM 等项目前期

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开工建设。

要抓好所有项目合规性障碍问题的解

决，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六是抓管

理，夯实根基。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

题，管理强企永远在路上。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针对各种问题要认真吸取

教训，举一反三，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强化“双基”管理工作。部门主要领

导是“双基”管理第一责任人，班组、

工段要压实“双基”管理责任，以久

久为功、滴水穿石的精神夯实“双基”

管理工作。各职能部门专业管理工作，

要寻标对标，唯旗是夺，勇争一流，

敢做惟一。七是抓稳定，锤炼队伍。

扎实抓好作风能力建设，打造一支过

硬的队伍。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有格

局，有担当，有作为；抓好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有敬业，有专业，有创新；

抓好职工队伍建设，有思想、有作风、

有能力；抓好班组长队伍建设，有忠诚、

有执行、有管理；抓好女职工队伍建设，

有自信，有自立，有自强。

当前海湾化学改革和发展进入了

新阶段，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蹄疾步稳，向时间要

速度，以改革促发展，用奋斗创价值。

朝着既定的目标勇毅前行，再攀高峰，

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总而言之，在环保搬迁这一“催

化剂”的作用下，从青岛老城区搬迁

到董家口的海湾化学发生了诸多改变：

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准、高端装备推

动生产智能化、安全网络越织越密、

绿色变革筑牢环保红线……从海晶到

海湾，从化工到化学，这条发展之路，

就是在不停步地跨越峰巅、无数次超

越自我的进取中，不断实现着更新、

更高的突破。

进入新阶段，迎接新挑战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海湾化学在

迎来诸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

挑战。因此，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就更需要全员团结一心、攻坚克难。

正如海湾化学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邹

铁军所言，一是要抓党建、统筹发展，

越是发展，越是改革，越是要坚持“两

个”一以贯之。党组织要“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统领统筹发展和

改革工作。并严格按照“严真细实快”

的要求，做到凡事讲政治，谋事为群众，

干事重实效，成事争一流。在企业各

个层面、各项工作、各个岗位，党支

部都要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则

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始终让党旗

高高飘扬、党旗闪闪发光。二是要抓

生产，提高效益。生产是效益的根基。

6 月，在各部门和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

下，海湾化学按期圆满完成了年度停

车检修任务。而最近的一次检修再次

验证了海湾化学干部职工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攻坚，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

可贵品质和优秀作风。进入下半年，

全员更要开足马力，稳产高产，满负

荷生产。继续做好精益生产，保持能耗、

消耗、质量等指标在行业的领先水平。

三是抓市场，确保营收。努力克服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形势严峻的不

利影响，开拓国内市场，稳固国际市

场，千方百计增加营业收入。销售一

部、二部、三部要开动脑筋，主动出

击，扩大销量。国际业务部要把握国

际市场走势，以变应变，扩大出口。

抓好原材料采购和仓储物流工作，降

本增效，为生产和市场提供可靠保障。

四是抓安全，不出事故。抓安全，就

是抓发展。抓安全，就是保改革。安

全是企业最大的效益。在安全管理上，

要继续强化“严是爱、松是害”“宁

听骂声、不听哭声”“谁出安全隐患、

我们就砸谁的饭碗”的要求，从严从

实从细抓好安全措施落实。要加强“两

个体系”建设，加强“两重点一重大”

管理，强化“五项责任”落实，确保

安全工作万无一失。五是抓项目，释

放增量。存量保指标，增量促增长。

要把新项目作为促增长、促发展的重

要抓手。要抓好聚苯乙烯项目、聚氯

乙烯六线试生产，确保早投产、早见

效益。要抓好双酚 A、供汽项目建设，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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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运动集市，处处都彰显着复古与小众的文化。（图 / 吴彤）西进运动集市，处处都彰显着复古与小众的文化。（图 / 吴彤）
Retro and niche culture is showcased everywhere in the Gold Rush market.Retro and niche culture is showcased everywhere in the Gold Rush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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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only Markets in Qingdao

青岛夏日限定市集

原创手作品牌——咖啡积极分子，采

用真正的咖啡豆与银饰结合，打造属

于当下时尚的咖啡文化。每件首饰内

包含一颗真正的咖啡豆，咖啡豆品种

也不同，均来自全球比较著名的庄园，

经过处理的豆子也可以长期保存。现

在的年轻人是离不开咖啡的一代人，

咖啡积极分子希望通过手作，让更多

的 人 了 解 咖 啡。 再 如， 诞 生 于 2017

年、来自海南一个美丽海岛城市的暖

和光 NIKKOU 品牌，以手作原创服装

设计和原创插画为主，选用定制印花

面料结合手绘插画刺绣，以及一些原

创插画设计的周边产品，主张让每位

女孩子穿上可爱色彩丰富的小洋装。

同时，你还能找到来自江西景德镇的

CONGSTUDIO 原创家具品牌，由几位

平面设计师与陶瓷设计师共同创建、

改良设计的陶瓷，更加年轻化、生活化，

也更有实用性。还有成立于伦敦的专

注于产品及空间的设计工作室、诞生

于成都的 WHOOM5. 创意香氛品牌、

创立于上海的千禧 GenerY 原创首饰设

计品牌……

除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原创品牌，

青岛本土品牌也在市集中等着老朋友

们的光顾：你可以在 MOLLY’S 中古

店的摊位上挑选几件心仪的服装和饰

品，今年 MOLLY’S 还创立了全新的

复古品牌“Ms.Button”，这是它第一

次在市集上亮相；选一双崂山可乐联

名或是白花蛇草水联名的帆布鞋，你

就是这条市集上“最靓的仔”；若是

逛累了，还可以在 THE DINER 丹拿西

餐厅摊位上尝尝“首届青岛十大必吃

榜”上的美食；炎炎夏日，在青岛老

牌酒吧——老杰克酒吧的摊位上喝上

一杯，亦或是品尝来自青岛西海岸新

区热河精酿酒馆的纯正精酿都是不错

的选择。

当夜幕降临，伴着微醺的月亮俯

瞰城市霓虹，与众不同的夏夜浪漫即

将降临。在放映着老电影的露天巨幕

观影区，热爱生活和复古文化的男男

女女们跟着爵士乐的律动跳一曲摇摆

舞、一起摇摆。无论是新面孔还是老

朋友，欢迎你坠入雾气缭绕的屋顶花

园，在这个浪漫的夜晚一起尽情狂欢。

西进运动集市
喜欢美式复古风格的你，这个夏

天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西进运动集市”。

生活可以再浪漫些，还有什么比市集更能感受夏日的魅力呢？

市集上，美食购物、咖啡酒精、原创品牌、露天电影、潮流乐队，再搭配青岛夏日独有的

舒适温度、晚风、微醺、摇摆……总是可以让每个摊位上香气更香，美味更美。

夏大雾屋顶市集
青 岛 最 值 得 去 的 市 集 之 一 —— 

Largo G0 品牌第二弹“夏大雾屋顶市

集”，让万象城顶楼空中花园成为了

这个夏天最热闹的所在。

从品牌快闪、小众设计到氛围加

持必备的香氛品牌与鸡尾酒精酿……

此次“夏大雾屋顶市集”联合全国 50

多个原创品牌，为大家制造一场夏夜

梦幻狂欢。无论你是热爱创造美好生

活方式的精致人，是捕捉鲜活创想的

年轻人，还是追赶载潮流先锋的弄潮

儿，“夏大雾屋顶市集”满足你对市

集和夏日的一切新奇幻想。

发起品牌 Largo 是致力于为年轻人

打造鲜活、有趣、有价值的消费空间，

更为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们打造

一个可以交流分享的聚集地。Largo 在

音乐术语里“广板”的意思，寓意着

慢节奏的生活，也是“拉钩”的谐音，

表达朋友与爱人间的承诺。旗下还包

括 Largo Lab 生活方式品牌以及 Largo 

GO 市 集。2021 年 的 Largo GO 市 集 是

在上街里银鱼巷举办的，今年的参展

品牌也不逊于去年。

比如，来自北京咖啡师与银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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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设在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的一个

里院，既有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

天”的特色，又有里院的市井气息。

当复古的街道与潮流的市集相互碰撞，

老城区焕发生机，文艺复兴热浪来袭，

这就是属于青岛的浪漫。

由维尔德 Vintage 咖啡馆、SAMAR

六个铜板、青棘刺青联合主办的第一

届西进运动集市在大鲍岛文化休闲街

区博山路 31 号院拉开序幕，市集以复

古深棕色调为主，处处都彰显着复古

与小众的文化，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

来打卡。最大的特点就是市集上所有

的物品需要用金币购买，这样稀奇的

淘金市集，你参加过吗？

之所以命名为“西进运动”，且

市集内必须要用金币来购买所有物品，

是因为淘金热是美国西进运动的产物，

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对美

国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经济发开、工

商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像极了曾

经辉煌的大鲍岛商区。

市集里，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咖啡。

在这里，你能喝到有 41 年历史的英国

咖啡 COSTA COFFEE，该品牌自 1981

年开始一直使用低温缓慢烘焙的方式

提取咖啡豆里纯正的醇香与芳香；你

也能品尝到被称为岛城“奇异咖啡馆”

的维尔德咖啡，它将“咖啡”“标本”“古

董”“酒”融合在一起，有着强烈鲜

明的个人特色；RISING 月升咖啡的主

理人从业 12 年，曾两次荣获中国咖啡

师大赛青岛赛区冠军，他的手艺一定

不 要 错 过；HighLight Coffee 高 岭 之 光

的咖啡豆烘焙、甜品制作和 Gelato 制

作全部由两位主理人亲力亲为，品控

把握到极致……

冒着热气的夏日，除了空调，一

杯缀着冰块的酒饮，是西进运动集市

最好的选择。老城区里一家接近 24 小

时不打烊的小酒馆六个铜板，同样也

是一个贩卖食物、酒精、咖啡、电子

音乐和艺术的社交空间；Order office

所提供的的 RTD 鸡尾酒，通过高科技

的设备与技术，经过旋转蒸发、低温

慢煮等，呈现出了最佳的味道与口感；

还有主打精酿的小李堂，给最会“哈”

啤酒的岛城带来不一样的味道。

Vintage 玩具、复古大头贴、蛋糕

甜品、塔罗占卜、宠物饰品……总能

找到你喜欢的那一款。现场远不止买

一起闯进嘎啦市集的绿色世界里。（图 / 吴彤）
Enter the green world presented by Gala mark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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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can be more romantic. 
Where can you better feel 
the charm of summer than at 

the markets? In the market, with de-
licious food, coffee and alcohol, orig-
inal brands, open-air movies, trendy 
bands, as well as the comfortable 
temperature, evening breeze, slightly 
tipsy state and swing unique in Qin-
gdao's summer, each booth becomes 

more fragrant and their food more 
delicious. The summer-only markets 
make people linger. These markets 
include a must-go one in Qingdao 
— LargoGO Xiadawu Rooftop Market 
which is a gathering place of brands, 
an American retro-style Gold Rush 
market, and the Gala market which is 
a green world, making people extra 
happy this summer!

买买这么简单，除了感受淘金的乐趣

外，你还可以观看哈雷摩托机车展，

或在青岛特色里院欣赏复古 DJ、爵士

乐、摇摆舞等演出，每一个跳动的舞

步都在宣告着老城的复活。

复古的老街区加入活力的新玩法，

一次复古与潮流的交锋，一次大胆的

创新实验，让我们来大鲍岛文化休闲

街区加入盛夏的派对，邂逅另一种生

活态度，开启另一种生活方式。

嘎啦市集
一起闯进嘎啦市集的绿色世界里，

剥开“蕉”绿，万事“青”松，金茂

湾与野棠艺术联名开启的最“绿”市集，

让这个夏天快乐加倍！

嘎啦市集集结了 30 余种美食、艺

术、文创、潮流原创品牌，每一个摊

位都让人流连忘返，和每个摊位的主

理人交谈，也不失为一件趣事。

物本归心手工皮具的理念，是使

用更加耐久且易于打理的天然皮革，

制作能与你长久相伴的生活品，而非

艺术品；烫烫的帽子的主理人希望通

过用原创有趣的帽型、新奇鬼马的创

意、不同材质的碰撞以及细腻手作的

工艺，让帽子成为购买人身上更特别、

更有温度感、更烟火人间的存在；海

伦雅居的摊主老赵是个 60 岁的古董“老

炮儿”，戴大墨镜骑大摩托，经营着

青岛历史久远的旅馆，老赵喜欢从各

国收藏老物件，去他的摊位上聊聊天，

保准每个物件都能讲出有趣的故事；

靴腿乐队鼓手大川将黑胶唱片和冲浪

文化结合在一起，创建了冲浪唱片店，

除了音乐，摊位还提供一些啤酒咖啡，

打造了一个给热爱音乐的朋友可以舒

适听歌的空间；牛十八的主理人牛哥

用时尚的牛仔面料，通过设计师的 IP

创想和温暖的匠人之手，让原本静止

的公仔活起来；镜水簪阁国风原创配

夏大雾屋顶市集让万象城顶楼空中花园成为了今年夏天最热闹的地方。（图 / 王星岩）
The Xiadawu Rooftop Market has made the roof garden of the Mixc mall the busiest place this summer.

饰的主理人为线上平台粉丝“1w+”原

创古风配饰手艺人，致力于传统文化

配饰研发推广多年，涉猎非遗绒花、

非遗缠花、非遗花丝镶嵌等多个非遗

传承文化。

餐饮摊位多为后备箱摊位，也都

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每个后备箱都挂

上各具特色的 solagn 横幅，让人忍不

住驻足。只有两个大字“喝点”的 8 

o’clock 手打柠檬茶，纯手工捶打的香

水柠檬，采用潮汕特区特有的凤凰单

枞，一口喝下，浓中带雅，兰花香在

唇间绽开；再好的文案都不及夏天吃

冰粉的畅快，挂着“恋爱哪有冰粉甜”

的我俩糖水铺，冰粉是实打实的手搓

冰粉，食材新鲜，用料十足；泰式奶

茶将曼谷街市最火爆的小吃们和椰奶

西米露搬到青岛的海边，为驻足的小

伙伴们提供一次舌尖跨国之旅，正如

他们的 solagn，给“摆烂人生一点甜”。

带着你的好心情和一个“PLUS”

胃，一起探寻绿色美好生活的 N 种可

能 ，用最纯粹的热爱迎接这个绿色的

夏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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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电影、夏日的夜晚，体验青岛的独特浪漫。（图 / 潘靖文）
Experience the unique romance of Qingdao by watching a movie on the beach in a summer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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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宫瑾

Open-air Movies Have a Date with You in This Summer

这个夏天，露天电影与你有个约会

天放映板块，沈涟涟导演的《流水无

尽》，从一个家族中每个人的人生分

岔口入手，描述了各个年龄阶段面临

重大人生事件的状态和变化，讲述了

一部中国家庭的苦难史……放映结束

后，导演还亲自来与大家分享自己的

创作心得，与观众们互动；《炼爱》

是“新浪潮女性电影展”展映的最后

一部作品，也是青岛惟一一次放映，

作为一部“火药味和话题性十足”的

电影，再没话题的两个人看完之后也

能讨论上一整天，展映聚焦“女性题材”

和“女性导演”，共展出了 4 部由青

年导演拍摄的女性电影，致力于扶持

优秀的中国青年导演，希望在他们的

创作中看见独特的表达，也希望能够

通过电影，让人们一起关注女性的当

下。

承办方源桌电影的主理人三杯猫

因高考失利，勉强去了一所三本学校

念书。在专业知识匮乏的情况下，她

用 1 年时间把大学 3 年要学的知识学

完，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2021 年 10

月，她凭借着社群运营和线上展映的

经验入选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志愿者。

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很多志同道合的伙

伴，与行业内顶尖的前辈们共事，这

段经历让她受益匪浅，并开始想做电

影策展的工作。秉承着对电影行业的

一番热血，她开始了电影策展和宣发

的创业之路——关注华语电影导演，

坚持正版片源放映，帮助独立电影、

艺术电影宣发。同时，她还一直专注

于公益活动，组织为乡村图书屋捐赠

书籍，关注女性和弱势群体权力问题。

对于现状，主理人三杯猫满怀感激：“这

一路上我们认识了很多超棒的伙伴，

和愿意帮助我们的前辈，我们在青岛

创建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自由空间的私人专享
汽车影院，即观众坐在各自的汽

车里通过调频收听和观看露天电影，

将停车场作为电影放映场地，使汽车

内的观众在不同的位置都能看到清晰、

逼真、稳定的图像，再将声音通过调

频信号引入汽车内，观众就可以坐在

车内观看电影了。这是随着汽车工业

高度发达后所衍生的汽车文化娱乐方

式之一。

在青岛人的记忆里，夏夜里总是会有一场露天电影。在娱乐活动匮乏的年代，这场露天电

影的隆重程度是值得全家老少一起出动的“大事”。而现在，露天电影的形式更加多样，氛围

也与过去不尽相同。无论是享受涛声阵阵、酒香氤氲，还是选择老城静谧、小众私人，在不燥

热的夏日里，露天电影为青岛的夜晚延伸出更多的可能性。

百年德式花园的小众电影之旅
很多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艺

术的“黑匣子”，北京的蓬蒿剧场、

上 海 的 1933 微 剧 场、 广 州 的 西 瓜 剧

场……这些小小的“黑匣子”仿佛一

个个私密的公共空间，总是盛放着这

座城市澎湃的艺术激情，激发着多元

而充盈的思考能量。青岛的第一座“黑

匣子”剧场坐落在老城区德国总督府

官邸附近，隐秘在一座黄墙红顶的欧

式院落——怡堡酒店之中。通过小剧

场，观众能更直接感受电影的力量，

创作者也可以更自由的进行自己的艺

术实验，在这里，“观者”与“创作

者”的思想互动变得更加有效和丰富，

也由此成为了文艺青年们丰富多彩的

夜生活中最有思考和探索性的一种形

式。龙马社黑匣子剧场怡堡戏剧院区

也有着得天独厚的露天电影放映环境，

宽阔的草坪和刚好的坡度，让一场观

影变得仪式感满满。

如果你看腻了电影院里的大片，

那么就来欣赏几部优质的华语小众电

影吧。龙马社黑匣子剧场怡堡戏剧院

区开启了“新浪潮女性电影展”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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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青岛星光汽车

影院是青岛第一家汽车影院，选择一

个悠闲的晚上，将座椅调到舒适角度，

收音机调到指定频率，在自己舒适的

“移动之家”中欣赏精彩的影片，享

受超大屏幕带来的视觉和听觉冲击。

品一杯红酒或者啜一口饮料，既有家

的温馨舒适，又有影院的视听震撼。

在这里孩子可以尽情嬉戏，少了几分

在影院里的束缚。汽车影院不仅是家

庭娱乐休闲的场所，也是情侣们共享

浪漫的甜蜜港湾。在开阔、露天的环

境中，私人领域中两情相悦的恋人会

发酵出独特浪漫气氛，在这里你不必

顾及自己的坐姿是否优美，它是为你

量身定做得“雅座包厢”。

电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

强烈的冲击，在日益追求高级屏幕与

视觉效果的浪潮中，汽车影院这种娱

乐形式显得更加清新和浪漫，成为了

家庭和朋友聚会的新颖方式。宽阔的

广场、清新的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

汽车影院在自然与城市生活的缝隙中

构建了一处“避难所”，让观影者逃

离生活又不脱离生活，尽情释放自己

的“自由 DNA”。

露天电影的青岛基因
海与老城是青岛不能忽视的基因，

没有人会拒绝在海边喝着啤酒看一场

电影。开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的归山

海是青岛第一家海滩 Bar+ 露天电影，

这里的营业时间是晚上 19 点到凌晨 3

点，太阳落下，写着“归山海”的霓

虹灯亮起，青岛海边的夜晚才正式开

始。归山海没有正式的卡座，所有的

座位都是散落在沙滩上的橙色豆袋沙

发，具有热带风情的棚伞将沙滩大略

分割，消解了卡座的边界感，整片沙

滩变成了一座大型游乐场。这里的夜

晚没有主灯，所有的光亮都来自四处

缠绕的灯带和每个桌子上露营灯，星

星点点，浪漫惬意。这时要上几瓶青

岛啤酒，选上几个心仪的下酒小菜，

将目光投向架在海边的银幕上，电影

百年德式老建筑的小众电影之旅。（组图 / 王剀）
Explore less-known movies in a century-old German-styl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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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emory of Qingdao peo-
ple, open-air movies are a fix-
ture on summer nights. Back 

when there were not many entertain-
ment activities, watching an open-
air movie is a "big occas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Now, the forms of open-
air movies are more diverse, and the 

atmosphere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Whether it's by the sea where 
you can listen to the waves and get 
the fragrance of wine, or in a tranquil 
and private place in the old urban 
area, open-air movies offer more pos-
sibilities for Qingdao's summer nights 
that are not very hot.

的内容在这时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涛

声近在耳畔，享受此时此刻的氛围才

是要紧事。

除了青岛一浴，崂山流清湾的魔

方公园也成为迅速崛起的时尚地标，

占 地 5000 多 平 方 米 的 场 地 里，70 多

个集装箱被涂成蓝、黄、灰、白、粉

等缤纷的色彩，以时尚模块的方式组

合在一起。利用山、村、海、滩等丰

富的自然、文化资源，打造沙滩娱乐

休闲地、高端民宿聚集地及文创研学

体验地，打造崂山旅游新的活力点。

这里引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

片厂拍摄基地、腾讯 WE 城市特展、

青啤 1903 啤酒吧等业态当夜晚降临，

One terrace restaurant 露台咖啡西餐厅

的露天电影准时开场，与青岛市内海

岸的热闹不同，这里的露天电影更为

沉稳文艺，白色的三角棚与湛蓝的海

搭配出清新的气质，傍晚时分，远处

的崂山影影绰绰，像是天然巍峨背景，

在这里看一场电影，似乎就要融入到

崂山脚下的山海梦境中去。

青岛老城区的 Hi Live 拥有着无法

复制的庭院露天电影，走上二楼，具

有年代个的木地板将氛围衬托得更为

柔和，屏幕后方就是青岛老城层层叠

叠的红色屋顶，浸润在老城区的生活

气息中，时间都变得缓慢。在这里点

上一杯咖啡，欣赏一场电影，蝉鸣阵阵，

微风咸湿，放任自己沉迷于一场电影

带来的幻梦，在 24 帧的时间跨度中体

验别样的悲欢离合，银幕的方寸之间，

承载着万千世界。露天电影见证了百

姓文化生活的往昔时光与今时今日，

随着青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日益

繁荣，曾经的翘首盼望已经变成了偶

尔才享受的小资氛围，露天电影早已

不是一种“珍贵”的娱乐方式，但它

依旧是最浪漫的观影方式。约一场露

天电影吧，在夏日结束之前。

在崂山享受一场山海梦境。（图 / 张文晔）
Enjoy a dream of mountain and sea on Laoshan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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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艺术见证着青岛纺织业的发展与新生。（图 / 宫瑾）编织艺术见证着青岛纺织业的发展与新生。（图 / 宫瑾）
Weaving art bears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rebirth of Qingdao's textile industry.Weaving art bears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rebirth of Qingdao's textile industry.

文 /宫瑾

Find Unique Romance in Qingdao's Art Exhibitions

青岛艺术展，发现别样的浪漫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作品从生活中汲取养分，又将美好与浪漫反哺给生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型艺术展落户青岛，摄影、编织艺术、美术、历史文化、城市记忆……

在多样的艺术形式中诞生出包罗万象的展出内容，这些艺术展带来的“非日常”，让生活中的

别样浪漫变得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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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略永恒经典摄影作品故事，与世

界一同见证中华文明的灿烂光辉。同

时，本次摄影展也是全景幅作品区首

次来青岛，360°完整场景范围拍摄照

片，为大家提供“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展现超震撼的视觉体验。最长的巨幅

作品达 5.8 米，让观展者拥有舒适的超

群观感，同时让观展者跳脱以往纸质

观看的视觉局限和角度障碍，能够从

更为宏观和全面的角度，零距离享受

视觉上带来的强大冲击力。

漫步在展区里，你总能发现一些

熟悉的照片，由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拍摄的阿富汗难民少女的照

片，曾在 1985 年刊登在《国家地理》

6 月号封面上。少女在拍摄时（1984

年）为 12 岁，她的模样向全世界告知

了阿富汗难民的现实状况，这张照片

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之后被称为“阿

富汗少女”（The Afghan Girl ）或是“阿

富汗的蒙娜丽莎” （The Afghan Mona 

Lisa）。时隔 17 年，国家地理团队和

史蒂夫·麦凯瑞再次找到了这个不知

道姓名的女孩，少女在 1980 年代后期

结婚，1992 年又回到了阿富汗，2002

年时她已经成为 3 个孩子的母亲。但

她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眼神，是时间无

法改变的。

人类对探索的渴望从未休止，在

时隔 130 年的今天，我们仍然能通过

照片感受到探险家们对于未知土地的

热情，而这种探险至今仍在继线。从

这些经典影像中我们能发现，人类所

生活的地球拥有比任何事物都要美丽

的面庞，不管是遥远的宇宙还是深不

可知的海底，未知之境是世界上最美

好的所在。《国家地理》杂志从人迹

罕至的地方开始用照片把我们身边的

地球之美一一记录下来，并对地球上

所有的生命表示敬意。国家地理经典

影像大展首次设立《国家地理》的摄

影记者们主题展区，屡获世界新闻摄

影奖、BBC 野生生物摄影师奖、伦纳

德尼尔森等世界权威性摄影大奖的摄

影大师的作品云集于此，让观众与全

球著名摄影师“对话”。一场超越 130

年时空对话，让观展者发现镜头背后

的精彩故事和瞬间，感悟画面背后的

深刻信念与思考，重新发现我们所在

的世界。

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大展首次落地青岛。（图 / 宫瑾）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Classic Image Exhibition is held in Qingdao for the first time.

超越 130 年的对话
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大展首次落地

青岛，本次展览是由美国国家地理学

会 独 家 授 权， 精 心 挑 选 了 1888 年 至

2020 年期间，近 150 幅传世佳作惊艳

亮相。展览分为“探索发现”“大地

之美”“奥妙生命”“勇闯未知”“全

新视界”“环保之声”“巍巍华夏”

以及“《国家地理》的摄影记者们”8

大主题板块，通过探索、秘境、自然、

人文、科技视野理解杂志百年坚持的

追求，其中“环保之声”“全新视界”“摄

影师专题”“巍巍华夏”是为中国展

区“特别定制”的板块，让观展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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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柔软世界
纺织业被誉为青岛的母亲工业，

青岛纺织的百年奋斗历程总会引起关

注她的人们无尽遐思，它对青岛的发

展有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

说是纺织产业养育了这个城市。

在青岛纺织博物馆里，你不仅能

看到青岛纺织业的发展起伏，也能看

到随着时代一同前进的行业新生。“回

手艺生”第一届全国编织艺术展 & 回

归艺术首届文创展于 7 月 1 日在青岛

纺织博物馆开展，此次编织艺术展用

毛线、绒线、棉线、纸张、纱布等各

类纺织材料制作了各类艺术作品。你

能看到彩色的绒花从天花板洒落，洋

洋洒洒，温柔绚丽；透明的塑料球中

装着各类毛线编制的小玩具，错落有

致地吊在半空中，仿佛是在泡沫中悬

浮；不同颜色的棉线汇成一道彩虹色

的瀑布，散落在棉花做的月亮船上……

展厅里的一切都柔软又温和，像是最

熟悉的老朋友，为你讲述编制艺术的

新面貌。

展内还有毛线的展销和 DIY，纯

色、混色、撞色……不同配色的毛线

各有特色，却能一同编织出五彩斑斓

的，梦境般的艺术品。展内最受欢迎

的打卡地是一处从天花板出悬挂下来

的编织结扣，先用毛线编织出一条条

泡沫条使用的“外套”，然后再将这

些变身为巨大毛线的泡沫条编织在一

起，平时不仔细观察就会忽视的针脚

被放大到人们的眼前，产生了一种难

以忽视的视觉冲击。看完展，还可以

逛逛展销的编织文创产品，摆件、箱包、

服装、毛毯等日用品，这些文创产品

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编织温暖

的力量填充生活的缝隙，见证每一天

新的开始。

童趣与烟火气
在大学路上，有一面让大家争相

打卡的“龙猫墙”，宫崎骏创造的这

个经典卡通人物充满着童真与浪漫，

和青岛这座城市不谋而合，青岛云上

海天将宫崎骏的更多作品从老城区搬

上了高空——宫崎骏赛璐璐首展，为

你搭建梦中的童话世界。

说起青岛云上海天，很多人的第

一印象是可以将青岛的瓦绿树碧海蓝

天尽收眼底的钻石角，这次崎骏赛璐

璐首展将景点作品“天空之城”的空

中悬浮立体城堡安置在钻石角，亮黄

色的悬浮城堡和与城堡同高的绿色植

物，奇特的世界观与幻想在青岛的云

端拥有了实体，悬浮城堡四周还挂满

了珍贵的原画手稿，天空之城、魔女

宅急便、龙猫等动漫手稿都能近距离

欣赏，宫崎骏的梦幻世界变得触手可

及。展厅走廊尽头处还有红色的云上

邮局邮箱，可以在纸上尽情书写，寄

给过去的自己或是朋友，非常有纪念

发现镜头背后的故事和瞬间，来一场跨越 130 年的对话。（图 / 宫瑾）
Discover the stories and moments behind the camera and have a dialogue spanning 1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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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originates from life and 
is higher than life. Artworks 
draw inspiration from life 

and give beauty and romance back to 
life.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large-scale art exhibitions have settled 
in Qingdao. Photography, weaving 

art, fine arts, history and culture, ur-
ban memory... The various art forms 
have given rise to exhibitions of mul-
tiple themes that allow people to get 
away from their daily life and feel the 
unique romance brought by these ex-
hibitions.

意义。

艺术展并非高不可攀，有的时候

你可以做个菜场诗人，边看展边买菜。

兴山路农贸市场举行了一场菜市场文

化艺术展，商家的摊位、天花板的吊牌、

行人的过道……处处可见“实在”主

题的艺术小诗。“实在是不用迎合谁

的口味，挑自己喜欢的菜，过原汁原

味的人生”“说句实在话，考清华很

好，考北大很好，烤地瓜也不错”……

俏皮的诗句将平凡日子里的点滴浪漫

放大，生活变得如此可亲可爱，使人

会心一笑。

置身其中，日常买菜也变成了趣

味寻宝，在摊位中来回走上两趟，不

需要滤镜与复杂的摄影参数，你就能

获得一张质感满满的照片。互联网时

代，年轻人已经习惯从网络下单然后

直接送进家门，对于菜市场的印象总

是嘈杂的，但是丢失了最珍贵的人情

记忆。摊主们会问你爱吃什么菜，帮

你挑些新鲜合适的，告诉你怎么做才

是青岛最地道的吃法，教你一些生活

小妙招，最后结账时再送一棵香菜放

进袋子里。市井的烟火气最大程度的

还原了青岛的人文意趣，这份温暖与

“人情味”才是一座城市最让人留恋

的温暖。

青岛是一座美丽的艺术之城，这

里接受多彩的艺术形式、灵活的表达

方式、多元的领域合作，我们在青岛

见证了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大展的华夏

风采、回手艺生”第一届全国编织艺

术展的行业新生、宫崎骏赛璐璐首展

的童真梦幻、菜市场文化艺术展的市

井烟火，不同的气质经由天马行空的

艺术幻想与青岛这座城市融合，展现

了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繁

荣、现代化建设和国际化水平的综合

能力。繁荣发展的艺术展览，既为文

化赋能旅游打下坚实基础，也成为了

青岛闪亮新名片。

菜市场艺术展的俏皮诗句使人会心一笑。（图 / 潘靖文）
The witty verses in the vegetable market show make people l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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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美的小龙虾搭配油条，简直就是味蕾的享受。（图 / 王苗苗）肥美的小龙虾搭配油条，简直就是味蕾的享受。（图 / 王苗苗）
The delicious crayfish together with fried dough sticks is a treat to the taste buds. The delicious crayfish together with fried dough sticks is a treat to the taste buds. 

Enjoy Crayfish in Summer

小龙虾，夏日有你甚好
作家村上春树曾说：“夏天最让人欢喜。太阳火辣辣照射下来的夏日午后，穿一条短裤，边听摇滚边喝啤酒，

简直美到天上去了。”提到夏天，你脑海中的必备元素是什么呢？是游乐园里“激流勇进”溅到全身沁凉的水花；

是公园凉亭下老人的萨克斯乐声；还是脚丫踏过海水的那抹凉爽……对很多人来说，除了这些场景，和夏日绑定

在一起的，还有数不尽的食物……在这些食物中，有个夜宵界的顶流不容小觑，那便是征服了大江南北食客们味

蕾的“小龙虾”。

文 /丁响响



075
SAILING CITY

小龙虾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魔力，

让人们心甘情愿放下手机，食客们在

弹指穿壳间，吮吸着夏日限定的鲜美，

即使在青岛，这小龙虾的魅力依然锐

不可挡，让人们在夏夜里酣畅享受。

夏日的来临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剥

虾盛会”，在这座城市的街头正式拉

开帷幕。

小龙虾，夜宵场燃起的“烟火气”
有人说，没有小龙虾的夏天是不

完整的！翻看每家小龙虾店里的菜单，

清蒸、十三香、蒜蓉、麻辣、香辣……

小龙虾的做法各式各样，仅仅是看菜

名，就能让人垂涎三尺。

要说小龙虾的经典做法，那必须

得说说十三香口味的。在不少人的记

忆里，十三香小龙虾的味道经久不散。

对于十三香，每家店烧出来的味道都

不尽相同。一盘十三香小龙虾，得挑

一些个头大点的小龙虾，用油炸至泛

红后捞出，锅内留少许油加入大蒜煸

炒，然后放入调制好的十三香调料，

再放入小龙虾，煮上七八分钟后可以

出锅，配上芝麻、香菜，就可以上桌了。

吃的时候，麻、辣、鲜、香、甜、嫩、

酥 7 种口感集于一体，那叫一个满足。

另外，吃十三香小龙虾，可不能

没有酱汁。剥好的虾肉蘸着汤汁入口，

更为浓香馥郁。吃腻了十三香小龙虾

的，也可以尝尝蒜蓉小龙虾和冰镇小

龙虾。这两者可以说是近年来颇受欢

迎的小龙虾口味。对于不爱吃辣的吃

货来说，蒜蓉小龙虾简直是福音。在

蒜蓉的加持下，鲜甜的小龙虾蒜香浓

郁，越吃越过瘾。做的时候，把小龙

虾过油后，在锅里下油炒蒜蓉，炒香

后加汤汁和盐、味精、糖等调料，再

把小龙虾放到汤汁里，煮上七八分钟

就可以做好了。冰镇之后，小龙虾口

感更加紧实弹牙，甜味融入酒香，令

人回味无穷。在一个闷热无风的夜晚，

来一份冰镇小龙虾，那真是一场电光

火石般的“宴遇”。

那么有人要问了，吃小龙虾发胖

吗？实际上，低脂高蛋白的小龙虾本

身的热量不高，每 100 克虾肉仅 81 千

卡，相当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

小龙虾可食部分只有 28%（虾脚肉、

黄、虾尾），如果人们只吃虾尾的话，

那可食部分只有 16%。按一只 50 克重

计算，虾尾肉约 8 克，一只小龙虾的

热量确实不高。但是，在朋友推杯换

盏之间，不知不觉就消灭了 1 斤小龙

虾，可这时，你还丝毫没有饱腹感。

随着你的吮吸，还有那浓浓的汤汁——

高油、高盐、高糖和麻辣的味道，其

中的油和糖可都是扎扎实实的热量啊。

怕胖又想吃的话，强烈建议自己做，

清蒸就好！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小龙

虾虽然美味，但吃的时候也有讲究。

小龙虾在烹调时必须高温煮熟煮透。

吃小龙虾时，尽量吃尾部，少吃虾黄

在美食内卷的时代，创新版的龙虾拉面桶备受追捧。（图 / 潘靖文）
In this era with delicious foods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 the innovative lobster lamian noodles in a 
bucket have gained much pop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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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拌面，让人唇齿留香。（图 / 王苗苗）
Lobster noodles can leave a lingering flavor in your mouth.

和虾头。

街角的龙虾，醉人的香
说起青岛的小龙虾馆子，爱好者

们都可以说上几家的名字，其中首屈

一指的便是“叶派龙虾”。来这里吃饭，

排队也就罢了，最难过的是好不容易

排上了，大的龙虾已经售罄，无奈的

食客们只能选择小的。但小有小的好

处，就是更加入味，口齿留香。很多

人爱吃小龙虾，并不是因为龙虾本身

有多好吃，而是吃完那个吮指的感觉，

特别回味。叶派龙虾家的小龙虾收拾

得很干净，肉也挺大，味道自不必说，

十分出众。除了龙虾，店里还有号称

龙虾伴侣的瓤子饼，其实就是烙的烫

面饼，蘸着龙虾的汤汁，简直好吃到

不行，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它一定是

面食爱好者的“心头好”。而油条和

小龙虾的结合，没想到也是出乎意料

的搭配。无论是油条的酥脆还是小龙

虾的辣爽，结合起来的味道让人欲罢

不能。

十三香小龙虾是进店绝对要吃的

招牌龙虾，肉质肥美，令人垂涎欲滴。

龙虾仁捞饭可完整实现一口龙虾一口

饭的自由，味道惊艳。另外，店里的“硬

炸肉”也很抢眼，原材料经过腌制连

外面的面衣都加了调料，口感就是外

酥里嫩。小龙虾和硬炸肉应该是这家

店必点的两道菜，也让人真切地体会

到什么叫做“入味”。

除了叶派龙虾让人欲罢不能之外，

“有位虾匠”也是青岛的老牌小龙虾

店了，可以说在青岛，也一直有他的

忠粉。他们店内，椒盐小龙虾十分有

特色，和薯条一起炸得酥脆，刚一上

桌就香气扑鼻，油炸过后的小龙虾外

壳特别好剥，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

另外，今年很流行的口味——酸辣柠

檬小龙虾也是一上市就很受欢迎，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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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any people, in addition 
to the infinite beauty, there 
are countless delicious foods 

linked with summer. Among these 
foods, there is a highly popular night-
time snack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the crayfish that have conquered the 
taste buds of diners of all regions.

Crayfish seem to have a magical 
power to make people willingly put 

dow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fo-
cus on peeling the crayfish and then 
enjoying this summer treat. Even 
in Qingdao, the charm of crayfish 
is still irresistible, enticing people 
to satisfy their palate on summer 
nights. The arrival of summer also 
officially kicks off the annual "cray-
fish peeling festival" on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酸辣辣的想想就让人流口水。另外点

一份蒜蓉小龙虾吧，拌面吃真的超绝，

龙虾肉铺满盘子，面条沾满蒜蓉汁，

让人一下子就能吃到爽。或许，这一

道道美味正是人们在多年里热爱“有

位虾匠”的原因所在吧。

现 如 今，“ 内 卷” 已 经 成 为 社

会各个层面的真实现象，人和人卷、

公 司 和 公 司 卷、 美 食 与 美 食 卷， 而

在 内 卷 不 断 的 时 代， 总 有 些 先 锋 代

表 能 够 在 竞 争 压 力 下 脱 颖 而 出， 成

为 佼 佼 者。 在 青 岛 的 小 龙 虾 届， 阿

福 龙 虾 总 有 它 的 一 席 之 地。 而 它 今

年 推 出 的 小 龙 虾 拉 面 桶 更 是 让 人 眼

前 一 亮。 凉 拌 面 比 汤 面 更 加 有 滋 有

味， 里 面 的 藕 片 和 剥 好 的 龙 虾 肉 搭

配 凉 爽 的 面 条， 真 是 不 想 吃 都 难。

美 味 十 足 已 不 是 最 高 境 界， 又 好 玩

又好吃，才是店家的终极追求。

除了传统的小龙虾店，青岛还有

蓝螯龙虾音乐餐厅这样的特色餐厅。

这里据说是挖来了京城最厉害的蓝螯

龙虾大厨，也是青岛首家做蓝螯龙虾

的店。和普通的小龙虾比起来，蓝螯

龙虾的个头很明显的要大得多，肉质

更加厚实紧实。店内的精品蓝螯龙虾，

清蒸的做法搭配独特的料汁，最是能

品尝出蓝螯龙虾的闪光之处，而十三

香蓝螯龙虾吃着也很过瘾，汤汁是厨

师长自己研究出来的独特配方，加一

份竹笙面，面细不容易坨，很好入味。

想吃盱眙小龙虾的话，店里也是有的，

麻辣和蛋黄口味也会让人深陷其中。

爽甜脆口的大西瓜、冰凉冒泡的

鲜啤酒、豆沙清甜的红豆冰棍……夏

日里最少不了的便是蒜香麻辣、卤香

四溢的各类口味小龙虾。将一整只虾

在秘制调料碟里结结实实地滚上一圈，

酱汁顺着虾背晶莹滴落，最爽夏日不

过于此。真是不得不感慨，小龙虾，

夏日有你甚好。

蛋黄小龙虾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图 / 王苗苗）
Crayfish with egg yolk is also a favorite of man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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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餐饮到文化，青岛的夜生活向着更丰富领域延伸。（图 / 闫飞飞）从餐饮到文化，青岛的夜生活向着更丰富领域延伸。（图 / 闫飞飞）
From catering to culture, Qingdao's night economy is extending to richer areas. From catering to culture, Qingdao's night economy is extending to rich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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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夜经济里的“烟火气”
都说夜市是城市的另一副面孔，

充满市井味道的大排档，是青岛人夜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食客云集、

人声鼎沸、市井狂欢，构成了青岛夜

色中极富玩味的一笔……很多人说青

岛的夜单调，可能跟南方深夜十一二

点还熙熙攘攘的夜晚相比，夜色下的

青岛没有那么丰富，但你仔细留意，

青岛的夜生活也有它自己的“滋味”。

烧烤在青岛人心中的地位应该这

样描述：“一顿不吃想得慌”。吃烧烤，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陌生，烧烤摊

上，滋滋作响的烤串是吃货们难以割

舍的美食图腾。烧烤代表的是无肉不

欢的吃货精神，代表着啤酒文化，还

代表着一种舒适自然的生活态度，以

及没有隔阂的友情。如果你不喜欢烟

雾缭绕的传统烧烤，一定要来品尝一

下“很久以前”中式碳烤的清新美味。

“很久以前”会告诉你，烧烤其实与

烟雾无关。这是一家营业时间从日落

到日出的烤吧，也是青岛第一家以夜

店为主题的烤吧。作为一个烧烤店，

环境已经可以媲美酒吧，日落开门、

日出打烊，推开门的一刹那，劲爆的

音乐声席卷耳膜，店里的装修风格更

是时尚中充满了动感，犹如在洞穴里

吃烧烤一般，各种烤串翻滚旋转，烤

羊肉、烤脆骨、烤香肠、烤大虾、烤

面包、烤鸡翅……样样俱全。再说说

青岛胡桃里音乐酒馆，由好乐星娱乐

集团与深圳合纵集团携手打造，其酒

吧、餐厅、咖啡馆的文艺混血儿定位、

立体灵活的空间体验、高品质美酒餐

饮、陪伴式音乐表演、国际艺术流派

精彩演绎，吸引了大量音乐、艺术、

美食、美酒爱好者慕名而来。对于胡

桃里而言，晚上 9 点之后不意味着晚

餐的结束，而是另一种体验生活的开

始。酒水的性价比高，又比酒吧有氛

围，胡桃里让夜生活成为一种享受。

超 15 小时的运营模式，满足午间、晚

餐、酒市的一站式需求。酒文化、餐

文化、诗文化、乐文化；同步你的听觉、

视觉、嗅觉、味觉的全方位的感受。

丽江风情的独特设计，让胡桃木在原

生态的环境里，彰显自然古旧的气息。

“森林都市”“世外桃源”“绿踪仙镜”

等词语，都无法形容胡桃里空间设计

的美感。胡桃里的创新设计，获得了

来自业内的特别肯定，也因此吸引了

大量的顾客，成为青岛最知名和最受

欢迎的聚会空间之一。

在青岛，要问什么最好吃，那少

不了提到海鲜，当然，青岛人夜色里

怎么能少了海鲜。要说青岛最有代表

性的海鲜美食，辣炒蛤蜊应该是当之

无愧的了。来青岛旅游，好客的青岛

人总会带你品尝蛤蜊，普通的贝类海

鲜就这样渐渐成了青岛的名片，从此

一发不可收，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蛤

蜊成了青岛的第一鲜。喝啤酒、吃蛤蜊，

成了青岛处处可见的一景。作为最家

常的海鲜，青岛人赋予蛤蜊很多不同

的吃法。辣炒蛤蜊、原汁蛤蜊、微波

蛤蜊是最常见的，还有很多诸如蛤蜊

小豆腐、蛤蜊鸡、蛤蜊蒸蛋、蛤蜊面、

蛤蜊冬瓜汤、蛤蜊疙瘩汤等新开发的

美食。青岛的海鲜还有很多种，梭子蟹、

鲅鱼、扇贝、海蛎子……每一样在大

厨的精心“打磨”下都会让人垂涎欲滴，

欲罢不能。

漫步青岛，你会发现，高档的餐

厅有时会有些许冷清，狭小拥挤的饭

馆却永远人流攒动。因为比起靠装修

带来的感官舒适，青岛人更热衷于市

井烟火带来的舒服和自在。说到青岛

美食的活字招牌，除了海鲜啤酒，戳

子肉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对于青岛人而言，不仅是味蕾的满足，

更是情感的寄托。

戳子肉的精髓就在一个“戳”字上。

“戳子”，是青岛方言里簸箕的叫法，

A City's Vitality Under the Curtain of Night

夜幕下的城市“烟火”
夜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2019 年被称为“中国城市夜

经济元年”，从这一年开始，《财经国家周刊》、瞭望智库联合相关机构组成课题组，编写《中国城市夜经济影

响力报告》，对城市夜经济影响力进行客观分析与独立评价，展示城市夜经济发展的成果、经验及启示，受到业

内外普遍关注。

如今，深夜食堂、深夜蹦迪、深夜剧场……从餐饮到文化，青岛的夜生活向着更丰富领域延伸。 

文 /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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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酒吧街各有特色，更是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图 / 王海宇）
The bar streets in Qingdao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ll have extraordinary appeal. 

是好朋友。塑料袋里装着成斤的散啤，

也装着青岛人完美的四季。无论是在

老青岛扎堆喝酒的营口路，还是在永

不落幕的登州路啤酒街，都能感受到

青岛最市井的夜生活，各种散啤、瓶啤、

桶啤，多到你眼花缭乱。那些在街旁

林立的啤酒屋，沸沸扬扬的人声里，

每桌都有人情冷暖的故事，来这儿喝

酒，不怕你喝醉，就怕你不尽兴。有

人逢酒必配一盘“花毛一体”，有人

贪恋烤海鲜的滋味……而这浓浓的“滋

味”也让青岛的夜更加迷人。

玩，夜经济里的“酒吧香”
在青岛的夜生活里，与夜宵齐名

的，是青岛的酒吧街。海风、音乐、美酒，

这三者就像是一种绝妙的组合词，潮

领着青岛的夜生活。

青岛的酒吧街各有特色，有的细

而簸箕是一种带着把手的小铁盒。戳

子肉顾名思义，是在戳子里加工，并

当作容器盛肉的一种奇特的烧烤。据

了解，青岛本地戳子肉最早兴起于李

村大集桥底，顾客自带食材，店家只

收取来料加工费，好吃又实惠，使之

得以逐渐推广开来。

戳子肉可谓将炭烤和铁板烧双重

口感融于一体，再与啤酒搭配，很受

青岛食客的喜欢。相比于浓油赤酱、

注重形式的各种菜式，戳子肉的做法

并不复杂，重点在于食材的挑选与处

理。只需要将新鲜的肉类、海鲜、蔬

菜等食材放在戳子里，加入油和葱、

姜、蒜，撒上盐、辣椒、孜然等调料，

放在炭火上进行烤制。例如肉食，沾

满了调料的肉块在戳子里滋滋翻滚、

疯狂爆香，看起来诱人无比，吃起来

更是美味畅快。而这种烹制方法可以

将鲜美牢牢锁进肥瘦相间的纹理中，

吃起来更具有层次感，而秘制香辛料

的加入则让食物中更添一分风情。

除了各种肉食，对于青岛人来说，

那一方戳子里，海鲜也是必不可少的，

戳大虾、戳鱿鱼、戳蛤蜊、戳海肠、

戳扇贝、戳海蛎子，似乎只有你想不到，

而没有不能戳的。而各类蔬菜也可以

戳着吃，金针菇、茄子、大头菜等配

上不同口味的调味料，或鲜美、或甜辣、

或酱香……每一种都有不同的风味。

还有一种高脂肪美味，让人忘记

了对自己的减肥承诺，就比如——炸

串。在青岛，没有哪样小吃能像炸串

一样，让人“顶着爆棚的卡路里”也

要围着路边摊大吃特吃，吃完签子一

放，嘴儿一抹，那满足劲儿似乎是一

顿海鲜大餐都换不来的。

青岛人常说，喝杯啤酒，咱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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腻时尚、有的热闹喧嚣、有的激情四射、

有的流光溢彩……一条条多元、自由、

个性的酒吧街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而

那一条条酒吧街里的酒吧更是有着非

凡的吸引力。

有人说，啤酒泡沫蒸腾起一座城

市的烟火气，没有什么比一杯冰爽的

青岛啤酒更令人心情愉悦。TSINGTAO 

1903 二厂直营店隶属青岛啤酒二厂，

位于常宁路，毗邻地铁大厦、四方古

建筑街，人文气息浓郁。在 TSINGTAO 

1903 青岛啤酒吧，为你专属定制了不

同口味的青岛啤酒，更将一个“鲜”

字发挥到了极致。下线 24 小时内的新

鲜啤酒，被全程冷链运输到店，并把

啤酒工厂的锁鲜设备直接建在店中。

每天清空酒液管道，只卖当日酒，确

保你喝的每一口酒都是最新鲜的。

除了新鲜，这里还是一个能把啤

酒喝出格调的地方。精致的 ONE BY 

ONE PLUS 啤酒，从纯净澄澈的纯生、

流淌金色的皮尔森、醇厚朦胧的原浆、

琥珀色的 IPA、黑玛瑙般的黑啤……口

感依次递进，喝下 6 杯恰好处于清醒

与微醺之间，酒花香气在舌尖蔓延发

酵，气氛刚刚好。

音乐是美食美酒最好的“佐料”，

不眠的夜晚，啤酒激活味蕾，音乐叫

醒耳朵。这里汇集民谣、摇滚、流行

等各音乐门类的独立音乐人、知名团

队与唱作人，每日在餐饮现场掀起文

艺的狂潮。将青岛啤酒的经典好味，

与音乐、美食、创意、文化、艺术相

结合，让灵感更具象化的表达，成为

原创音乐的催化剂。配合一系列精彩

的现场啤酒主题互动，不同情境搭配

不同的啤酒与美食，共同沉浸在这一

出“金色啤酒畅想曲”的戏剧中。

华灯初上，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

金沙滩啤酒城的胭脂精酿酒馆飘出阵

阵酒香，这里是灯光、啤酒、音乐、

美食交织成的欢乐海洋。迈入胭脂精

酿酒馆，宛若走进了一个酿酒坊，几

个大型的发酵罐和储酒罐格外惹人注

目。胭脂精酿酒馆拥有一套完备的自

酿啤酒工艺，从原料粉碎、糖化，到

过滤、煮沸，再到回旋冷却和发酵，

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正所谓美酒配

佳肴，胭脂精酿酒馆主打精酿啤酒之

余，还为顾客准备了丰富的菜品。蛤

蜊、海螺、扇贝、鲍鱼、龙虾等海鲜

应有尽有，精肉、五花肉、羊肉、鱿鱼、

板筋等烧烤一应俱全。据介绍，“胭脂”

于 2015 年登陆青岛，旗下“胭脂酒馆”

以 live 音乐现场为核心。2019 年，“胭

脂公社”和“胭脂精酿酒馆”两大崭

新品牌横空出世，强势入驻青岛西海

岸金沙滩啤酒城火凤凰酒吧街，与酒

吧街的诸多商家共同丰富了啤酒城的

经营业态，点亮了西海岸夜生活。

2018 年 12 月 16 日，全国首个“第

三代影院”三亚 1+X 红树林影城在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上一亮相就惊艳众人，

上百位电影界的重量级嘉宾和影迷们

不仅在这里观看电影、交流互动，还

充分体验了第三代影院带来的全新电

影生活方式。除了三亚，北方首家第

三代影院也早已落户青岛红树林度假

世界里。

这是一场真正的观念革命，颠覆

了“影院只是卖电影的地方”！青岛

红树林度假世界 1+X 红树林影吧拥有

24 个设计风格迥异、功能多样的 1+X

影厅（7 个同步影厅、13 个点播影厅、

4 个 360 度全息投影极光餐厅），以院

线点播、民谣演出、欢唱、桌游等休

一顿烧烤也可以成就青岛的“烟火气”。（图 / 闫飞飞）
A barbecue can also add to Qingdao's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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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娱乐为主。所有 1+X 影厅均配有放

映、点歌、游戏等设备，能满足 KTV

嗨唱、看电影、玩游戏、用餐、轰趴、

求婚、过生日、看球赛、开小会、读

书、看展览……完美诠释了“想干嘛

就干嘛”的电影生活体验。另外，1+X

红树林影吧还设有台球、英式足球、

脚踢式台球，消费者均可免费使用；

每周固定时间有乐队演出，每月固定

举办主题活动，结合“唱歌 + 交友”

的模式丰富游客的度假生活体验。更

可以随心所欲躺着看电影，院线同步

电影想看就看，不受档期限制，在这

里电影“永不下线”，往沙发上一窝，

每部电影挨个儿看遍。还可以在这里

举办生日宴会、告白求婚等各种娱乐

活动，摆脱到处跑场，与好友一起沉

浸在光影之中。

啤酒节、文化大集、光影秀、民

谣季、免单节……即墨古城，一座承

载千年城市文脉的古城，一边连接着

千年商都的厚重色彩，一边延续着开

放包容的城市态度。如今妥妥地成为

青岛必选网红打卡地，在这里你可以

静静“聆听”一座座建筑的历史故事，

品尝一家家全国各地的美食，搜寻牌

坊街下的非遗文创，听民谣赏戏曲看

演出，N 种方式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念

念难忘。

民谣的小屋就位于即墨古城内，

以“啤酒坊 + 民谣演艺”为经营模式，

上百种全球进口精酿啤酒搭配威士忌、

特色鸡尾酒、米酒、清酒、烧酒及特

色软饮，每天民谣乐队现场演绎，平

缓的民谣曲调、朴实的歌词，三五好

友可以相聚在这里，听民谣，忆往昔，

谈天地，邂逅生活的美好。

The Way 对于精酿的理想是“精确”

之精。以其引进自美国的高端设备，

与足以实现工厂式精酿的 5 吨自酿产

线规模，既能打造空前的数量，也能

实现对精酿啤酒来说至关重要的品质

要求。相对于街头巷尾即能买到的批

量化、标准化工业啤酒，精酿啤酒更

具个性，与对啤酒口感的大胆实验精

神。

这所精酿馆将是一所温暖而又时

尚的生活美学体验馆。The Way 背靠国

信体育场的各种体育赛事与演唱会所

提供的巨大流量，构成了对啤酒、文化、

音乐、体育等中青年人群兴趣点的一

种有效联接。

国信体育场周围还有创客工作区、

独立设计师工作室、美术馆与绘本馆

等，这些也构成了精酿啤酒年轻、快

乐精神的外延。不同兴趣追求之间的

流动与摩擦，会如同精酿啤酒“高纯

厚度”一样燃起游走于我们全身的燎

原之火，改变我们的趣味，改变消费

方式，更改变生活。

那么，“The Way 精酿啤酒”这家

全新的精酿园地，除了得天独厚的位

置和先进的理念以外，在产品和店内

环境上又有哪些令你预料不到的惊喜

呢？

首 先， 是 The Way 独 家 推 出 的 8

款自酿鲜啤，包括 IPA、艾尔、波特、

世涛、拉格……上好的啤酒花，麦芽

的芬芳，令人欲罢不能的口感，足以

点燃你灵感的火花，或释放你一天工

作结束后重新焕发的精力。

其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The Way

配酒餐品的丰富多样：西餐有近百款

选择，足以满足对不同口味搭配的需

求，甚至由意大利披萨协会会长亲任

技术顾问。此外，还有立足本土口味

的大胆创新菜品，在青岛这片啤酒之

乡实现餐饮本土定位和前沿理念的结

合，是团队的梦想。

还有，这里有音乐！ The Way 的

餐厅呈开放式设计，面积充足，足供

小规模演唱会使用。这里提倡的是幽

静而不过分喧闹的饮酒气氛，但对民

谣、摇滚、爵士都是来者不拒，音乐

的 口 味 就 如 同 精 酿 一 样 丰 富。 与 此

同时，The Way 还提供能带回家的精

酿——不要小瞧这背后的技术与资金

投入——精酿可以瓶装，还可以装在

按照顾客要求进行个性化定制的保鲜

酒罐中运送。从此，精酿可以在家中

自酌自饮，也可以在户外野餐中携带

并取出，制造出令亲友惊叹的新鲜气

氛。于是，本就源自于自然芬芳的啤

酒，又将回到自然界草叶的清凉芬芳

中。

城市的“烟火气”就这样静静地

弥漫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而那一场一

场属于夜晚的“盛宴”就这样悄然来

临。

Night econom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rban economy, but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in measur-
ing the economic vitality of a city. 
2019 is known as the "first year 
of China's urban night economy". 
Since that year, the China Finan-
cial Weekly and Liaowang Institute 

have joined forces with related in-
stitutions to form a research group 
to compile the Report on the Im-
pact of China's Urban Night Econo-
my, which objectively analyzes and 
independently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urban night economy, displays 
the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night economy, and has re-
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dus-
try.

Nowadays, from catering to cul-
ture, Qingdao's night economy is ex-
tending to richer fields such as late-
night canteens, late-night discos and 
late-night thea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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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隋斌

Sail out of Qingdao to See the World

驶出青岛看世界

从 1904 年德国人在青岛举办第一场帆船比赛，到 2008 奥帆赛和残奥帆赛；从各项

国际帆船赛事的落地到自主品牌赛事的成熟。

青岛，随着帆船运动的发展上演着一次次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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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国际帆船赛事中，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无疑
是一场让人难忘的赛事。（图片提供 / 青岛市体育事
业发展中心）

Clipper Round the World Yacht Race is un-
doubtedly an unforgettable event among numerous 
international sailing events.

环球帆船赛无疑是一场让人难忘的赛

事。

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航海

赛事”和“规模最大的业余环球航海

赛事”，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自 1996 年

开赛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著

名的环球航海赛事之一，基于“全民

参与、零航海经验要求”的办赛理念，

如今这项赛事已经使全球千余名帆船

爱好者实现了航海梦想。

时 间 回 到 2005 年，2005—2006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青岛号”大帆船

命名仪式在英国利物浦举行，这是青

岛首次与这项国际知名赛事结缘。彼

时，正在筹办 2008 奥帆赛的青岛尚未

在国际帆船界叫响自己的名字，而“克

利伯”在中国的品牌认知度也非常有

限。2006 年，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首度

登陆青岛时，奥帆中心还处于建设中。

2008 年，当“克利伯”第二次造访青

岛时，一座世界一流的帆船中心呈现

在所有船员眼前，但港池里的帆船仍

然寥寥无几。而今天，奥帆中心桅杆

林立，足以说明帆船运动在这座城市

的兴盛，青岛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帆

船之都”。

10 余年间，这里从方兴未艾到蓬

勃开展。不可否认的是，克利伯环球

帆船赛提升了青岛这座城市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而同时以“青岛”命名的

克利伯大帆船，好比一位形象大使，

把青岛的美名带到了世界各地。

在每一届的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青

岛站”期间，青岛都会举办“克利伯

船员进家庭”“克利伯船员进学校”

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并且会创

造诸多有利条件，邀请市民尤其是青

少年帆船运动爱好者登上“克利伯”

大帆船一探究竟，在搭建中西方文化

交流平台的同时，也为帆船爱好者们

提供了一个与帆船运动亲密接触的机

会，这在无形中夯实了青岛的航海人

才储备。经过 10 余年的壮大，青岛已

经拥有了自己的明星选手，迄今为止，

先后有多名中国籍船员登上“青岛号”

征战克利伯，其中大多数为青岛人。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已经成为帆船领域

的中坚力量，代表青岛在诸多国内外

赛事中取得过佳绩。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 10 余年的

合作历程中，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把数

以千计的船员、游客以及商业合作伙

伴带入了中国和青岛，使克利伯环球

帆船赛青岛站成为青岛冬季旅游的代

表产品，促成了众多商业合作项目在

青岛落地。独具特色的赛事平台也扩

展了青岛国际合作空间，极大地提升

了这座中国海滨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

影响力。由青岛冠名的“青岛号”大

帆船代表中国青岛，沿着环球比赛的

线路走访世界。 

在与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合作多年

间，青岛已经创造了诸多个“第一”：

青岛是第一座参加这项赛事的中国城

市；青岛人郭川是第一位参加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青岛姑娘宋坤

是第一位完成克利伯全程比赛的中国

人，她还是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中

国女性；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是青岛参

加的第一项国际帆船拉力赛，也是输

送青岛籍船员最多的国际赛事；青岛

是第一个为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打造专

属主题文化活动的停靠站，并且赢得

了“全球最具特色停靠站”的美誉。

10 余年前，帆船运动对于大部分

青岛人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但是在

经历了奥帆赛、沃尔沃、克利伯、世

界杯等各种大赛的洗礼后，人们对于

浮山湾畔千帆竞发的场面早就已经习

以为常。更是因为“克利伯”，青岛

带着一座城市的梦想，扬帆前行。未来，

“克利伯”上将会有更多的青岛元素，

而帆船，也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

的活力。“帆船之都”早已成为一张

亮丽的名片，向世人展示着青岛独特

的魅力，更以一张张风帆为翅膀，随

着大海的迈动，让“帆船之都”扬名

世界。

在众多国际帆船赛事中，克利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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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得更远。

克利伯再次扬帆起航
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

赛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在英国伦敦起航，

卫冕冠军“三亚号”携手连续 8 届参

赛的“青岛号”和首次加入的“珠海号”，

与其他 8 支赛队一起开启航程超过 4

万海里、为期 1 年的环球航行。按照

原计划，11 支参赛船队出发后跨越大

西洋行至南美洲，随后从南大西洋行

至南非，再经南大洋的西风带至澳大

利亚西海岸、东海岸，然后回到北半

球至中国赛区的 3 个停靠城市：三亚、

珠海和青岛，再从青岛出发跨越太平

洋至美国西海岸，通过巴拿马运河转

至美国东海岸，接着再次穿越大西洋，

最终返回英国，完成横跨五大洋六大

洲、经停 15 个城市的环球航海之旅。

然 而，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在全球蔓延，受此影响，2019—2020

赛 季 克 利 伯 环 球 帆 船 赛 组 委 会 宣 布

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剩

余赛事将延期举行。

2022 年，2019—2020 赛季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再次扬帆起航。3 月 20 日，

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从

菲律宾重启出发，11 艘赛船承载着百

余名非职业航海选手踏上了横跨北太

平洋驶向西雅图的征程。

这段 6100 海里的赛程由克利伯最

长久合作伙伴城市——青岛命名为“帆

船之都·青岛杯”。在 1 个多月的比

赛时间里，参赛船队征战着世界上最

为艰险的地方之一——北太平洋赛段

比赛。来自各行各业的 150 余名船员

不仅战胜了寒冷和飓风，更战胜了自

己的内心。在一次次的快速航行中体

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畅快感。

5 月 7 日，2019—2020 克 利 伯

环球帆船赛“青岛号”顺利抵达美国

旧金山。虽然前期受器材故障影响，

“青岛号”赛队临时停靠日本，被迫

放弃赛程 10“帆船之都·青岛”杯比

赛并变更行驶路线。但在海洋竞速角

逐中仍然表现出色，以 21 小时 10 分

12 秒的绝对优势力拔头筹，赢得 3 点

积分奖励；5 月 11 日，经过了旧金山

短暂的停靠休整之后，“青岛号”赛

队于上午驶离索萨利托的 Schoonmaker 

Point 码头，驶向赛程 11 在旧金山外

海域设置的 1 号强制标记门准备开始

比赛。由于临停日本修船导致其横跨

北太平洋赛段完赛拖延，“青岛号”

未能赶往西雅图停靠站与大部队集结

一起出发开赛，且无法参加赛程 11 的

勒芒式开赛，因此无法参加本赛程第

1 环节的比赛。然而通过赛组委为本

赛程认定的比赛耗时机制，“青岛号”

仍然可以加入赛程 11 的比拼。值得一

提的是，“青岛号”赛队在经过奋力

拼搏，实现了以 11.5 节的平均速度，

耗 用 17 小 时 6 分 钟 19 秒 完 成 了 196

海里的竞速角逐，经赛事组委判定确

认，“青岛号”依然获得了赛程 11 戴

尔海洋竞速区间角逐的第一名，第二

名和第三名分别由百慕大号和埃斯特

角号获得。

6 月初，伴随着美丽的日出，“青

岛号”赛队顺利抵达了巴拿马弗雷明

哥岛码头。之前出发的第二批克利伯

赛船恰巧在离港前往运河中转的途中

与“青岛号”相遇，这也是“青岛号”

两个多月前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出发后

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与赛场同伴相遇。

6 月 4 日，2019—2020 克 利 伯 环

球帆船赛第 7 赛段美国海岸线赛段第

二部分——赛程 12“百慕大杯”比赛

以勒芒式开赛正式开启，总里程 1410

海里。此次，“青岛号”赛队重回大

部队，与其他 10 支参赛船队从巴拿

马大西洋端出发，将途经加勒比海，

驶向百慕大港。第 7 赛段第二部分比

赛也就此展开：速度比拼和技战术比

拼并重，一场精彩大战也正式上演。

6 月中旬，本届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赛程

12“百慕大杯”比赛顺利结束，克利

伯船队陆续抵达皇家百慕大游艇俱乐

部。比赛过程中，“青岛号”船员们

团结协作，商讨战略战术，勇敢应对

挑战，享受激烈竞赛过程。最终，“三

亚号”“百慕大号”“WTC 物流号”

收获赛程 12“百慕大杯”前三甲。

停靠站合作主办方百慕大旅游局

在皇家百慕大游艇俱乐部举办了众人

期待的克利伯帆船赛第 7 赛段颁奖仪

式。克利伯帆船赛全体船队、赛事组

委会工作人员、船员支持者们汇聚一

堂共同庆祝第七赛段中的两场比赛：

赛程 11“西雅图太平洋挑战赛”和赛

程 12“百慕大杯”比赛。与此同时，

停靠港主办方安排了独具地方特色的

Gombey 舞蹈节目欢迎所有船员和各方

宾客。克利伯帆船赛创始人、赛事主

席罗宾·诺克斯 - 约翰斯顿爵士和百

慕大旅游局的临任首席执行官 Tracey 

Berkeley 分别进行致辞，祝贺当前比赛

船员们获得的骄人战绩，同时也欢迎

了刚刚加入的新船员，他们即将参加

的是本赛季的终章赛段——大西洋归

乡凯旋赛段。虽然在赛程 12“百慕大

杯”比赛中，“青岛号”未进入前三，

但其表现仍然可圈可点：赛程 11 竞速

角逐第一名，赛程 12 竞速角逐第二名，

郑毅获得第 7 赛段媒体奖，“青岛号”

排行榜总积分仍然是第一名。

短暂停留后，2019—2020 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 11 支参赛船队告别百慕大，

开启赛程 13 百慕大至纽约比赛。出发

前，11 支船队在皇家百慕大游艇俱乐

部码头分别留下船队合影，百慕大体

育部部长 Vance Campbell、百慕大旅游

局首席运营官 Erin Smith、百慕大财经

部总监 Duncan Beveridge 以及百慕大旅

游局、皇家百慕大帆船俱乐部的资深

成员来到现场欢送船队出发。

11 艘克利伯 70 英尺大帆船驶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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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20, the Clipper 
2019-20 Round the World 
Yacht Race was restarted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11 racing boats 
carrying over 100 amateur sailors 
embarking on the journey across the 
North Pacific to Seattle.

This 6100-nautical-mile leg was 
named "Sailing City Qingdao Cup" by 
Qingdao, Clipper's longest standing 
partner city. For over a month, the 
fleet battled with the elements in one 
of the most perilous places in the 
world as they competed in the North 
Pacific leg. More than 150 sailo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not only defeat-
ed the cold and hurricane, but also 
defeated their fear. They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sense of achieve-
ment and pleasure in the fast sailing 
again and again.

As the first famous international 
sailing event in which Qingdao plays 
a part, the Clipper Race is an im-
portant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and 
exchange platform for Qingdao in 
its efforts to build a world-famous 
sports city and a national sports cen-
tral city, deepen the building of the 
"sailing city" brand, and speed up 

the building of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Clip-
p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enabling Qingdao's foreign ex-
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sports, 
culture, tourism, commerce, trade 
and other fields. It has deepened the 
exchange, interaction and connectiv-
ity between Qingdao an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ontributed to Qingdao's 
endeavor to build a bridgehead for 
two-way opening up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 pioneer 
modern ocean city.

头后，在汉密尔顿港外海域进行了巡

航表演。赛程 13 航程短，比赛里程大

约 700 海里，比赛船队将抵达 Liberty 

Landing Marina。此外，赛程 13 的开始

标志着本赛季终章赛段——第 8 赛段：

大西洋归乡凯旋赛段正式开启。

6 月 24 日，2019—2020 克利伯环

球帆船赛“青岛号”赛队凭借出色表

现和稳定发挥，于 11 点 19 分率先冲

线完赛，获得赛程 13（百慕大—纽约）

冠军，收获 11 积分奖励。经此赛程，

“青岛号”再次将单赛程、总积分“双

第一”收入囊中，并以明显优势稳坐

总积分排行榜首位。这也是“青岛号”

本赛季开赛以来第 5 次获得单赛程第

一、第 7 次跻身单赛程前三甲。

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对“青岛号”取得

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祝贺。“青岛号”

用勇于拼搏、团结合作的实际行动，

向世界展示了“帆船之都”青岛“活

力海洋之都 精彩宜人之城”的城市风

采。回顾本赛程，勒芒式开赛后，经

过起初的逆风和风洞困扰后，赛队转

入快速顺风航行状态，平均时速可达

10 节以上，激烈的比拼一直持续到最

后百里冲刺阶段。“青岛号”赛队凭

借高效团结协作，以及对风向的迅速

把控、对技战术的及时调整，保持领

航位置，最终拔得头筹。而赛程 13 标

志着克利伯 2019—2020 帆船赛终章赛

段的开启。比赛里程约 700 海里，耗

时四至五天，采用标准航线直通终点

站比赛模式，是一场简单、直接短途

竞速赛。船队冲线完赛后将停靠在纽

约泽西市。

6 月 29 日上午，克利伯 70 英尺比

赛船队从纽约泽西市出发，在曼哈顿

城市天际线和自由女神像的映衬下，

船队渐渐驶离纽约站，开始本赛季环

球航行的最后一段跨洋航行，驶向下

一站目的地北爱尔兰伦敦德里。赛程

14 是 2019—2020 克 利 伯 环 球 帆 船 赛

“大西洋归乡凯旋”赛段的第二部分，

从美国纽约出发驶向北爱尔兰的伦敦

德里，比赛航程近 3000 海里。

作为流动的“帆船之都”青岛城

市宣传平台，通过“青岛号”大帆船

参赛，在主要停靠港城市开展城市对

外宣传、经贸洽谈、旅游促销、文化

交流等活动，借助全球媒体资源和各

停靠港媒体宣传平台，有力提升了青

岛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迄今为止，克利伯已为青岛培养

了 70 多名远洋航海人才，通过举办

青岛站赛事，为帆船爱好者和市民带

来了与国际顶级赛手交流和对话的难

得良机，极大地促进青岛本地帆船运

动的发展水平，使帆船运动加速融入

城市生活。今年四月闭幕的青岛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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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作为青岛参加

的第一项著名国际帆船赛事，是青岛

建设全球知名体育城市、国家体育中

心城市，深化“帆船之都”城市品牌

建设，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

彩宜人之城”的重要对外宣传载体和

国际交流平台。克利伯，已然成为赋

能青岛体育、文旅、商贸等领域对外

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深化了青岛与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间交流互

动和互联互通，助推青岛“一带一路”

双向开放桥头堡建设，助推“引领型

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正如克利伯英方组委会首席执行

官威廉·沃德所言：“青岛是克利伯

成功故事的一部分，克利伯也是青岛

成功故事的一部分”。超过 4 万海里

的壮丽航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热爱，

青岛与克利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航

海故事里实现了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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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磨一剑，帆船遍校园

7 月 5 日，2022 年青岛市帆船运动进校园工作会举行。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宋

爱军出席会议，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西海岸新区教体局体育专干，在青

高校负责老师，市教育局局属帆船特色学校负责人，相关培训俱乐部负责人、教练员等参加会议。

Years of Effort in Promoting Sailing in Schools 
Yields Fruitful Results

文 /石薇娅

自 2006 年起举办的“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也为开展国际青少年帆船运动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图 / 王勇森）
The campaign of Promoting Sailing in Schools launched from 2006 has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youth sailing exchanges.

——青岛市召开 2022 年青岛市帆船运动进校园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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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取得阶段性

进展，奥运和帆船知识在青少年中的

普及率大大增加，青少年的帆船运动

水平也都在逐步提升中，帆船日渐成

为备受青岛青少年喜欢的一项体育运

动。从 2006 年“帆船运动进校园”活

动的首次开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近

20 年的时间。一项由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学校配合的帆船活动开展得红

红火火、朝气蓬勃；一大批青少年爱

好者走向帆船，走向这项承载航海历

史与文明、充满时代科技与时尚的活

动。青岛，已经成为培养青少年帆船

运动的理想基地，更拥有了完善的青

少年培训平台。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自 2006 年 起 举

办的“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也为开

展国际青少年帆船运动交流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每年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期间举办的青岛国际 OP

帆船营也成为青岛的一张靓丽名片。

而青岛市“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开

展以来，青岛市已相继建立起校、区、

市三级帆船队，近百所帆船学校和多

所特色示范学校，同时参与到帆船训

练营的青少年已有上万人。

有人说：“航海就是在蔚蓝和深

蓝之间航行，充满了挑战和未知。”

但旖旎的海上风光对航海人有着无法

抗拒的诱惑力，在碧海蓝天之间扬帆

起航，掀起彩色的浪潮，尽情地享受

海上无限广阔的空间，如今，帆船已

逐渐成为青岛青少年割舍不开的校园

体育文化生活元素。2007 年国家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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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前国

际帆联主席约伦·彼得森以及国际帆

船界都对这项活动给予高度评价，青

岛的青少年帆船普及活动不仅在全国

首屈一指，在国际上也已经打造出闪

亮的品牌。

大海让青岛与帆船结缘，也让青

岛成为中国帆船运动的发源地。2008

年盛夏，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帆船

项目比赛在青岛奥帆中心举行，浮山

湾畔的燕儿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青

岛也开始以“帆船之都”的美誉走向

世界。如今美丽青岛奥帆中心，已经

从一个世界顶级帆船比赛场地，变成

集训练、比赛、休闲、娱乐乃至奥帆

博物馆为一体的综合性体育文化场所，

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今天，海还是

那片海，帆依旧是那面帆，穿梭在历

史和现实之间的奥帆中心，正以一种

全新的面貌诉说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

会 上， 对 2022 年 青 岛 市 帆 船 运

动进校园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包括帆

船海上实操、帆船知识进课堂、帆船

知识竞赛、教师帆船培训等方面。对

参训、纪律、防疫、安全等方面提出

了要求，强调各区、学校、培训单位，

压 实 工 作 责 任， 强 化 安 全 意 识， 加

强训练管理，落实负责人员，认真做

好学生管理、制定安全和防疫方案，

不断提高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整体水

平，提高宣传力度，加强交流，在全

社会形成关心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

舆论氛围。 

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将对参

训单位提报的资质证书、安全责任书、

风险防控方案、应急处置预案、疫情

防控方案等材料进行严格审核，不断

完善安全管理工作机制，结合教育局

颁布的相关文件，加强防溺水等安全

管理工作。

会议强调，安全问题和疫情防控

是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培训单位应根

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分类制定培训方案。

同时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培训规范有

序。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将对各培

训单位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培训质量。

2022 年青岛市帆船运动进校园普

及工作将继续以暑期培训为主，计划

在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城阳、

西海岸、即墨 7 区及在青高校、市教

育局局属学校中培训 1850 名学生。同

时，今年将努力推动胶州、平度、莱

西的教师参加帆船培训，旨在通过做

好教师的培训，更好带动青少年帆船

运动发展。

青岛作为中国的“帆船之都”，

2008 奥帆赛和残奥帆赛给青岛留下

了一笔丰厚的奥运文化遗产，在打造

“帆船之都”的过程中，青岛深入开

展了青少年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成

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一大亮点，帆

船运动全面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青

On July 5, the work meeting 
on promoting sailing in 
schools in 2022 was held 

in the conference room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Swimming Pool of Qing-
dao Sports Center. At the meeting, a 
comprehensive plan was made for the 
work of promoting sailing in schools 
in 2022, covering such aspects as 
sailing practice at sea, teaching sail-
ing knowledge in classrooms, sailing 
knowledge contests, and sailing train-
ing for teachers. The plan has put 
forward requirements for training 
participation, disciplin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safety. It's stressed 
that all districts, schools and training 
units should clarify their work respon-
sibilities, strengthen safety awareness, 
enhance training management, de-
cide on the persons in charge, do a 
good job in student management and 
safety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plans 
formul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program of 
promoting sailing in schools, improve 
publicity and strengthen exchanges, 
to create an opinion atmosphere that 
car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in the who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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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into Qingdao Tiangong Longquan Celadon Museum

不吝赞匠心精进，一眼青瓷醉人心

文 /魏浩浩

人们哼唱着：“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感受着歌词里最唯美的意境，殊不知这所谓的“天青色”

自古便有着奇妙的来历。

传说当年宋徽宗一直想烧制出素雅的瓷盏，却苦于技术上难以实现。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吟

了一句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就像冥冥之中获得了神的指引，他要工匠去仿照雨后

天空的颜色来烧制瓷器，经过百般尝试最终获得了想要的瓷器颜色——天青色。后来也有人说，这句天

降灵感一般的句子，其实来自周世宗。无论源头在哪里，雨过天青的青瓷却悠然面世，以其美与净，质与型，

而成为瓷中之宝，一美就美了千年。

青岛天工龙泉青瓷博物馆通过收藏、非遗文化体验、传统技艺课堂、文创作品制作、文化艺术展览等多种形式，保护大量的瓷器资料，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图 / 杜永健）
The museum protects a large number of porcelain materials and promote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multiple ways including collection,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experience, traditional skill classes, the making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works, and cultural and art exhibitions. 

——走进青岛天工龙泉青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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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今

天的世界各大博物馆，只要收藏瓷器，

几乎都会有龙泉青瓷，它契合了中国

文人对美的追求：含蓄、内敛、优雅、

深沉。它静默成景，却又意境深远。

把龙泉青瓷带到青岛
一色到底，绝无杂色，清白素雅，

万千繁华里，青瓷的这一抹青翠，就

像群山如墨中，突然升起一轮明月，

秋夜浩渺，万里明净，心旷神怡。走

进青岛天工龙泉青瓷博物馆，眼前的

一幕幕既淡雅清新，又韵味十足，青

瓷给予人的第一感觉或许正是如此。

据介绍，青岛天工龙泉青瓷博物

馆于 2016 年 10 月投资建设，占地面

积 1000 余平方米，投资人民币 500 余

万元，是青岛惟一一家青瓷类博物馆。

博物馆搜集、收藏、展示历代与龙泉

青瓷相关的生产用具、工艺流程和现

代艺术精品。对此，青岛天工龙泉青

瓷博物馆总经理夏利说：“目前，我

们博物馆内设有青瓷制作体验区、成

品展示区、历代瓷窑碎片展示区、名

家展示区、茶室等功能区，我们博物

馆的宗旨是传播青瓷文化，传承青瓷

技艺，鉴赏青瓷精品，创新青瓷艺术，

通过收藏、非遗文化体验、传统技艺

课堂、文创作品制作、文化艺术展览

等多种形式，保护大量的瓷器资料，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进入名家展示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就是 2016 年献礼 G20 峰会的“G20

双耳瓶”，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胡兆

雄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也是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它的整体设计庄重古朴、

落落大方，尤其那一对双耳，采用了

中国传统玉雕中龙凤呈祥的样式，巧

妙通过器形融入了“G20” 的字母和

数字符号，形象生动诠释主题，敦厚

典雅的造型也显示出了大国风范。它

的器身高度达 60 厘米，釉层特别厚实，

是釉色纯正的“梅子青”，整体烧制

成功的难度是极大的。

据夏利介绍，龙泉青瓷模具灌浆

工艺烧制的器物中，一次性灌浆成型

无论时间如何流逝，美物终究都

有喜爱它的人们，如青瓷这般世代相

传，生生不息。而今，当我们走进青

岛天工龙泉青瓷博物馆，仿佛踏入了

青瓷润泽儒雅的世界，正如眼见这样，

美到极致便是无法取代的存在。龙泉

青瓷，这份简约之美体现出中国人自

古以来低调、内敛、卓尔不凡的品位

与匠心，值得人们不断回味。

声名远播的龙泉青瓷
岭矿取土，粉碎淘洗；滤泥制坯，

雕花缕刻；素烧施釉，装窑烧造。青瓷，

集水土之灵气，显匠心之精技，传历

史之底蕴，成一方之名器。

在中国制瓷史上，龙泉窑是中国

陶瓷史上“烧制时间最长、窑系范围

最广、产品质量最佳、销售范围最广”

的历史名窑。龙泉窑产出的龙泉青瓷，

以“千峰翠色”的明丽和“如冰似玉”

的晶莹著称于世，享有“青如玉、明

如镜、声如磬”的“陶瓷之花”的美名。

中国陶瓷研究之父、中国近代享誉世

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

万里先生曾经说过：“一部中国陶瓷史，

半部在浙江 ; 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

龙泉。” 

浙江龙泉的青瓷是中国瓷品中的

一块瑰宝，史称中国五大名窑的官窑、

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中的哥窑 ，

指的就是龙泉的青瓷。2006 年 5 月 20

日，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 年 9 月 30 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

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从 111 项申报项目中审议并批准

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

录》的 76 个项目，龙泉青瓷传统烧制

技艺榜上有名，是全球第一也是惟一

入选的陶瓷类项目。龙泉青瓷在世界

博物馆内设有青瓷制作体验区、成品展示区、历代瓷窑碎片展示区、名家展示区、茶室等功能区。（图 / 杜永健）
The museum consists of several functional areas including the celadon making experience area, finished 
product display area, display area of porcelain kiln fragments of various dynasties, display area of works 
of famous artists, and tea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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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内的制作体验区，人们可以亲身体验青瓷的制作过程，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图 / 杜永健）
In the museum's celadon making experience area, people can personally experience the process of making celadon and feel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魅力。在手工体验区，共有 20 台拉坯

机供体验者使用，并且配备了专业老

师指导，拉坯、修坯、捏塑、刻花、

青瓷课堂、研学课堂等项目齐全，即

可以团队指导，也可以一对一指导，

来这里便能沉浸式体验手工青瓷的快

乐。在收藏品展示区，展柜里摆放着

历经千年历史的古瓷片，南宋时期的

一大成就，是梅子青与粉青的烧制成

功，使得青瓷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这一片片碎片都仿佛在讲述着一个个

关于青瓷的故事。

把爱好当事业，
除了热爱还要有坚持

博物馆的所在位置正是风景秀丽

的石老人观光园附近，这就决定了它

坐拥依山傍海的美景，同时青瓷所独

很少有超过 50 公分的，现在也只有英

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

等国外的博物馆里有几件珍藏，因为

模具灌浆工艺的器型上下的厚度是一

样的，没有支撑点，高温烧制特别容

易变形，很多大的器型会采用分体式

灌浆后再拼接起来，而这一件 G20 双

耳瓶是一体成型的。为打造好这件作

品，胡兆雄率领他的设计和制作团队

将设计稿改了 10 余次，只为让双耳瓶

的颈部线条趋于完美；一次次不惜血

本地调试烧制，只为能给作品配制出

最完美的釉色……历时 1 年，他的团

队烧制了 200 窑、共 300 多件作品才

烧出了 10 件精品，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件作品终于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理想

效果，成功入选 G20 峰会元首礼，赢

得了业内专家和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

评，这也是一件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和

艺术价值的作品。

在历史展示区，我们能够看到龙

泉青瓷完整的发展史，从东汉时期中

国的青瓷烧造技术，到北宋早期龙泉

窑业的初具规模，再到因全国政治、

经 济 中 心 南 移， 龙 泉 窑 进 入 鼎 盛 阶

段……龙泉青瓷的历史在这个区域展

示无疑。在瓷土釉土展示区，完整展

示了龙泉青瓷的成型过程，以及瓷土

釉土的介绍。据了解，由于龙泉青瓷

的制作过程需要经过 3 次上釉、两次

烧制等过程，所以烧制难度非常大；

以前用龙窑烧制的时候，成品率只有

10% 到 20% 左右，现在采用液化气窑

烧制也只有 70% 至 80% 的成品率——

经过层层历练，龙泉青瓷才有了“雨

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青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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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献礼 G20 峰会的“G20 双耳瓶”，是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胡兆雄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也是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图片提供 / 青岛天工龙泉青瓷博物馆）

The "G20 Amphora" created to pay tribute to 
the G20 Summit in 2016 is one of the works Hu 
Zhaoxiong, a master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is 
most proud of, and also a key highlight among the 
museum's collections. 

Regardless of the passage of 
time, beautiful things will 
always find people who ap-

preciate them. Celadon, as a fine ex-
ample of beautiful things, has been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
ation. Now, when we enter Qingdao 
Tiangong Longquan Celadon Muse-
um, it seems that we have stepped 

into the world of glossy and elegant 
celadon. It is learned that the muse-
um was invested in and constructed 
in October 2016, covering an area 
of more than 1000 square meters. 
It is the only celadon-featured mu-
seum in Qingdao. The museum pro-
tects a large number of porcelain 
materials and promote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collec-
tio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perience, traditional skill classes, 
the making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works, and cultural and art exhibi-
tions. It aims to spread celadon cul-
ture, carry forward celadon skills, 
appreciate fine celadon, and inno-
vate celadon art.

有的韵味和素雅，让博物馆这一方天

地别有风情。而打造这一空间的人们，

除了有对龙泉青瓷的热爱，更有着对

这份艺术的执着和坚持。

谈到最初筹建博物馆的初衷，馆

长刘泉生说道：“最初是因为喜欢，

喜欢瓷，也喜欢青瓷背后的这些传统

文化。我和同为创始人的郑旭东是好

朋友，他是地地道道的龙泉人，家传

技艺，四代烧窑，也是非遗传承人。

让龙泉青瓷落户到美丽的青岛，使其

与青岛的山海文化相结合，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龙泉青瓷烧制技艺，

让青岛的市民也能在家门口领略世界

非遗的魅力。”

博 物 馆 开 放 的 几 年 间，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走 进 这 里， 领 略 了 青 瓷 的 魅

力、 体 验 制 作 过 程 中 所 带 来 的 等 待

和 专 注， 以 及 失 败 的 沮 丧 和 成 功 的

欣 喜，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知 道 了“ 天 青

色”“ 梅 子 青” 这 些 颜 色 背 后 的 历

史 传 承 和 故 事。 谈 及 收 获， 刘 泉 生

感 慨， 办 博 物 馆 辛 苦， 但 收 获 也 超

出 了 想 象。“ 在 办 博 物 馆 的 整 个 过

程中，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 接 触 了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游 客， 他 们

都 对 青 瓷 给 予 了 很 高 的 评 价。 我 从

部 队 退 休， 原 本 就 对 传 统 文 化 很 热

爱， 现 如 今， 博 物 馆 让 在 将 热 爱 的

事情变成了一种分享和传承的事业，

我 很 荣 幸 也 很 高 兴。 通 过 瓷 器 还 可

以 了 解 一 些 传 统 文 化 的 历 史， 对 中

国 古 代 的 经 济、 文 化、 艺 术、 美 学

方 面 都 是 一 个 重 新 学 习 的 过 程， 这

是一个逐步深入、逐渐提高的过程，

对 我 个 人 艺 术 素 养 的 提 升 是 无 形

的。”

青瓷如玉，恰如持有者谦谦温润

的君子之风，持一点诗情，秉一份初心，

不激烈，也不退缩，不偏执，也不放弃，

前行中有谦和，后退时有温度，保持

清白，也保持诗意。有人说，做瓷要

耐得住寂寞，有匠心、有诚意，偶尔

还要看天意。不是努力就可以成功，

但不努力肯定会节节败退。这一件件

青瓷的背后，有着匠人的专注和等待，

有精湛的技艺，更是泥与火的欢歌。

做瓷磨炼心性，这一点，刘泉生也十

分认可。“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人

能静下来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能力。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寻找一项

适合自己的爱好是多么的重要，而有

的人恰好找到了，投入了、收获了，

可以说一举多得。”他说道。

“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博物馆这样

一个平台，结识不同层面、不同年龄

段的人群，在文化交流和共享方面达

成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在于对青

瓷的热爱，更包含对传统文化的敬意、

推崇和传承。圈子的扩大，会让更多

人爱上青瓷、爱上传统文化，在传承

方面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过程会很

漫长，但我们将一如既往。”谈及对

于博物馆未来发展设想，刘泉生有着

诸多想法，而落到现实，又仿佛需要

时间去等待和打磨，但他表示：“正

如做青瓷一般，我们会有着匠人般的

专注与耐心，再加上那份挚爱与热忱，

未来相信会更好。”

青瓷的魅力，是清白干净的魅力，

是纷繁世事中，一份安静安心的魅力。

而博物馆，恰好也是追求这份安静与

安心最好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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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冯赛

百花争艳时，一束束千姿百态的鲜花在广袤

的大地上吐蕾绽放，把世界装扮得分外妖娆。

万花之中槐花格外惹人爱。

槐树是接地气，有韧性的树木。既是环境再

恶劣、土壤再瘠薄，都能傲然挺立、健康生长。

无论是家庭院落、街头巷尾、城市一隅，还是工

厂、矿山、学校，甚至是荒山野地，只要栽种槐树，

立时便改变了模样。记得以前住过的大院门口道

路两侧就有不少槐树，听老人说那都是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为绿化环境栽种的。每到四月开花

季节，一串串洁白的槐花挂满枝头，人们犹如在

花廊里穿行。深深呼吸，空气都带着槐花的香甜，

简直陶醉了！

我们学校里也有好几棵槐树，长得特别高大。

叶色鲜绿，开花时白色的花朵缀满树枝，芳香

四溢。许多同学和老师都在树下摆着各种姿势，

像是要拍照。然而，那时别说手机，就连照相机

也是奢侈品，据说学校就一部 120 上海牌照相机，

要使用必须校长签字同意才行。相片虽照不成，

但槐花盛开的景象却深深印在师生的脑海里，迄

今令许多人记忆犹新。

青岛的槐树特别多，特别是在重视植树造林

那段时间，槐树的栽种量远高于其他树种。这

跟槐树泼辣适应性强的特质有关系，但另一层

原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青岛人对槐树的认可

和感情。青岛的槐树是上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

主要用于胶济铁路沿线的绿化，后来市区和崂山

的一些山脉间也陆陆续续栽种了许多，一时间槐

树掩映了整个青岛，曾被称为“洋槐半岛”，一

些老人习惯把槐树叫做“洋槐”，缘由就在于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进早被本土化，现在年轻人

很少知道这段历史，但对槐树情有独钟。相当多

的人认不出别的树种，但对槐树脱口而出出，特

别对那葡萄串般倒挂的花朵，更是倍加喜爱。

民语有云：门前种棵槐，财运自然来。人们

偏爱槐树不仅因为槐花的模样可爱诱人，还在于

槐花的“奉献功能”——槐花具有很好的药用价

值，中医认为其味甘、性凉，可清热、凉血、止

血、抗溃疡、降血压，并可预防中风。如今在农

村一些人家还常年备着晒干的槐花，用于临时发

生的伤痛。

槐花又是舌尖上的美味。“芳华如雪刺槐开，

淡淡清香西域来。中国人家多巧手，佳肴美味出

厨台”。估计没吃过用槐花为食材烹制的美味的

人不会太多，尤其是上点年纪的。小时候最喜欢

吃的是槐花包子。提上篮子、拎着小板凳，夕阳

斜下时到槐树下摘槐花，先摘低处的，高处的够

不着，大人会把孩子举过头顶或让孩子骑在肩上

摘。老人最会“拾掇”——把槐花用凉水一冲，

再用热水一焯，放上剁好的五花肉、大葱及调料，

蒸出的包子香喷喷，怎么也吃不够。槐花炒鸡蛋、

蒸槐花、拌槐花、槐花粥、槐花清蒸鱼也是别有

一番风味的美味佳肴，令人赞不绝口，一直是人

们热衷的美食之选。多年前一位朋友的朋友曾开

过一个专门以槐花为食材的小店，从进门茶水开

始，凉菜、热菜再到面食，样样都有槐花，而且

White Sophora Flowers and Yellow Dandelion Flowers

槐花白蒲公英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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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不一，既有白色，也有红色、紫色、黄色，光

看就足以沉醉。生意非常火爆，赚得盆满钵满。

槐花也是人们致富走向幸福生活的好“帮手”、

好“伙伴”。我的家乡莱西多年前就在大青山栽种

了 1333 公顷槐树，当地的农民靠山吃山、靠树吃树，

槐树成了富裕的“依靠”。去那里观光游玩，一定

会先登高望远，对着美景赞叹不已，然后一定都会

走进农家小院饱尝一顿槐花“大宴”，再然后一定

会看到村民们笑逐颜开。

春天里遍地开花的还有蒲公英。

蒲公英属于“大众花草”，之所以这样定位，

是因为许多人特别是上点年纪的人几乎都认识蒲公

英，而且多多少少还了解其功效。在乡村的田野以

及城市空旷处，一到春天就可以看到蒲公英的影子，

那黄色的有序的花叶，在斜阳下鲜艳夺目。如果展

现这样的画面或许更会唤起人们的回忆：广袤的田

野，几个妇女戴着草帽、拎着篮子，拿着铁铲在地

里挖摘，身边是幼小的女儿或儿子，他们也在帮妈

妈捡拾落在地上的绿色茎叶。一会儿满满的一篮蒲

公英被拎回家，用井水冲洗干净，开水焯一下，或

拌做凉菜、或用鸡蛋炒，如果有肉还可以包包子、

包饺子，剩下的晾晒后再用火烘干，一年的茶算是

备齐了……

城里人也喜欢蒲公英。空地稀少，偶尔在不引

人注目的旮旯里看到几棵开着黄色小花的蒲公英，

立马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小心翼翼不损坏一点绿茎，

也舍不得轻易丢掉哪怕是焉了的叶子。蒲公英拌馅

做的大包子最受人欢迎，先把肥瘦相间的猪肉剁好，

再准备些葱姜蒜、十三香、麻油之类的配料，去掉

老叶老根、洗得干干净净的蒲公英用热水焯后放入

冷水一直浸凉最后切碎，如果蒲公英不够，还可以

掺些别的蔬菜，比如曲曲芽之类的同科最好，那样

味道一点不会改变。

蒲公英在大自然中生长，常常铺满大地，像是

睡梦中醒来的顽童，自由自在地伸展和舒张着身体，

在肥沃的土壤里尽情地“摇头晃脑”，吸引着来来

往往的行人。

“那不是蒲公英吗！”某天跟太太外出，路过

到一片空旷地时，太太突然指着不远处一堆小黄花，

有些兴奋地轻声叫道。顺着太太手指的方向，小黄

花的周围确实有不少看上去很鲜嫩的绿色长叶。

太太有些激动地走上前，用力拔出几棵，放在

鼻前闻了闻说：“好新鲜！”

有趣的是，这里的蒲公英虽多，但似乎无人光顾。

这要放在城里早就被“一抢而空”了。估计要么没

人发现，要么是周围的人不“识货”或者已经吃“够”

了，懒得再挖摘了。这正中了我们下怀，接连几天

收获，家中的盆子里、水桶里、凉台上到处都是采

摘回来的蒲公英，一部分包了包子，一部分用热水

焯过后放进了冰箱冷冻，还有一部分做了“茶”，

泡水喝别有一番滋味。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炫耀”，

竟惹来若干点赞，还有不少人指点迷津，告知食用

的秘诀和方法，更有人开玩笑让我捎上几斤回来也

尝尝“洋蒲公英”啥滋味？看来真有不少人对蒲公

英喜爱有加。

坊间俗称蒲公英为“野花”，一个“野”字，

使其归类为“下里巴人”。实际蒲公英就是接地气

的花种，它大都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子“飘似羽，

逸如纱，秋来飞絮赴天涯”，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

根发芽。如同迁徙的先民，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

生机、有生气、有希望。

蒲公英又是药材，人们常说的“黄花地丁”“婆

婆丁”“华花郎”是它的别称，在《本草经疏》《医

林纂要》《纲目拾遗》《唐本草》《滇南本草》等

医药书里都可以找到关于蒲公英医用的记载。现在

许多人还用蒲公英清热解毒、增强抵抗力。

不起眼的蒲公英为人们带来了口福、增添了美

味，让身体更健康强壮，虽寻常，却给力。这也许

正是人们对其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

蒲公英花不大，也不娇艳，在千姿百态的花卉

中显得极为平常，而且开放时间很短，仅有两三天，

但她“不慕红花不羡仙，绣绒吐雾舞流鹃”的神姿

却令人难忘。花开后它那绒绒的冠毛经常被风一吹，

如同漫天的花絮在空中飘扬，分外美丽，给人印象

格外深刻。而那些飘逸的花种一旦落地，来年便又

是一片茁壮、一片清新、一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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