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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对话，一起去“弄潮”

When Blockbusters Encounter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64 影视大片结缘东方影都

近日，刘德华“把我唱给你听”线上

演唱会直播开启，观看总人数突破3.5亿。

当晚，刘德华和演唱会主持人抖音账号IP

属地均显示为“山东”。

54 Having a Dialogue with Art in Qingdao

艺术的活力，在青岛这座海洋城市不断迸发。除了以

“文艺小清新”的方式游玩传统的山海城，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选择打卡文化艺术场馆，看一场展览，拍一组大

片，与文化艺术来一场约会。

时尚  Fashion

艺术城市 A City of Art

与艺术对话，一起去“弄潮”

影视大片结缘东方影都

艺青岛 Artistic Qingdao

播“云”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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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帆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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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走在前列” 助力青岛全力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

建设涉海“五个中心”，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实施“八大工程”，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以更高水平开放增创新优势，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对标世界级湾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1+5+10”，打造现代化治理城市“样板”

活力海洋之都 · 精彩宜人之城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发展虚拟现实，助力数字经济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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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虚拟现实，助力数字经济

何为虚拟现实？简而言之，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

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是通往多个产业制高点的

重要渠道，虚拟现实技术则被称为“下一代互联网”。

那么，虚实之间的青岛故事将如何续写？

Developing Virtual Reality and Leveraging 
Digital Economy

42

山东这十年·青岛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青岛情深似海、厚望如

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青岛视察，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青岛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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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这十年 · 青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

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012-2022, the Remarkable Ten Years of Qingdao

青岛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交出了一份经济发展的合格答卷。（图 / 张有平）
Qingdao takes extensive measures to expedi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and enhance economic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delivering a great performance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十年寒暑，春华秋实。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青岛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工作部

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真

抓实干、埋头苦干，解决了许多长期

制约发展的矛盾问题，战胜了许多前

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办成了许多事关

全局和长远的大事要事，以勇当山东

发展龙头的自信与担当，开创了青岛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正朝着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总目标昂首奋进。

这十年，是新旧动能转换纵深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的十年。

青岛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交出了一份经济发展的合格答卷。全市

生产总值跨越8个千亿级台阶，突破1.4

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翻番，

达到 1368.3 亿元。青岛把壮大实体经

济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打造 24 条重点

产业链，智能家电、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新

能源汽车、食品饮料等 7 个产业集群

规模超千亿，一汽大众、芯恩、京东

方等重大项目落地投产，“四新”经济、

海洋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均突

破 30%。青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一批“国字号”研发平台加快

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国之重器”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全市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 5554 家、占全省 27%。青岛不

断稳投资、扩内需、增后劲、强活力，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3%，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接近 6000 亿元、翻了一

番，市场主体突破200万户、翻了两番，

上市公司达到 76 家、增加 2 倍多，人

才总量达到 257 万人。

这十年，是城市承载力不断增强，
区域协同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十年。

文 /张文萱

十年来，青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确保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

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紧紧盯住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实事好事做到群

众心坎上。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扭住新

旧动能转换这个“牛鼻子”，夯实实

体经济发展根基，走好具有青岛特点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始终坚持统筹发

展和安全，努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全力守牢“一排底线”，确保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倡

树实践实干实绩的鲜明导向，锻造高

素质“实干家”干部队伍，为各项事

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青岛情

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青岛视察，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为青岛发展把脉定

向、擘画蓝图。2018 年 6 月，总书记

亲临青岛主持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并视察青岛，要求青岛“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2019 年 4 月，总书记在青岛出席庆祝

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

一重大倡议。2019 年 6 月，总书记向

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致贺信，发出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

合作的倡议。2019 年 10 月，总书记向

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致贺信，

郑重宣示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坚定决心。同时，总书记还赋予青

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打造“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新平台等“国之重任”。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为青岛奋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提供

了总遵循、总定位、总航标。

关注 / 新征程·喜迎党的二十大  Highlight/ NEW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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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

伍。深化“莱西会议”经验，建立城市、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标准体系，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坚定不

移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纵深推进“清

廉之岛”建设，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

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回顾十年历程，青岛取得的一切进

步、一切成绩，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

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

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奋进新时代，青

岛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

求，锚定“走在前、开新局”，勇于担

当、加压奋进，以打造“六个城市”为

支撑，努力在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

先进位、在全球彰显特色，加快迈向“活

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奋力谱

写青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宏伟篇章。

这十年，是污染防治力度空前，
生态环境实现历史性变化的十年。

青岛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青岛。深入实施“四减四增”，

全市单位 GDP 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

能耗累计分别下降 37.1% 和 46.5%。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

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57.6%，空气质量

连续两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

面推行河长制、湾长制，建成区黑臭

水体基本消除，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

积比例达到 99%。

这十年，是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党的建设实现历史性提升的十年。

青岛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始终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把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管党治党水平

持续提升。扎实开展“作风能力提升

年”活动，严格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

A long journey of ten 
years, a ten-year jour-
ney of persistent pur-

sui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
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demonstrated 
great historical initiative, tre-
mendous political courage, and 
a powerful sense of mission, 
and has provided unified lead-
ership for advancing our great 
struggle, great project, great 
cause, and great dream. With 
this, it has prompted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 shifts 
in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n-
tered an irreversible historical 
proc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deep feelings and 
high expectations for Shandong 
and Qingdao.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visited 
Qingdao many times and made 
important directions and in-
structions to guide and draw a 
bluepr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Qingdao. The important in-
struc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or 
Qingdao's work have provided 
the general guidelines, general 
positioning, and general naviga-
tion mark for Qingdao to enter 
the new era and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an 
extraordinary decade in Qing-
dao's history. It has been a de-
cade in which the whole city has 
taken up its mission, worked 
hard and created miracles. It 
has also been a decade of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tremendous chang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n-
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
ple's happiness.

青岛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全市建成区

面积达到 96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突

破千万，跻身特大城市行列。青岛主

动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带动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加快起势。着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先行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

长5.2%，建成高标准农田27.9万公顷，

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青岛牢记“城

市是人民的城市”，持续推进城市更

新建设，新建城市道路 1500 多公里，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400 多万平方米，

中山路片区等历史城区焕发新活力，

4F 级胶东国际机场建成启用，地铁总

里程进入全国城市前十位，见山透海、

推窗见绿的公园城市正在加速形成。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化，
城市发展活力实现历史性增强的十年。

青岛用好改革“关键一招”，不

断拓展改革深度和广度，“放管服”、

国资国企、财富管理等改革走在全国

前列，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

上合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自贸试验

区青岛片区 29 项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

推广；青岛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分

别跃居全球第 4 位、第 6 位，全市货

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84.3%、达到 2021

年的 8498 亿元，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

到591亿元、占全省39%；国际友城“朋

友圈”持续扩大，拓展至 47 个国家 85

个城市。

这十年，是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改善的十年。

青岛脚踏实地为群众谋实事、办

实事，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保

持在 70% 左右，全市城镇、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7.5%、

8.7%，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54万人。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6 万多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和省定贫困村、市定经济薄

弱村镇全部脱贫摘帽，对口支援和扶

贫协作成效显著。青岛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关切，教育经费年均增长 10.4%，

医疗床位数年均增长 6%，基本实现城

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建设筹

集保障性住房 10.4 万套，获评首批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平

安青岛建设深入推进，治理效能显著

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这十年，是文化自信充分彰显，
城市软实力实现历史性提高的十年。

青岛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公民文明素养、

文化自信达到新的高度，文化强市建

设跃上新台阶。青岛坚持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两手抓，推动 5000 余个文明

实践中心全域覆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深入人心，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不断繁荣文化事业，全市博物馆

达到 111 座，群众性文化活动场次十

年间增加6倍，“十五分钟文化圈”“八

分钟健身圈”基本形成。青岛推动文

化产业提档升级，入选首批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全国首个 5G 高

新视频实验园区落户，东方影都影视

产业园建成使用。

青岛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跻身特大城市行列。（图 / 张楠）
Following the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Qingdao continues to optimize the urban spatial layout and becomes one of the mega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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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六个城市”，是青岛“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使命、新内涵、新路径。（图 / 张楠）
The "six development goals" are the new mission, new concept and new path of Qingdao to “host flagship international events to bolster the city’s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Qingdao Will Build Itself into "Six Statuses" in the New Era

“六个城市” 绘就新时代的青岛

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实现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目标，重点要打造“六

个城市”，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新使命、新内涵、新路径。

作为青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具体支撑，打造“六个城市”——现代产业先行城市、

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现代化治理

样板城市，描摹出了一个立体而丰盈的青岛未来城市形象，诠释着这座城市肩负时代使命、勇立潮头、勇往

直前的精神品格。

如今，青岛坚持规划引领，细化思路举措，推动“六个城市”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人们相信，经过不懈努力，

青岛将在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在全球彰显特色，充分展现“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

时代风采，这颗黄海明珠将更加光彩夺目！

The report of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goal of build-
ing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building itself into "six sta-
tuses", which is a new mission, a new conception and a new path to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instruc-

t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Building "six statuses" is the specific support for Qingdao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metrop-

olis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Qingdao insists on leading with planning, refines the ideas and initiatives,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six statuses" to constantly make new achievements. We believe that after unre-
mitting efforts, Qingdao will become a leading city in the province, compete for the top ranking in the country, 
showcase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orld, and fully display the role of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in the new era. This "pearl of the Yellow Sea" will be more glamorous.

文 /张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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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二”就是“两

个城市愿景”：即加快迈向“活力海

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三”就

是“三个新突破”：即在增强综合发

展实力、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建设

人民城市三个方面实现新突破；“四”

就是“四个发展导向”：即突出“引

领型”“创新型”“枢纽型”“共享

型”发展导向；“六”就是“六个城

市定位”：即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

市、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国际化创

新型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宜居

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现代化治

理样板城市；“十”就是“十项重点

工作”：即抓好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区域统筹、经略海洋、乡

村振兴、生态环境、文化建设、民生

改善、社会治理十个方面重点工作。

在“一二三四六十”体系中，“一个

总目标”是今后五年青岛发展的战略

指引；“两个城市愿景”“三个新突

破”“四个发展导向”是从不同角度、

不同维度对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描绘和解读；而“六

文 /张文萱

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的殷切期望，也是青岛的时代使命。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青岛主持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并视察山东、视察青岛，要求青岛“办

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

作出“三个走在前”的重要指示，赋予山东在新征程上“走在前、开新局”的光荣使命。

Qingdao Puts Further Efforts in Building "Six Statuse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聚力打造“六个城市”，全力追逐城市梦想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要求，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聚焦“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

出了“一二三四六十”的目标定位和

思路举措，再次展现出“当龙头、作

表率”所应展现的担当和作为。

一张蓝图描摹城市未来
“一二三四六十”体系开启了

青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新征程。其中，“一”就是“一

个总目标”：即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

青岛打造“六个城市”，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图 / 张有平）
Qingdao focuses on the "six development goals", and accelerates its development of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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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是“办好一次会，搞活一

座城”、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具体落脚点，是实现“两

个城市愿景”“三个新突破”“四个

发展导向”的必由之路，也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新使

命、新内涵、新路径。

青岛顶格推进、科学谋划打造

“六个城市”，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

组和 6 个专班，由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市委副书记

和常务副市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市

政府各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各个专班组

长。编制了《关于聚力打造“六个城

市”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实施意见》，对打造“六

个城市”作出总体部署；同时制定了

打造各个“城市”的《五年规划》和

《三年行动方案》，分别明确了目标

任务，准确把握“六个城市”发展定

位，拉高标杆，厘清内涵，立足实际，

突出特色。

“六个城市”分开来看：打造

现代产业先行城市，主要目标是加快

实体经济振兴发展，率先创建国家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打造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国家级现代服务

经济中心、全国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区。

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主要目标

是对标国内外一流海洋城市，强化海

洋功能和特色，加快建设国际海洋科

技创新中心、全球现代海洋产业中心、

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全球海

洋生态示范中心、全球海洋事务交流

中心。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主要

目标是持续提高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和

企业创新能力，打造国家东部沿海重

要的创新中心。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

市，主要目标是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功

能，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

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和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链接。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主要

目标是彰显山海城湾一体特色，建设

活力充沛、环境优美、社会安定、文

化繁荣、开放包容的美丽湾区。打造

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主要目标是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岛、法治青岛、

文明青岛、美丽青岛和数字青岛，让

城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安全发展底

线更加牢固。

从“规划图”到“施工图”
据介绍，青岛制定的《关于聚

力打造“六个城市”加快建设新时代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held in April this year 

focused on "building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put 
forward the target positioning and 
measures of one overall goal, two 
visions, three breakthroughs, four 
directions, six statuses and ten pri-
orities.

The "six statuses" refers to 
the "six city orientations", which 
means to make Qingdao a pilot 
in modern industry, a pioneering 
modern ocean city, an internation-
al innovative city, a global gateway 
and hub, an appealing livable, 
pro-business and tourism city by 

the bay, and an exem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nance.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Qingdao Munici-
pal Party Committee and Munici-
pal Government insist on full-out 
promotion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have compiled the "Imple-
mentation Opinions on Endeavors 
to Build 'Six Statuses' to Acceler-
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which made the 
overall plan for building "six sta-
tuses", and have also formulated 
the Five-Year Plan and the Three-
Year Action Plan for each "status", 
with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clear-
ly defined respectively.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实施意

见》共8大部分33条，明确提出了“六

个城市”的发展目标、具体路径和推

进措施。到 2026 年，城市综合竞争

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实

质性进展。

具体到每一个“城市”的建设

推进，青岛聚焦重点任务，提出推进

路径，明确项目支撑、创新招数打法，

确保目标任务可量化、可考核、可督

查、可评估、能落地。

在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上，

青岛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业

能级提升、数字经济提质扩面，加快

实施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实施“工赋

青岛”行动，推进“育苗”“倍增”

计划，夯实现代产业城市根基。到

2026 年，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达到

110 家，制造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

重提高到 30% 以上，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 12%

以上。

在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上，

青岛聚焦海洋科技创新、海洋产业发

展、航运贸易金融、海洋生态示范，

实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畅通中

日韩“海上高速公路”，实施“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推进海上风电创新

应用，建设国内领先的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到 2026 年，海洋生产总值

占 GDP 比重达到 33% 左右，港口货

物吞吐量超过 7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超过 2800 万标箱。

在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上，

青岛聚焦创新策源、企业创新、人

才集聚，加快建设吸气式发动机关

键部件热物理试验装置等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争创虚拟现实等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推进“未来之星”培养、

“岛城工匠”培育等人才引育计划，

打造国家东部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

到 2026 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3.2%，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 1

万家，人才总量突破 300 万人。

在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上，青

岛聚焦国际合作、双向投资、综合交

通和内外循环，放大上合示范区、山

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等国字号开放

平台能级，高水平建设中日 ( 青岛 )

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争取承办首届

中国—中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论

坛，推动青岛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

港。到 2026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超

过 1.3 万亿元，使用外资超过 75 亿

美元，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4400 万

人次。

在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

城市上，青岛聚焦城市更新、生态保

护、文化旅游、社会民生、乡村振兴，

抓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

动，深化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争

创全国碳达峰示范城市，争创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深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建设，加快建设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先行区。到 2026 年，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8.8%，常住人口

超过 1100 万人，年接待游客突破 1.7

亿人次。

在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上，

青岛聚焦平安青岛、法治青岛、文明

青岛、美丽青岛和数字青岛，深入推

进“法智谷”建设，深化道路交通拥

堵治理，开展城市清洁行动，加快数

字政府建设，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到 2026 年，市级平安社区创建

率达到 60%，营商环境综合评比力

争进入全国前 5 位。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

青岛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坚决扛起“走在前、开新局”的

使命担当，聚力打造“六个城市”，

在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

在全球彰显特色，加快建设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六个城市”定位，是落实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目标的“四梁八柱”。（图 / 董天顺）
The "six development goals" prop up Qingdao's general goal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
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关注 /聚焦 Highlight/Focus

018
SAILING CITY

019
SAILING CITY

产业基地、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在

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在

全球彰显特色。

为此，青岛初步提出了 12 项指

标，包括：着重反映“在现代产业体

系构建上走在前列”的地区生产总值、

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排名、制造

业增加值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

业增加值比重、“四新”经济增加值

占比 5 项指标；着重反映“在融合发

展数字转型上走在前列”的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工业互联网平

台普及率 2 项指标；着重反映“在产

业生态培育营造上走在前列”的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数量、境内外上市公

司数量、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全市人

才总量 4 项指标；着重反映“在清洁

安全节能高效上走在前列”的单位生

产总值能耗降幅指标。

打造产业培育高地
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上

走在前列
青岛重点聚焦24条重点产业链，

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突破发展新兴产

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超前布局

未来产业，提升发展都市现代农业。

到 2026 年，力争制造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0% 以上，生

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

重达到 62%。

先进制造业方面，青岛提升智

能家电和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能

级，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壮

大新能源汽车、高端化工、虚拟现实

等产业规模，打造国内一流产业集群；

谋划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生物医药

及医疗器械等产业布局，培育一批有

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集群。超前布局基

因技术、未来网络、海洋物联网、类

脑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抢占

发展制高点。

现代服务业方面，青岛强化现

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商贸、软件

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服务功能，

加快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

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

多样化升级。

都市现代农业方面，青岛高标

准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提升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产能，打造集育种、养

殖、加工、物流于一体的深远海绿色

养殖产业体系。

打造数字赋能典范
在融合发展数字转型上

走在前列
青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打造“工赋青岛智造强市”城

市新名片。到 2026 年，力争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达到 12%，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

率达到 50%。

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融合发展方面，青岛实施重点领域数

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加快 5G 网络、

千兆光纤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以卡奥斯为

代表的“双跨”以及特定行业特定领

域平台和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发展，

建设算力中心，大力提升先进计算、

新型智能终端等数字优势产业竞争

力。

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发展方面，青岛加大网络协

同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新型制造模式

应用推广，支持智能家电、轨道交通

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与现

文 /张文萱

青岛将“现代产业先行城市”放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重点打造的“六

个城市”之首，将“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放在未来五年

要全力抓好的 10 个方面工作的首位。这既是对国家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坚实基础的高度响应，也是青岛向高能级城市跃升、争先进位、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和关键之举。

"Four Forefronts" Contribute to Building Qingdao into a Pilot in Modern Industry

“四个走在前列”助力青岛全力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

根据《青岛市打造现代产业先

行城市五年规划 (2022-2026 年 )》和

《青岛市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三年

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 )》，青岛将

重点通过打造“产业培育高地、数字

赋能典范、协同发展标杆、绿色低碳

先锋”，加快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融

合发展数字转型、产业生态培育营造、

清洁安全节能高效“四个走在前列”。

实现引领的首要支撑
青岛重点聚焦“现代产业体系”

和“先行”两个维度，来谋划打造现

代产业先行城市。

围绕全市实体经济 24 条重点产

业链发展，青岛提出大力建设实体经

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四位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持

续提高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

贡献份额，增强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优化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

济发展的作用。

青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注重强化大城市功能，

突出引领型、创新型、枢纽型、共享

型四个发展导向。打造现代产业先行

城市是青岛要实现引领的首要支撑，

“先行”正体现了突出“引领型”发

展导向，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走

在前列——着力通过打造产业培育高

地，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上走在前列；

打造数字赋能典范，在融合发展数字

转型上走在前列；打造协同发展标杆，

在产业生态培育营造上走在前列；打

造绿色低碳先锋，在清洁安全节能高

效上走在前列，推动制造业优先发展、

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数字经济蓄势

崛起，率先创建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试验区，初步建成国家战略性新兴

莱西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打造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新高地。（图片提供 / 中共莱西市委宣传部）
Laixi New Energy Vehicles Base creates a new highland of the global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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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产品

+ 内容 + 生态”全链式智能生态。

打造协同发展标杆
在产业生态培育营造上

走在前列
青岛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提高

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

额，增强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优化人力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作用。到 2026 年，力争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达到 2 家，金融业增加值

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7%，全市人才

总量超过 300 万人。

推动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

发展方面，构建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为核心、省市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支

撑、企业研发机构为补充的制造业创

新体系，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突破

关键技术瓶颈，推进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技术转移中心等成果转化平台建

设。

推动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协同

发展方面，推动政府引导基金投向重

点产业链，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绿

色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投贷联

动等业务，健全融资担保、应急转贷

体系。

推动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

发展方面，实施“人才强青”计划，

引导高校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增设专

业，实施“蓝钥匙”创新培育工程，

强化技能型人才培养，完善人才考核

评价、表彰激励机制。

打造绿色低碳先锋
在清洁安全节能高效上

走在前列
青岛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部署和国务院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到 2026 年，每年节能诊断工业

企业 30 家以上，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降幅完成省下达任务。

全面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方面，

推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建设

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

供应链，加快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中心

和平台，鼓励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规范、

咨询服务、行业自律等方式提高行业

供应链绿色化水平。

协同推进低碳节能发展方面，

制定重点行业碳排放控制行动方案，

深入开展重点行业能效、水效“领跑

者”行动，引导企业对标达标，实施

新一轮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提升和资源

化利用行动，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

持续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方面，

鼓励企业开展安全技术装备升级换

代，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企业

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引导化工企业“进

区入园”，加快先进安全 ( 应急 ) 装

备和技术推广应用，提升安全 (应急 )

产品供给能力。

纵向成链横向成群
推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发展

众所周知，制造业是实体经济

的主体，是区域竞争的主战场；产业

集群是产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形态，

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区域经济

竞争力的关键载体。青岛加快振兴实

体经济发展，必须做好产业这篇文章，

既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

争力，同时也要提升产业集群的生态

发展，形成“纵向成链、横向成群”

发展格局。

在产业链发展方面，青岛高度

重视 24 条产业链的发展，主要做了

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链长

制，链长带头研究产业链，做到了延

链、强链、补链，积极推动解决产业

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二是强化龙头

企业引领，以需求机制为导向，针对

链主企业遇到的问题定制化解决，同

时推动海尔、海信、青啤等龙头大企

业实现倍增发展，引导各区市推动企

业实施倍增计划，从而把产业链主企

业、龙头企业引向良性发展状态；三

是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建立了梯次培

养制度和动态管理企业库，对于优质

企业动态入库、动态培育，还积极组

织了供需对接，提出了产业链企业科

技创新培育计划，开展了“青岛品牌

日”活动，打造新一代金花，推动市

场主体发展。

产业集群是一个产业发展的现

代形态，也是一个区域产业发展的

重要载体。工信部在 2021 年进行

了产业集群竞赛，青岛智能家电、

轨道交通装备集群入选国家 25 个先

进制造业集群，相当于代表国家队

参与世界的产业竞争，使命光荣。

在产业集群发展方面，青岛着力开

展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提升产业

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围绕“科技研

发”“自主创新”两项能力做足文

章；二要引导集群内的大中小企业

融合发展，通过以大带小或者产业

链融合，来引导培育集群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三要培育集群生态发

展，在“产业 + 科技 + 金融 + 人才”

方面出台一系列的办法来促进产业

生态建设；四要健全产业促进组织，

积极探索培养产业集群促进组织建

设，加强软硬件建设，服务产业集

群内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proposed to build "six sta-

tuses", and the idea of "a pilot in 
the modern industry" was ranked 
first.

In order to build a modern in-
dustrial pioneer city, Qingdao will 
focus on creating a highland for 
industrial cultivation, and be at the 
forefro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
tem construction; create a model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be at the 
forefro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reate 
a benchmark for collaborative de-
velopment, and be at the forefront 
of industrial ecology cultivation; 
create a green and low-carbon pi-

oneer, and be at the forefront of 
clean, safe, energy-saving and ef-
ficient development. Qingdao will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con-
tribute to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 will also take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pilot zon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nitially establish a national strate-
gic emerging industry base and a 
national service economy center, so 
as to be a leading city in the prov-
ince, compete for the top ranking 
in the country and showcase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orld.

全球首批一体化建造 LNG 核心工艺模块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顺利交付，标志着中国 LNG 模块建造能力已经稳居国际“第一梯队”，并在一体化建造等 LNG 模块
化工厂前沿建造技术能力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宣传部）

The world’s first integrated LNG core process module was delivere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indicating that China’s LNG module construc-
tion capacity retains its position in the “first echelon” in the world, and takes the lead internationally in cutting-ed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for LNG modular plants, such as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在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赋能下，衣联网不断落地相关领域的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图 / 张张）
With the power of COSMOPlat, eely.com continues to implem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chain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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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青岛最大的特色和优势，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今年 4 月，青岛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城市愿景，把打造“引领型

现代海洋城市”作为“六个城市”之一，将青岛的海洋发展摆在前所未有的位置。

载人潜器等海洋基础研究，实施透明

海洋与气候变化、蓝色生命与生物资

源开发、海底发现与战略性矿产资源

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营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

方面，青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新型研

发机构、创新联盟、创新联合体，推

进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山东省海

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等平台建设。

建设全球现代海洋产业中心
青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岸

线 817 公里，海域面积达 12240 平方

公里，比陆域面积多1000平方公里，

可利用渔业资源达 110 万吨以上，被

评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青岛具有海

洋发展的天然基础。作为拥有鲜明海

洋特色和区位、资源、战略、科技等

突出优势的青岛，海洋产业已成为拉

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力引擎。打造全

球现代海洋产业中心，青岛从推动海

洋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促进海洋新兴

产业加速发展、促进海洋新兴产业加

速发展、积极培育深远海未来产业 4

个方面进行谋划。

推动海洋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方面，

青岛高水平建设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

试验区，加快推动养殖工船产业发展，

提高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水平。

依托海岸、海岛优势资源，丰富海洋

旅游业态，新打造一批高端海洋特色

主题旅游产品。

促进海洋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方面，

青岛大力发展高端船舶与海洋装备，

深入实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巩

固海水淡化领先优势，统筹海洋能源

开发利用，培育打造一批现代海洋产

业集群。

积极培育深远海未来产业方面，

青岛依托国家深海基地等“国字号”

科研院所，提升深海油气、海底矿产、

天然气水合物开发等领域技术储备和

装备保障能力。

建设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
港口是陆海联动的大通道，是对

外开放的“桥头堡”。打造国际航运

贸易金融创新中心，青岛从提升港口

枢纽功能、加快智慧港口建设、大力

文 /张文萱

培育工程、海洋新兴产业壮大工程、

海洋传统产业提升工程、数字海洋建

设工程、航运贸易金融创新工程、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海洋国际合作

工程“十大工程”。到2026年，海洋

生产总值占GDP比重达到33％左右。

建设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青岛聚集了全国 30% 的涉海院

士、40% 的涉海高端研发平台和 50%

的海洋领域国际领跑技术，是名副其

实的海洋创新策源地。打造国际海洋

科技创新中心，青岛从加强海洋重大

科研平台建设、提升承担国家重大科

技任务能力、营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

良好生态3个方面进行谋划。

加强海洋重大科研平台建设方

面，青岛支持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

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海

洋工程研究院 (青岛 )等重大科研平台

加快发展，推动部、省、市共建国家

深海基因库、国家深海大数据中心、

国家深海标本样品馆。

提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能力

方面，青岛加强极地科考、深远海探测、

Qingdao to Build a Leading Modern Ocean City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in All Aspects

建设涉海“五个中心”，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从国家层面看，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海洋强国作出

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发展新时代海

洋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

开局之年，中央有关文件提出“支持

深圳、青岛等强化海洋功能和特色，

带动形成一批现代海洋城市”，赋予

了青岛海洋发展新定位、新使命。从

省级层面看，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

对青岛海洋发展始终寄予厚望，2021

年省委海洋强省建设工作会议提出青

岛要勇当经略海洋的先锋。今年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支持青岛建

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为青岛未

来海洋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市级层面

看，近年来，青岛积极融入海洋强

国、海洋强省建设，持续深耕海洋高

质量发展关键领域，海洋综合实力稳

步提升。“十三五”时期，青岛海洋

经济年均增速超过 13%，2021 年达到

4684.8 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

突破 30%，为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

市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出打造引领型

现代海洋城市，正是青岛从全局战略

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根据《青岛市打造引领型现代海

洋城市五年规划（2022—2026 年）》

和《青岛市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

未来五年，青岛将围绕打造“活力海

洋之都”的愿景目标，突出在海洋科技、

海洋产业等领域的引领示范作用，着

力打造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

现代海洋产业中心、国际航运贸易金

融创新中心、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心、

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中心“五个中心”；

未来三年，重点推进海洋科技创新引

领工程、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工程、海

洋人才引进培养工程、海洋产业集群

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青岛全面增强向海图强发展优势。（图 / 张楠）
Focusing on the goal of “building a pioneering modern ocean city,” Qingdao has comprehensively enhanced its development advantages towards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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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 3 个方面进行谋

划。

提升港口枢纽功能方面，青岛健

全现代化港口设施，完善董家口港铁

路集疏运体系，拓展海铁联运服务网

络，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加快

国际邮轮港区开发建设，推动港产城

融合发展。

加快智慧港口建设方面，青岛推

进港口建设与互联网、物联网、智能

控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打

造港口智慧大脑，全力推动港口数字

化转型。

加快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

青岛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

融服务海洋产业能力。加速集聚海事

服务机构，积极发展船舶管理、气象

导航、海事仲裁等高端航运服务业。

建设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心
海洋生态渲染了青岛的底色，让

这座海滨之城成为许多人心中的“诗

与远方”。打造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心，

青岛从谋划了建设绿色生态海岸带、

增强服务碳达峰碳中和能力、加强海

洋生态修复和防灾减灾3个方面谋划。

建设绿色生态海岸带方面，青岛

加大胶州湾保护力度，加快推进禁养

区限养区清理整治及胶州湾局部清淤

工作。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探索“一湾一策”海洋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打造一批美丽海湾。

增强服务碳达峰碳中和能力方

面，青岛积极开展海洋碳汇研究，加

快推动自然碳汇交易中心 (山东 )筹建

落地，探索建立海洋碳汇交易机制。

加强海洋生态修复和防灾减灾方

面，青岛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加

强海湾生态养护与修复。提升赤潮、

绿潮等生态灾害防控能力，保障海洋

生态安全。加强海洋环境预警监测能

力建设，提高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水平。

建设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中心
海洋经济是高度外向型经济，经

略海洋，能够支撑青岛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助力青岛高质量发展。为打造

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中心，青岛从打造

海洋开放新高地、拓展国际海洋合作

空间、搭建国际组织合作发展平台 3

个方面进行谋划。

打造海洋开放新高地方面，青岛

充分发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重要经济出海口作用，建设

好上合示范区、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

The ocean is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
tage of Qingdao, and it 

also serves as a strategic place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pril this year,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city vision of stepping 
up the effort to make Qingdao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and made "building 
a pioneering modern ocean city" 
as one of the "six statuses", placing 
Qingdao's marine development in 
an unprecedented position.

In the aspect of building a pioneer-
ing modern ocean city, Qingdao will 
focus on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innovation, marine industry de-
velopment, shipping trade finance and 
marine ecology demonstration, carry 
out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Blue 
Medicine Bank", open up the "marine 
highway"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mplement the "Blue Bay" 
improvement action, promote the in-
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and build a leading do-
mestic demonstration area for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片区等海洋开放合作平台，深化海洋

科技、产业、经贸、投资、人文、资

源等领域务实合作。

拓展国际海洋合作空间方面，青

岛推进“透明海洋”等海洋科技合作

伙伴计划，支持中国—国际海底管理

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建设运行，深

化海洋资源开发、深海极地研究、防

灾减灾、技术转移和教育培训等领域

国际合作。

搭建国际组织合作发展平台方

面，青岛推动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实体

化，建设青岛海洋国际合作中心，办

好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东亚

海洋博览会、世界海洋科技大会等海

洋国际会展活动。

实现四方面引领示范
为落实好中央赋予青岛海洋发展

的新使命、新任务，青岛海洋发展将

在科技、产业、开放、生态四方面引

领示范，进一步提升承担国家重大科

技创新的能力，打造现代渔业样板，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打造

“水清、滩净、岸绿、湾美、岛丽”

的美丽海洋。

科技引领方面，青岛集聚了全

国近 1/3 的涉海高端研发平台和全国

30% 左右的涉海两院院士，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在全国领先。下一步，将依

托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海基

地、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等一

批“国字号”海洋科技研发创新平台，

开展极地科考、深远海探测、载人潜

水器、海洋观测与预测等海洋基础研

究，推动部、省、市共建国家深海基

因库、国家深海大数据中心、国家深

海标本样品馆，持续加大海洋高端人

才培养力度，进一步提升承担国家重

大科技创新的能力。

产业引领方面，青岛曾先后引

领了全国五次海水养殖产业化浪潮，

近年来，青岛依托全国首个深远海

绿色养殖试验区，不断探索深远海

养殖新模式。今年“深蓝 1 号”高

端养殖装置在黄海冷水团首次实现

低纬度规模化养殖大西洋鲑。全球

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

信 1 号”今年也投入使用，并且在 9

月 2 日成功实现收鱼。下一步，青

岛还将推进组建中国蓝色种业研究

院、中国蓝色金融研究院等一批高

端海洋产业平台，全力打造现代渔

业样板。此外，青岛拥有全国三大

造船基地之一的海西湾海洋船舶和

海工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在这个基

地先后制造了全球最大 40 万吨新型

矿砂船、世界最大吨位海上浮式生

产储卸油装置 (FPSO) 等世界顶级产

品，船舶和海工装备制造能力青岛

也位居全国前列。下一步，青岛还

将瞄准大型、高端、深水、智能方向，

继续大力发展智能船舶与海洋装备，

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加快建设国内

一流的船舶海工装备基地。

开放引领方面，作为中亚国家和

黄河流域的经济出海口，青岛承担着

参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黄河国

家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国家重点

任务，在海洋开放合作方面区位优势

突出。今年 1 月至 7 月，青岛港完成

货物吞吐量3.8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1473 万标准箱，海铁联运箱量连续 7

年蝉联全国港口海铁联运冠军。下一

步，青岛将围绕构建“东西双向互济、

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强化航

运枢纽功能，做优“日韩陆海快线”“上

合快线”等服务品牌，努力建设世界

一流的海洋港口。

生态示范方面，近年来，青岛

认真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在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制定出

台《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在

全国率先推行湾长制，近岸海域水

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98% 以上，胶

州湾的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9%。下

一步，青岛将继续加大胶州湾保护

力度，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加快推进禁养区限养区清理整治及

胶州湾局部清淤等工作，努力打造

“水清、滩净、岸绿、湾美、岛丽”

的美丽海洋。

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国产深远海三文鱼养殖再获丰收，世界最大全潜式深远海养殖智能网箱“深蓝一号”又一次全新突破，标志着试验区海域实现规
模养殖常态化、养殖品种多样化。（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宣传部）

Qingdao National Deep Sea Green Aquaculture Experimental Zone has achieved another bumper harvest of domestic far-reaching sea salmon. “Deep 
Blue No.1”, the world’s largest full-submersible intelligent cage for deep-sea farming, makes another breakthrough, mark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large-
scale farming and diversification of farming species in the experiment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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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青岛市打造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五年规划（2022—2026 年）》

提出，青岛将围绕“在全省勇当龙头、

在全国争先进位、在全球彰显特色”，

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科学

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造创新城、

国家重要的未来产业城和全国知名的

湾区科创走廊。到 2026 年，实现战

略科技力量更加强化，科技支撑产业

发展更加强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显

著提升，国际科技合作更为广泛，人

才创新活力有效释放，创新创业生态

持续优化。青岛国家创新型城市排名

和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中国城市

排名中保持全省第1、全国前10位次，

努力争先进位。

以创新为名，青岛在全球城市

发展坐体系中的位置越来越清晰。 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延续了青岛

“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提出的“三

城一廊”构想，突出赋能实体经济的

需求导向和科技创新策源转化能力，

继续强长板、补短板、增新板，为青

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建设海洋科学城，青岛重点推

动国内外海洋科技创新资源加快汇

聚，海洋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

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海洋

工程研究院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培育形成一批海洋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集群。

建设智造创新城，青岛重点突

破产业领域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争取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

到两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55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 万家，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达到 65%。

根据《青岛市打造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五年规划（2022-2026 年）》

和《青岛市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三

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青

岛重点聚焦“国际化”和“创新型”

两个维度，通过实施七大计划、推进

八大工程，形成长短期搭配、相互衔

接的规划体系，形成“看得见、摸得

着”的“青岛路径”，勾画和诠释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架构和内涵，深度对

接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进

一步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瞄准“三城一廊”
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是一项

建设未来产业城，青岛重点让

未来产业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量，场景开放与示范应用取得

明显成效，争取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

增长 10% 以上，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2% 以上，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 20 件以上。

建设湾区科创走廊，青岛重点

促进各类科技创新资源向鳌山湾、胶

州湾、灵山湾等湾区集聚，争取全市

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超过

2600 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 550

亿元、人才总量超过 300 万人，加快

高新区（一区多园）提质扩容，推动

青岛高新区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十

位。

实施“七大计划”
作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支撑立足，“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立足青岛创新

优势和开放优势，积极对接国际前

沿创新资源。依据《青岛市打造国际

化创新型城市五年规划（2022—2026

年）》，青岛着眼系统推进国际化创

新型城市建设，重点实施“七大计划”。

其中，“创新策源能力提升计划”，

即立足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服务

国家海洋战略；推进海洋科学考察船

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加

快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山东

能源研究院等高端创新平台建设。“企

业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培育世界

一流企业，构建以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创新创业共同体、企业研发机构相衔

接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梯次培育壮

大科技企业队伍。“产业创新能级提

升计划”，即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在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加强

科创资源集聚，建设一流科技园区；

文 /张文萱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青岛“走在前，开新局”、赢得新一轮城市竞争的关键

依托。今年年初，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目标，

突出四个发展导向，其中，突出“创新型”发展导向，就是要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

科技创新策源转化功能，加快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提供坚实支撑。

Qingdao to Implement Eigh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driven Projects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实施“八大工程”，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青岛国际院士港，用“最强大脑”集聚起创新动能。（图 / 张有平）
Qingdao International Academician Park gathers innovative growth drivers with the “strongest b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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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翻一番”，达到 1 万家、8000

家、60 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

实现“全覆盖”，科技型企业集群不

断发展壮大。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即支

持基因技术、海洋物联网、类脑智能、

深海开发等前沿领域探索颠覆性创

新。举办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支持

建设面向未来产业的新型研发机构。

布局一批创新应用实验室和场景应用

实验室，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推

动未来产业建链融链，促进更多颠覆

性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科技园区提升工程”，即围

绕重点产业链，谋划建设 10 个左右

市级科技创新产业园，打造以科技创

新为特色的创新创业微生态专业化园

区。聚焦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在中

心城区布局建设都市科技创新园，让

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推动孵化器提质

增效，打造 10 家左右不同特色模式

的标杆孵化器。

“开放合作深耕工程”，即依

托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上合示

范区和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

等重大平台，促进国际间技术交流和

产能合作。搭建国际技术转移平台，

为中外双方提供跨国技术转移服务，

推动国际先进技术成果在青转化。深

入开展外国人来青管理工作试点，持

续优化外国人来华管理服务。

“成果转化促进工程”，即实

施“硕果计划”，优化源头供给，引

导研发机构定向服务企业。加速技术

转移扩散，支持科技成果示范应用场

景建设。通过贷款贴息、股权投资等

形式，推动重点产业领域重大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争取输出和吸纳技术合

同成交额达 1200 亿元以上、高校院

所本地转化科技成果超过 2000 项。

“人才强青蓄能工程”，即围

绕“人才强青”计划，推进顶尖人才

集聚、高层次人才提升、青年人才招

引、产才融合促进等若干子计划，持

续拓展全球引才引智渠道，提升人才

服务的广度深度，构建梯次发展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战略支点。

“创新生态优化工程”，即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行科技项目“揭

榜挂帅”，开展经费使用“包干制”

改革试点，探索科技创新容错机制。

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完善科技信

贷“白名单”“投 ( 保 ) 贷”联动等

科技金融产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良好

创新创业环境。

青岛科创的实力与挑战
青岛提出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

市，是开放与创新的融合，体现了青

岛的优势和特色。近年来，青岛的城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培育未来产业。“科

技惠民提升计划”，即开展重大疾病

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加大节能、环

保、公共安全领域技术攻关，强化乡

村振兴科技支撑。“国际科技合作提

升计划”，即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发

挥开放优势，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

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高

端创新人才提升计划”，即打造世界

重要人才中心战略支点，持续拓展全

球引智渠道，形成梯次人才队伍。“科

技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即推动孵化

器提质增效和离岸孵化基地建设，导

入全球创新资源；建立市场导向的科

研管理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促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推动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

推进“八大工程”
《青岛市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

市五年规划（2022-2026年）》和《青

岛市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三年行动

方案（2022-2024 年）》，两者相辅

相成、协调搭配，既保持衔接连续，

又有长远性和阶段性差别，前者相当

于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后者则是落

地落实的具体“施工图”。

“战略科技力量起势工程”，

即加快提升海洋科研能力，推进“透

明海洋”蓝色药库”等重大科技项目，

培育海洋领域战略科技力量。“成熟

一项、启动一项”，开展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预研。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重

组，争取青岛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达

到全省 50% 以上。加快建设山东能

源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

“新兴产业创新工程”，即围

绕24条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支持“链

主”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实施“沃

土计划”，搭建“高企育苗—高企认

定—高企上市”梯次培育体系，以“线

下 + 云上”多元化方式推进企业研发

机构建设，争取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依托行业龙头企业，集聚新药研发、检验检测、干细胞、生态农业等产业，青岛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康谷”。（图 / 王云胜）
Relying on leading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Qingdao Blue Biomedical Industry Park gathers industries such as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spection and testing, stem cells,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o build a “Health Valley of China”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市科技创新的实力实现了稳步攀升，

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和影响力不断增

强，城市科技创新实力持续提高，成

功迈入全国科创城市“第一方队”。

从位次排名来看，在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

2021》排名中，青岛目前升至全球第

53 位，在全国排第 10 位，连续两年

青岛成为排名提升最快的城市。在科

技部发布的《2021 国家创新型城市

创新能力指数》排名中，青岛连续两

年位列全国78个创新型城市第10位。

在科技部发布的“外籍人才眼中最具

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排名中，青岛已

10 年 10 次进入十强榜单。这两项排

名充分表明青岛在“创新型”和“国

际化”方面的实力水平。

从主要数据来看，过去 10 年里，

体现科技创新领域的指标大幅增长。

青岛全市目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由

2012年538家增长至2021年5554家，

增长了 9.3 倍；技术合同成交额由

25.4 亿元增长至 320.1 亿元，增长了

11.6 倍；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由 39.7%

增长至 60.5%，提升了 20.8%；全社

会研发经费支出由 2011 年 164.3 亿

元增长至 2020 年 300.9 亿元，科技

创新供给正在逐步由量变走向质变。

但从竞争形势来看，青岛对标

部分先进科创城市仍存在一些短板和

不足：与南京、武汉等相比，高校、

科研院所、科研机构数量不够多、质

量不够高；与苏州、杭州等相比，科

技型企业队伍规模还不够大、创新能

力还不够强；与深圳等相比，科技创

新生态还不够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

等各类创新要素资源融合不足。

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

要突出“创新型”发展导向，打造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未来，青岛将加速

实现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把

创新的优势、科技的优势转变为产业

发展的优势，最终形成经济的优势，

助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pro-
posed to highlight the "in-

novativ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build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and serve the high-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make it become 
self-reliant and self-reliant.

The overall goal of Qingdao is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that is, "to be the leading city in the 
province, compete for the top rank-
ing in the country and showcase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orld", and to 
strive to build a maritime science city 
with global influence, a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oriented 
city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ness, an important future industrial 
city in the country and a nationally 

renowned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orridor in the bay area.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operation and imple-
mentation, Qingdao will implement 
eigh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
tion-driven projects, namely the take-
off project of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of an 
emerging industry, cultivation project 
of future industry, upgrading pro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of opening-up 
and cooperation, promotion project 
of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opti-
mization project of talaent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project of innovative ecolog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
ter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and reach 
achievem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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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4F 级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通航覆

盖全球 126 座城市，洲际直飞航线

11 条，新开行 27 条国际国内班列，

海铁联运量稳居全国沿海港口城市首

位。

青岛的开放经济能级不断提升。

投资贸易合作遍及 230 个国家和地

区。2021 年，货物进出口 8498 亿元，

规模位居全国第 9 位，服务贸易进出

口超 1100 亿元。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壮大，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300亿元，

全省首单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易货贸

易完成通关测试。实际使用外资 61.7

亿美元，位居计划单列市第二位。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接近 6000 亿元。

青岛的国际交往水平持续提升。

成功服务保障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

会、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重大

国际活动。外国驻青领事机构 3 家，

友好城市、友好合作关系城市达 83

个，与 61 个国家 ( 地区 ) 的 111 个城

市 ( 省州、机构 ) 建立经济合作伙伴

关系。连续 10 次入选“外籍人才眼

中最具吸引力城市”。

明确“打法”落实具体举措
对标香港、上海、新加坡等城市，

青岛确定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并

制定《青岛市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五年规划 (2022-2026 年 )》和《三年

行动方案(2022-2024年)》，将聚焦“门

户”和“枢纽”两大功能，围绕构建

国内大循环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重要战略链接，打造服务山东、辐

射黄河流域、东接日韩、北接蒙俄、

南连东盟、西接上合组织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未来五年，主要通过提升综合交通枢

纽功能、投资贸易集聚能力、重大平

台开放能级、国际交往合作水平四个

根据《青岛市打造国际门户枢

纽城市五年规划（2022 － 2026 年）》

和《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

今后五年，青岛将通过提升综合交通

枢纽功能、提升投资贸易集聚能力、

提升重大平台开放能级、提升国际交

往合作水平四个方面推动国际门户枢

纽城市建设。到 2026 年，青岛全球

通达能力、链接能力、配置能力、服

务能力明显增强，在全球国际门户

枢纽城市中具有一定地位。港口集装

箱国际中转比例达 22%、国际通航

城市数量达 50 个。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达到 7600 亿元，货物进出口超 1.3

万亿元，服务进出口 1800 亿元，跨

境电商进出口过千亿元，实际使用外

资达 75 亿美元，在青各类总部企业

超 500 家。

开放“基因”提供坚实基础
国际门户枢纽功能是青岛增强

城市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

体。枢纽是全球投资贸易网络的枢纽

节点，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门户是国际资本、技术、人才、数据

和货物等各类要素进入中国的首选通

道。多年来，始终走在国家开放最前

沿的青岛，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

基础优势愈加成熟。

青岛的战略叠加优势日益凸显。

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中肩负

重大使命，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打

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中处于重要地

位。上合示范区、山东自贸试验区青

岛片区等重大开放平台获批建设。

青岛的交通通达能力显著提高。

青岛港链接世界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700 多个港口，2021 年货物、集

装箱吞吐量分别居全球第 4 位、第 6

方面推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

实施的“八大具体行动”分别是：

“门户通道畅通行动”，包括建设世

界一流海洋港口，提升胶东国际机场

门户枢纽功能，完善“四网五向”铁

路交通网和“路网畅达、优质高效”

的现代化公路体系；“物流体系增效

行动”，包括高质量发展现代物流产

业链、创新应用供应链体系和提升多

式联运综合服务能力；“招商引资突

破行动”，包括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总部经济培育增能和发展外资研发中

心；“对外经贸拓展行动”，包括高

质量发展货物贸易、创新发展服务贸

易和提升对外投资竞争力；“国际消

费提质行动”，包括培育消费品牌矩

阵、打造消费新地标、创新引领数字

消费、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等方面；“数

字经济赋能行动”，包括建设数字信

息港、提升数字产业核心竞争力、提

升数字贸易平台能级和完善数字贸易

治理体系；“开放平台提升行动”，

包括高质量建设上合示范区和山东自

贸试验区青岛片区，创新发展临空临

港产业示范区和经开区综保区；“国

际交往深化行动”，包括推广世界城

市形象、拓展国际交往渠道、培育高

端交流载体和优化国际公共服务。

四方面发力构建双循环战略链接
山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三

个走在前”，其中第一个就是“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这

与中央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是一致的。围绕“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青

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突出“枢

纽型”发展导向，就是要放大开放通

道作用，深度链接国内外资源和市场，

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文 /王宗和

Qingdao to Create New Advantage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up to Build a Global Gateway and Hub

以更高水平开放增创新优势，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青岛立于开放，兴于开放。多年来，青岛始终走在国家开放最前沿。今年 4 月，青岛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把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作为“六个城市”之一作出重点部署。高标准谋划建设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是青岛加快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更是青岛提升城市能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将进一步放大青岛在中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开放格局中的优势，全方位提升青岛深度链接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为高质量建设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打开更大发展空间。

青岛发挥自贸区、上合示范区引领作用，以更高的开放度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图 / 孙进涛）
Qingdao leverage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SCO Demonstration Zone to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
cilitation with greater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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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years, Qingdao 
has always been stand-
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al opening-up, with 
increasingly mature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a global gateway and 
hub. Qingdao is determined to 
build a global gateway and hub, 
which means to focus on the two 
functions of "gateway" and "hub". 
Based on building an important 
national circulation pivot and an 
effective strategic link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
tions, it will build an international 
port and hub city that can serve 

Shandong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connect to Japan and 
Korea in the east, Mongolia and 
Russia in the north, ASEAN in the 
south, and SCO and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the wes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ight major actions, Qingdao 
wil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gateway and hub by elevat-
ing it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
tion hub function, investment and 
trade gathering capacity, major 
platform opening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level.

借由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

青岛将通过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建设国际投资贸易门户、打造开

放核心支撑载体、建立全球合作融通

示范窗口四个方面重点发力，构建双

循环战略链接。

通过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完善资源双向流动基础网络，提高要

素国际流动效率。近期，青岛市商务

局将推进门户通道畅通行动、物流体

系增效行动，到 2024 年，青岛港年

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6.6 亿吨，集装箱

国际中转比例力争要达到 21%，集

装箱海铁联运量争取达到 205 万标准

箱，机场国际通航城市数量达到 36

个，机场全货机航线 14 条，国际班

列通达国际城市数量至少达到53个。

通过建设国际投资贸易门户，

贯通投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等各环节，更加畅通内外，实现良性

互动。近期，青岛正在推进招商引资

突破行动、对外经贸拓展行动、国际

消费提质行动、数字经济赋能行动，

通过一系列行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争取实现年均增长 8% 以上，货物

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 7%，累计实际

使用外资达到 190 亿美元，对外投资

累计实现 50 亿美元。

通过打造开放核心支撑载体，

强化开放平台战略引领，提升全球

资源配置集聚能力。在开放平台方

面，将上合示范区打造成面向亚太

市场的出海口、上合组织国家多双

边贸易合作的示范区域、双向投资

合作的新高地，在文化、旅游、医疗、

法律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 ; 利用山东

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的优势，打造

制度创新先行区、中日韩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航运贸易金融耦合产

业发展示范区 ;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航空枢纽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

临空经济发展样板 ; 利用开发区和综

保区功能政策优势，“一区一策”

实现错位发展，为青岛高附加值主

导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通过建立全球合作融通示范窗

口，拓展内外交往的渠道和空间，提

高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

资源要素的汇聚能力。近期，青岛正

在开展国际交往深化行动，致力于构

建起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基础的陆上

友城网络体系和以海洋友城为坐标的

沿海友城网络体系。此外，通过上合

峰会、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等对外开

放交往交流的平台，通过“帆船之

都”“啤酒之城”“电影之都”等文

化辨识度高、国际化特色鲜明的城市

品牌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吸引国内外

人才更好地感知青岛、驻足青岛。

青岛打造“国际客厅”，高水平开放平台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图 / 王勇森）
Qingdao creates “Cooperation Hubs” to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ith a highly ope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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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坐拥得天独厚的魅力湾区，拥有蓝绿相融的一流生态基底，美丽的海洋和海岸线是青

岛最亮眼的财富、最宝贵的生态资源。近年来，青岛依托湾区形态的独特优势，落实“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重要理念，积极顺应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美好追求。“六个城市”

中的“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

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应有之义，与其他 5 个“城市”密切联系。

深度融合，凸显高品质湾区城市重要

特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以完善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为方向，

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底，聚力完

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为高品质湾区

城市提供根本保障；“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城乡融合为导向，构建激

励相容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补足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为高品质湾区城市提供

战略空间。

据了解，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赋能高品质生活，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青岛将从城市

更新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文化和旅

游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乡村振兴发

展五个领域入手。

打造城市更新建设新示范方面，

一批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城市建设工

程、利民惠民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

一批制约高品质发展的城市建设难题

得到有效解决，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城市景观显著提升，城市空间更具活

力，城市交通更加顺畅。到2026年，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取得整体性、突

破性成果，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应有的

城市风貌基本呈现。

打造蓝天碧水净土新形态方面，

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向好，空气质量全面优化，

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土壤安全利用

水平巩固提升。到 2026 年，绿色低

碳生产生活方式初步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青岛基本建成，青山

绿水碧海蓝天成为常态。

打造文旅繁荣发展新高地方面，

树立主客共享理念，旅游为民、旅游

带动作用全面凸显，旅游消费环境不

断优化；坚持文化铸魂、文化赋能，

推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特色更加鲜

明，城市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到

2026 年，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基本

建成，年接待游客达 1.7 亿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3100 亿元，文化产业

文 /王宗和

具体目标，即打造城市更新建设新示

范、蓝天碧水净土新形态、文旅繁荣

发展新高地、市民安居乐业新家园、

美丽宜居乡村新图景；第二个“5”

就是对应目标的五个攻坚方向，即提

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坚持绿色低碳

发展、加强文化和旅游建设、提高公

共服务供给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其中，“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

平”，聚焦市民群众迫切需求，全面

打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攻坚战，着

力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为

高品质湾区城市提供关键支撑；“坚

持绿色低碳发展”，珍惜青岛的自然

禀赋，厚植绿色发展理念，着力保护

生态安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进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

方式，筑牢高品质湾区城市生态本底；

“加强文化和旅游建设”，坚定文化

自信、塑造湾区人文精神，聚焦推动

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旅游服务品质升

级、历史文脉传承保护、文化和旅游

World-class Bay Area! Qingdao to Form a New Idea of "Building a High-
quality Bay Area City for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ing"

对标世界级湾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让市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图 / 袁福夏）
Building “a high-quality bay area city for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ing” makes life more convenient, comfortable and beautiful for citizens.

对标世界级湾区，青岛制定了

《青岛市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

区城市五年规划(2022-2026年 )》《青

岛市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

市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 )》，

形成“1355”的总体工作思路，突出

“共享型”城市发展导向，从城市更

新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文化和旅游

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乡村振兴发展

五个领域入手，推动高质量发展，赋

能高品质生活，努力打造具有青岛特

色的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五个领域”赋能高品质生活
鲜明的海洋特质、多元的文化

特色、包容的城市情怀、优质的人居

环境、幸福的生活感受，是宜居宜业

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的基本内涵。对

标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

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湾区，青岛

形成了“1355”的总体工作思路：“1”

就是一个核心，即打造高品质湾区城

市；“3”就是三条发展主线，即宜居、

宜业、宜游；第一个“5”就是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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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具有重要意义。《青岛市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 )》从 5 个攻坚方向提

出具体 67 项重点任务。

“实施城市更新建设行动”，

包括着力提升城市品质、有序完善城

市功能、推进城市韧性建设、强化城

市精细管理四方面，统筹推进旧城旧

村改造、市政设施建设、城区积水点

改造等 18 项重点任务。

“加快生态环境改善行动”，

包括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切实维护生态环境

安全、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四方面，

包含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推进绿色城

市建设发展试点、持续提升生态系统

质量、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等 15 项重

点任务。

“开展文旅提升行动”，包括

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高城市旅

游服务品质、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四方面，包含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丰富旅游产品供

给、加大非遗保护传承力度、大力发

展文旅融合业态等 13 项重点任务。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行动”，包

括全面促进居民就业增收、持续优化公

增加值突破 1000 亿元。

打造市民安居乐业新家园方面，

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切实把改革发展红利转化为

民生幸福指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

增长基本同步，城市住房、教育、医

疗、文化、养老、体育等公共服务设

施充足、均等、便利，社会保障体系

覆盖全民。到 2026 年，健康舒适、

多元包容的美好家园初步建成，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

形成，打造全域共同富裕先行城市。

打造美丽宜居乡村新图景方面，

深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推进城乡要素的均衡配置，有序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

境，着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

快建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到

2026 年，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县

取得积极成效，打造 100 个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和10个乡村振兴示范区。

“五个攻坚方向”67 项重点任务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

城市，是全体青岛市民的共同追求，

对于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

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加速构筑人才聚集高地四方面，包含调

整优化收入分配、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营造一流人才

服务环境等11项重点任务。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包括

有序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农

村人居环境、着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

三方面，包含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整体提升村容村貌、推进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等 10 项重点任务。

同时，青岛对标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指标、世界湾区发展指标、中国

人居环境奖、“上海指数”综合指标

等国内外先进指标体系，建立了以 8

个一级指标、21 个二级指标、89 个

三级指标为支撑的监测评估指标体

系，每年将结合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

形成评估报告，直观展现和评价高品

质湾区城市建设成效。

“宜”再升级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湾区

城市，宜业是基础，也是关键。优化

就业环境，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是打造宜业城市的题中之义。

今年以来，青岛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采取政策加力促就业、

助企纾困稳岗位、靶向施策保重点等

措施，全力以赴稳就业保就业，努力

营造良好就业生态，就业形势也是稳

中向好。下一步，将着力构建有利于

各类劳动者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制

度保障和服务支撑，为高品质湾区城

市提供根本保障。

提升宜居宜业宜游水平，赋能

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青岛

的资源禀赋优势，推动文化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特色

更加鲜明，成为重要的国际滨海旅游

目的地。为此，青岛将提升旅游产品

供给、发展智慧旅游、完善设施配套、

加强旅游营销、构建良好市场秩序等

方面下足功夫，提升城市旅游品质，

实现青岛旅游特色充分彰显，旅游线

路日趋丰富，山海城湾一体特色优势

全面释放的旅游发展新格局，加快迈

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

"To build a high-quality 
bay area city for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ing" 

is the desired meaning of building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Distinctive maritime characteristics, 
diversified cultural features, embrac-
ing city feeling, a high-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an enjoyable ex-
perience of life are the essential con-
cepts of a high-quality bay area city 
for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ing.

Qingdao has set a benchmark 
against the world-class bay areas 
such as Tokyo Bay Area, New York 
Bay Are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has developed 

a general working idea of "1355". "1" 
is one core, building a high-quality 
bay area city; "3" is the thre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which means a 
city suitable for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ing; the first "5" is five specific 
goals, which means to create a new 
model for urban renewal and con-
struction, a new form of blue sky, 
fresh water and clear land, a new 
highland for the prosperous devel-
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a new 
homeland for citizens to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happiness, and a 
new scenery of beautiful and livable 
countryside; and the second "5" is 
five directions of efforts correspond-
ing to the goals.

城市的宜居宜业宜游，关系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图 / 张有平）
A city for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ing enables people to feel rewarded, happy and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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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做好新

时代城市治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聚焦“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出了

“一二三四六十”的目标定位和思路举措。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和“六个城市”的重要基础，也是重要保障。

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细化人民群众“幸福清单”。（图 / 张有平）
Building “an exem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nance” and refining “the list of happiness” for people.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塑造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相匹配的城市治理能力，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五个建设愿景”，即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青岛、法治青岛、文明青

岛、美丽青岛、数字青岛，努力实现

“安全发展底板更加牢固，社会公平

正义更加彰显，城市文明涵养更富底

蕴，城市环境品质更加优化，智慧赋

能城市治理更加高效”五个具体目标。

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岛，

青岛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新

时代“枫桥经验”和“莱西经验”，

加强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完善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市级平安社区创建

率达到 60%，道路交通运行健康指

数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把青岛建

设成为全国最安全城市之一；围绕建

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青岛，青岛将深化

法治政府建设，健全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制度，推进“法智谷”建设，打造

青岛涉外法务中心，建设区域国际仲

裁中心城市，营商环境综合评比进入

全国同类城市前 5；围绕建设更高水

平的文明青岛，青岛将深入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实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全面推进乡村文明行动，

市级以上文明达标村镇覆盖率超过

70%，注册志愿者占常住人口总数达

到 20%，让文明成为青岛这座城市最

深厚的底蕴；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美

丽青岛，青岛将持续实施洁净道路、

洁净岸线、洁净清运、洁净家园等 7

个洁净行动，规范治理市容秩序，小

区楼院洁净率达 90% 以上，把青岛

打造成为全国最洁净的城市之一；围

绕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青岛，加快城

市治理一脑协同、一网统管，打造无

证明城市，推进智慧民生场景落地，

实施行政审批数字化改革，政务服务

能力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保持全

国同类城市前列。这“五个建设愿景”，

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中，“平安

青岛”是基础，“法治青岛”是保障，

“文明青岛”是底蕴，“美丽青岛”

是形象，“数字青岛”是引领，共同

构成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的“青

岛方案”。

重点推进“十项重点工程”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

民群众对社会平安、公平正义、城市

品质、市容环境、政务服务的需求日

益提升。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数字化转型赛道成为提升城市治理能

力的关键要素，为打造现代化治理样

板城市提供了动力。

近年来，青岛立足城市发展实际

和人民群众期待，着力完善城市治理

体系，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加快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在形成；统筹发展

和安全，全市社会大局和治安形势保

持稳定，在市政府“三民”活动民意

测评中，市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

位居首位；法治青岛建设加快推进，

2020 年获评全省第一批“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市”；智能化支撑不断夯实，

智慧安防小区 ( 村庄 ) 建设实现全覆

盖，政务服务能力、政府数据开放水

平持续提升；连续多届蝉联“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城市文明和城市品质

持续涵养……这些发展成果，为青岛

在更高水平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奠定

了有利基础。

据了解，在围绕《青岛市打造

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五年规划 (2022-

文 /王宗和

城市品质持续涵养，为打造现代化治

理样板城市打下了基础。面对机遇挑

战，青岛对标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定位，充分借鉴先进城市治理经验，

制定《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五年

规划》，提出“1+5+10”的现代化

治理样板城市框架体系，即：一个总

体目标、五个建设愿景、十项重点工

程。

“一个总体目标”，即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建设人民

城市为目标，坚持“全周期管理”理

念，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城市治理体系，

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推进高水平安全、

保障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从而使人民群众的

 "1+5+10", Qingdao to Build an "Exem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nance

“1+5+10”，打造现代化治理城市“样板”

根据《青岛市打造现代化治理

样板城市五年规划 (2022-2026 年 )》

和《青岛市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

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

青岛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岛、法

治青岛、文明青岛、美丽青岛、数字

青岛，努力实现安全发展底板更加牢

固、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彰显、城市文

明涵养更富底蕴、城市环境品质更加

优化、智慧赋能城市治理更加高效。

探索现代城市治理的“青岛实践”
近年来，青岛加快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统筹发展与安全能力

明显提升，法治化保障更趋完备，智

慧化治理支撑不断夯实，城市文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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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城市网络安全战略，人民群众安

全感持续增强，努力把青岛打造成为

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程，

构建全覆盖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全环

节服务管理吸毒人员、全链条打击毒

品犯罪、全要素制毒物品监管、全方

位毒情监测预警、全层级禁毒工作责

任“六全体系”，各区 ( 市 ) 至少建

设1处标准化禁毒教育基地，各镇(街

道 ) 全部建成标准化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办公室，全市建成 100 个“净土之

乡”“无毒社区”。

道路交通畅通治理工程，推进

道路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建设，规范

停车管理，实施医院、学校、景区等

重点区域治理，制定差异化停车收

费标准和动态调整的价格机制，建设

“全市一个停车场”，实现全市停车

资源联网共享，建设 120 个公共停车

场、7.04 万个泊位，优化调整公交线

路 150 条，道路交通运行健康指数位

居全国同等城市前列。

城市管理品质提升工程，持续

推动“七个洁净”行动，环境卫生“境

善净美”、市容景观“增品提质”、

市容秩序“规范有序”，打造市容秩

序示范路 1000 条，建设园林式居住

区 ( 单位 )150 个，建成区内公厕密度

4 座 / 平方公里，把青岛努力打造成

全国最洁净的城市之一。

法治营商环境优化工程，推进

“法智谷”建设，依法平等保护各类

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提高仲裁国际化

水平，打造多元法律服务平台，推广

“3+N”互联网仲裁“青岛模式”，

法治区块链链盟成员单位和上链企业

数据平台增长 50%，多元法律服务

中心入驻调解组织增长 60%，全国

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库位居全省前列。

智慧赋能城市治理工程，建设

城市云脑，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推进“一

网统管”“一码通城”“一网通办”，

打造 300 个智慧社区，实现使用频

率前 50 项电子证照证明广泛应用，

2026 年 )》编制的《青岛市打造现

代化治理样板城市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中，制定出 58

项重点推进的行动计划，并细化为“两

张清单”，其中重点任务清单79项、

重点项目清单 45 项，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把“两张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幸

福清单”。而“十项重点工程”，将

作为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的推进

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

城市创建工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优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推进多元

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深化基层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建设新型社区邻里中心

60 处以上，全面推行“一窗受理、

全科服务”模式，全覆盖建成镇(街道)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努力建设省内

乃至全国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

高地”。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城市创建工

程，着力打造高效便民的政务环境、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人民满意的服

务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创建

15个全国、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 )”，培育 4 处省级法治宣传教育

基地和法治文化示范基地，在全市所

有镇 ( 街道 ) 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每万人律师数提升至 9 人，建设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的法治青岛。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程，创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升公共交通、

商贸餐饮等窗口行业服务质量，整治

提升农贸市场等基础设施，综合治理

校园周边环境，建设乡村“复兴少年

宫”，建成区内农贸市场全部规范化

达标，美丽庭院创建率 30% 以上，

县级以上文明达标村镇 98% 以上，

努力让青岛成为文明城市范例。

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

范城市创建工程，构建治安防控圈层、

市域防控单元、治安要素管控、治安

防控基础保障四大体系，打造“群众

身边警务”，建设智慧公安检查站，

持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建设美丽、文明、和谐、安全的高品质人民城市，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期望。（图 / 姜龙）持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建设美丽、文明、和谐、安全的高品质人民城市，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期望。（图 / 姜龙）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civilized, harmonious, safe and high-quality city for the people is th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civilized, harmonious, safe and high-quality city for the people is the 
common expectation of the people all over Qingdao.common expectation of the people all over Qingdao.

建设“青岛智慧政务全场景体验中

心”，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

力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位居全

国前列。

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程，全力

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经济金融安

全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社会矛盾风

险、公共安全风险、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常态化推进

扫黑除恶斗争，深入开展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攻坚战，完成城

市生命线安全监测感知网络国家试点

任务，整体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治理现代化是应有之义。

增民生福祉、筑智慧新城，青岛以创

新突破锻造宜居品质，向现代化治理

样板城市加速迈进。

Building an exem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
national metropolis and for the "six 
statuses",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focused on 
"building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put forward the 
target positioning and measures of 
one overall goal, two visions, three 
breakthroughs, four directions, six 
statuses and ten priorities, which 
marked coordinates for building an 
exem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
nance.

In recent years, Qingdao has 
accelera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sig-
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bility to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nd secu-
rity capability, perfected law-based 
security, continuously reinforced 
the support of intelligent gover-
nance, and continued to nurture ur-
ban civilization and urban quality,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n 
exem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
nance. 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Qingdao has proposed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1+5+10" 
as an exem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nance.

细节处显温度，青岛努力探索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新路。（图 / 宋新华）细节处显温度，青岛努力探索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新路。（图 / 宋新华）
The warmth is shown by the details. Qingdao strives 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building an exem-The warmth is shown by the details. Qingdao strives 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building an exem-
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nance. plary city for moder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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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9 月 22 日，以“发展虚拟现实，助力数字经济”为主题的 2022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在青岛再拉大幕。
On September 22, the 2022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novation Conference opened in Qingdao, with the theme of “developing virtual reality and facilitating digital 
economy”.

文 /韩海燕

Developing Virtual Reality and Leveraging Digital Economy

发展虚拟现实，助力数字经济

时间回到 2017 年，国际虚拟现

实创新大会首次在青岛举行，大会围

绕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开展了系列活动，从技术突破、产学

研合作、应用创新和内容完善等方面

开展了一次次深入探讨和交流，成为

虚拟现实领域国际性极强、参展参会

企业较多、整体规模最大的盛会。

此后，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连

续 4 年在青岛举办。作为全球虚拟现

实产业最专业、最权威的国际性行业

盛会之一，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已

成为青岛的一张崭新新名片。

重磅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

行业大咖云集、前沿思想汇聚……9

月 22 日，全球目光再次聚焦青岛。

以“发展虚拟现实，助力数字经济”

为主题的 2022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

会在青岛再拉大幕。大会采取“线上

线下”结合的形式召开，设置政策发

布、项目签约、主题演讲、平行论坛

等内容。与会嘉宾围绕元宇宙、虚拟

现实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典型场景应

用等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各方洽谈合

作。

据了解，本届大会由山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

崂山区人民政府、青岛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

市分会承办，青岛星鲨虚拟现实技术

研究院、青岛微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

司、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协办。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

书记陆治原出席开幕式，山东省副省

长凌文，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

赵豪志分别致辞。活动中，陆治原、

凌文共同为山东省虚拟现实产业联盟

和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揭牌。

凌文在致辞时说，虚拟现实作为

一项新的技术革命，应用领域广阔，

未来前途无限。近年来，山东省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立足特

色优势，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打

造了一大批产业应用，虚拟现实产业

的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青岛是山东

省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多年

来坚持高起点出发，高质量谋划重大

项目，高标准建设集聚载体，高水平

推动示范应用，为全省虚拟现实产业

发展树立了标杆、打造了样板，也将

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推动虚拟现实技

术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文化旅游、

体育娱乐等行业的示范应用，加快打

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千亿

级虚拟现实产业高地。

赵豪志在致辞时说，虚拟现实是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虚拟

现实产业正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发展态

势。青岛具有发展虚拟现实产业的良

好基础。近年来，青岛抢抓发展机遇，

强化政策引导，虚拟现实产业蓬勃发

展。当前，青岛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

求，大力振兴发展实体经济，打造现

代产业先行城市。虚拟现实产业是青

岛重点布局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将

聚力建设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和高品

质专业化产业园区，打造一流的产业

生态，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会不仅大

咖云集，妙语连珠，更有诸多重磅政

策发布，在青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史

上创造了多项第一：山东省虚拟现实

产业联盟正式揭牌；全球最大的虚拟

何为虚拟现实？简而言之，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是通往多

个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渠道，虚拟现实技术则被称为“下一代互联网”。

那么，虚实之间的青岛故事将如何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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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What is Virtual Reality? In 
short, virtual reality is 
a computer simulation 

system that allows the creation and 
experience of a virtual world and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several com-
manding heights of industries. And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s consid-
ered to b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Internet. "

Then, what is the future of virtual 

reality in Qingdao?
Back in 2017, the first World Vir-

tual Reality Innovation Conference 
(WVRIC) opened in Qingdao, which 
became the largest event in the field 
of virtual reality with a strong inter-
national presence, more exhibitors 
and participants, and the largest 
overall scale.

Since then, the conference has 
been held four times in Qingdao. 

As on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and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industry 
events in the global virtual reality 
industry, it has become a new name 
card of Qingdao.

On September 22, Qingdao again 
attracted the spotlight from the world. 
With the theme of "developing virtual 
reality and leveraging digital economy", 
the 2022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nova-
tion Conference opened in Qingdao.

现实研发制造基地——青岛市虚拟现

实产业园正式挂牌；虚拟现实产业签

约项目最多；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

首个“智囊团”成立；青岛首只虚拟

现实产业引导基金成立；全国首个市、

区两级一体化支持虚拟现实产业园发

展的专项政策推出。

虚拟现实产业在崂山展腾飞之势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

术，虚拟现实产业正呈现出日益强劲

的发展态势，大会当天，青岛市虚拟

现实产业园正式揭牌，锚定打造“全

球 VR 第一园”的目标，青岛虚拟现

实产业园建成后将是目前国内面积最

大的虚拟现实产业园区。园区总面积

约 133 公顷，计划总投资约 160 亿元，

这是青岛抢抓元宇宙风口，为产业发

展搭建的一个新赛道，必将成为推动

虚拟现实创新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数

字经济强势崛起的新高地。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市虚拟现实

产业园地处山海品质新城崂山区。早

在 2016 年，崂山区就提出打造中国

虚拟现实产业之都的战略构想，经过

这些年的积累沉淀，崂山已经在人才

集聚、平台建设、产业培育等诸多方

面塑成先发优势，形成领跑身位。特

别是今年以来，崂山区紧紧抓住山东

数字强省建设和青岛城市更新建设、

实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的历史机遇，

以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规划建设为

突破口，争当元宇宙的“头号玩家”。

据统计，崂山目前汇聚了全国约

70% 的虚拟现实科研力量。依托歌

尔和北航青岛研究院，搭建起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

室，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青岛分室等国内 VR 领域顶尖科

研机构，国字号实验室，合作共建了

青岛山景虚拟现实研究院等 11 家科

研机构，成功创建山东省虚拟现实制

造业创新中心，正在积极争创国家级

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中心。已经形成

了歌尔、抖音 Pico、聚好看等龙头企

业顶天立地，海信医疗、数智孪生等

特色企业铺天盖地的聚集发展态势，

汇聚了虚拟现实相关企业近 100 家。

2022 年，崂山区虚拟现实产业规模预

计突破 120 亿元。目前，崂山已成为

全市乃至全省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主

要承载区。

因此，本届大会上，在体制机制

方面，崂山区构建了“园区专班 + 管

委会 + 平台公司”三位一体的工作推

进机制，抽调精干力量，强化全要素

保障。同时，构建起园区专家委员会，

邀请赵沁平院士担任特邀顾问，歌尔

股份总裁姜龙等 18 位行业顶尖人才

担任园区首批专家。

在园区定位上，崂山区立足全省

“1+4+N”的虚拟现实产业布局，聚

焦夯实青岛中心地位，提出新极核、

强磁场、活力城发展定位，即引领全

球虚拟现实制造业的新极核、汇聚全

国一流创新要素的强磁场、构筑人产

城融合发展的活力城。力争利用 3 至

5年时间，打造一个以生产制造为主，

涵盖研发创新、内容制作、场景应用

等全链条千亿级产业生态，成为全球

VR 第一园。

在规划布局上，结合产业规划和

城市设计，确定了北融、中聚、南延

的布局结构。北部融通自然，强调山

景与园区融合。中部以平行世界理念

规划打造虚拟现实创享中心。作为园

区标志性区域，汇聚 VR 企业展示发

布、人才展会、科普实训等共享服务。

园区规划东南内陆区、西南头部企业

办公区、北部楼宇园区三大门户节点，

强化绿色、生态、科技、人文理念落地，

打造一座产城相融、和合共生的专业

生态园区。

在开发时序上，按照产业优先、

配套先行、梯次推进的原则，总投资

100 亿元的虚拟现实整机和光学模组

项目一期预计 2023 年 9 月底建成投

用，当年可实现产值约 50 亿元，5 年

内将达到 600 亿元。国创中心正在装

修，预计年底竣工验收。虚拟现实创

享中心、平行世界主题公园等项目也

将于今年四季度开工。

青岛是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前沿

阵地，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自 2017

年举办至今，已经成为业界合作交流

的重要平台。开幕式上，虚拟现实制

造业创新中心等31个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 287.2 亿元，创造了历年来的

最高纪录。

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

元宇宙的兴起，虚拟现实产业进入新

一轮爆发期，中国“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提出，深化虚拟现实技术

融合，山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将虚拟现实作为数字产业化重要方

向。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七部门

联合发布了《山东省推动虚拟现实产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4 年）》，提出要用 3 年时间，基

本形成以青岛为中心，济南、潍坊、

烟台、威海四市联动，其他地市协同

的“1+4+N”虚拟现实产业区域布局。

这份《行动计划》为青岛 VR 产

业的未来指明了打法：培育壮大市场

主体，激发市场内在活力，加快培育

行业龙头企业、分类培育创新型中小

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青

岛应充分发挥歌尔股份、小鸟看看等

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培育虚拟现

实领域“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瞪羚、

独角兽等优质企业，形成大企业带动

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注

入活力的融通发展新格局。

今年 5 月，青岛印发实施了《青

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提出以崂山区为核心，形成“一核三

极多点”的产业发展布局，力争到

2030 年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

为进一步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高质

量发展，青岛市财政局联合崂山区政

府，依托行业龙头企业，设立目标规

模25亿元的虚拟现实产业引导基金，

包括 5 亿元规模的种子基金和 20 亿

元规模的产业投资基金。基金将最大

限度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整合汇聚

资本资源，聚焦支持虚拟现实产业园

区创新创业项目，助推虚拟现实产业

发展壮大，培育虚拟现实产业链上下

游重点企业，加速培养产业新增长点。

会上，《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

园发展若干政策》正式发布。结合

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发展实际，

集中市区两级力量，真金白银支持

产业园发展，共设置了 5 个方面 12

条具体政策，是目前国内支持专业

园区发展政策中非常系统、全面、

含金量较高的一套政策，具有比较

突出的亮点。一是政策系统性强，

集成力度高。系统集成了园区建设、

企业培育、项目招引、技术攻关、

平台搭建、体验应用、人才集聚、

要素保障、行业交流等一揽子支持

措施，与青岛人才强青、硕果计划、

先进制造业 18 条、会展 10 条等重

磅政策紧密衔接，为企业项目从落

地孵化到培育壮大提供全要素保障。

二是政策国内领先，含金量高。政

策是全国首个市区两级一体化支持

虚拟现实产业园区内企业项目发展，

预计未来 3 年内两级财政用于支持

产业园区建设、企业培育的投入将

超过 12 亿元，对园区的支持力度走

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三是政策精

准度高，时效性强。政策在青岛统

筹布局、规划建设新兴产业园区的

背景下制定，制定过程中与园区管

理机构、龙头企业进行了反复论证，

深入了解园区发展诉求。比如市财

政连续 3 年每年出资 1 亿元用于园

区建设，为园区企业提供普惠性人

工智能算力服务，给予园区企业更

多的人才引进配额等。

此外，本次大会上，众多虚拟现

实产品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不少人

戴上 VR 眼镜，走进虚拟世界中。

如何让虚拟现实照进现实，让更

多市民体验到科技的魅力，成为诸多

与会者谈论的话题。因为科技与人文

从来不是对立的两面，科技同样可以

有温暖。

应用场景是促进虚拟现实技术向

产业转化的前提和条件，也正因为如

此，崂山区十分注重探索搭建新场景，

开辟数字消费全新试验场。今年崂山

区推出啤酒节史上首个元宇宙线上数

字体验平台，打造了“云上体验 + 沉

浸消费”的办节新模式。上半年，全

区数字经济营业收入完成 107 亿元，

核心产业增加值实现 28.7 亿元，均居

全市首位。下一步，崂山区将继续深

化场景拓展，在文化、旅游、教育、

医疗等领域打造更多“VR+”标杆，

真正激活一池春水。

做好服务，崂山区还将全力提供

优质高效政务服务，坚持“不说不能

办、只说怎么办”，围绕产业需求、

企业需要，提供“一体化、组团式”

服务。在虚拟现实整机和光学模组项

目推进中，崂山区按照项目需求量身

定制厂房，并采取统一规划、分期供

地的土地供应模式，分段办理施工许

可，实现了拿地即开工，项目自洽谈

签约到开工建设仅用时 4 个月，年初

洽谈的项目现在已经主体封顶，跑出

了“崂山加速度”，更为项目抢占赛

道赢得了市场先机。

不言而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风口之上，一个国内一流、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千亿级虚拟现实产

业高地，将在青岛山海间加速隆起。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

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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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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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实现各

目标任务。 

总而言之，前三季度，公司各部

门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各装置产量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市场开拓持续发

力，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以亮眼的成

绩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

9 月 30 日，海湾化学召开“奋力

走在前，勇毅开新局，大干四季度”

动员大会。动员公司广大干部职工，

统一思想，戮力同心，压实责任，战

胜困难，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动

各项生产任务落实，扎实做好四季度

工作，向全年工作吹响冲锋号，发起

全面攻势，全力以赴夺取全年胜利。

海湾化学、偏硅事业部、海湾研究

院领导及各部门党政工团主要负责人、

助理以上中层干部参加会议。海湾化学

副总经理赵鲲主持。会上，氯碱厂、氯

乙烯厂、聚氯乙烯厂等 13 个部门作表

态发言；副总经理、安全总监苗春葆传

达上级部分安全会议精神；副总经理夏

建财传达集团半年工作会议精神；总经

理高自建宣布“奋力走在前，勇毅开新

局，大干四季度”实施方案。

海湾化学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邹

铁军在动员大会上提到：“走在前列，

全面开创”“三个走在前”是习近平

总书记为山东发展擘画的美好蓝图，

是做好山东工作的总遵循、总定位、

总航标，是重大的政治责任。近年来，

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牢记总书记

嘱托，精心谋划，不辱使命，全力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海湾集团结合实际，认真落实“三

个指导方针”“四化”“五个一体化”

的发展方略，向国际领先、国内一流

企业迈进。海湾化学对标世界一流，

发挥自身优势，当龙头，作表率，开

新局，实现传统产业不传统发展，取

得了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绩。企业在

去年跨越百亿目标的基础上，不断取

得新发展、新成果。

文 /隋斌

大干四季度  奋勇开新局
Forge Ahead in the Fourth Quarter, Go All out for a New Beginning

前三季度，海湾化学各部门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亮眼的成绩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前三季度，海湾化学各部门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亮眼的成绩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
During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all departments of Haiwan Chemical united together and overcame difficulties, presenting a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During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all departments of Haiwan Chemical united together and overcame difficulties, presenting a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海湾化学赓续奋斗、砥砺前行的一年。

一季度，海湾化学干部员工上下一心，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改革攻坚等重

点任务，克服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全员行动，逆势而上，实现了开门稳、开门

红。与此同时，作为老牌国有企业，海湾化学积极履行社会责任。3 月自青岛疫

情出现以来，海湾化学勇担国企责任、迎战疫情大考。按照海湾集团“作风能力

提升年”部署要求，坚持疫情防控、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三线作战，疫情防控扎

实有效、生产装置负荷不减、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取得首场大考阶段性胜利。

——海湾化学全力打好 2022 年度“收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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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2, the 20th Party Con-
gress was held, and it is also 
a year that Haiwan Chemical 

continues to struggle and forge 
ahead. During the first three quar-
ters, the whole company united 
and overcame difficulties, with the 
output of each plant exceeding the 
targets,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

ed project construction, which has 
presented a remarkable accomplish-
ment.

On September 30, a mobilization 
meeting themed "Go all out for a 
new beginning, Forge ahead in the 
fourth quarter" was held in Haiwan 
Chemical, which is to motivate the 
employees and workers of the com-
pany, who need to be determined 

to unify thoughts, work together, 
take responsibilities,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the whole compa-
ny,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will 
stimul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duction tasks and carry out solid 
work in the fourth quarter, to make 
comprehensive actions and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success throughout 
the year. 

杆，勇于对标，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并借上市、借审计、借督导、借检查

的时机，将管理再提升，长板再拉长。

通过制定管理样板工厂实施方案，策

划精心，分步落实，用一年时间打造

管理样板工厂。扎实稳妥推进企业上

市工作，用聪明和智慧破解上市一些

障碍性问题的解决。并以班组建设为

抓手，持续提升“双基”管理水平。

通过制定完善精益班组建设手册，提

高精益班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流

程化水平。不断加强工段长、班组长

队伍建设，培养思想好、业务精、作

风硬的工段长、班组长团队。并坚持

长期主义，打造一支铁一般信念、铁

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在干部管理上，真管真严，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

劣者汰。坚持在重大风险、紧急关头、

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以问题为导

向，选拔使用干部，让解决问题的人

高升，让制造问题的人让位，让抱怨

问题的人下课。从把好入口、畅通出口、

员工学历及能力提升多个方面，提升

员工队伍素质，净化、纯洁职工队伍。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全员更应团结一心，以更加饱满

的激情，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坚定的

信心，奋力走在前，勇毅开新局，以优

秀的业绩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

转弱三重压力，致使化工行业将面临

全球经济复苏减弱、国内经济增长下

行压力加大、行业竞争压力加剧的严峻

挑战。对此，海湾化学既认识到当前

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把寒冬

的气息传递给每名员工，增强危机感、

紧迫感。要基于长期主义，做最坏的

打算，做最大的努力，备好过冬被衣

和食粮；同时也有清晰应对危机的做

法，因为经过近几年一、二期项目发展，

海湾化学有技术、装备、产品、物流、

人才、产业链六大优势，这些优势足

以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底气。正如

邹铁军所言，“基于海湾自信，对未

来更要有信心，对现在更要有耐心。”

进入四季度，经济下行、市场疲软

的压力会继续加大，公司上下必须保持

清醒头脑，要一条心，一股劲，一盘棋，

确保大干四季度取得实效，确保全年完

成营业收入，确保项目及装置产量、质

量、消耗和管理各项目标顺利实现。而

四季度工作概括为：“一二三四”，即：

聚焦一个坚持，升级两个确保，强化三

个服务，着力四个提升。 

简而言之，聚焦一个坚持，则是

指要始终坚持党建引。10 月 16 日，党

的二十大如期召开。这不仅是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更是一次事关党和国

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会议。因此，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是首要的政治任务。对此，

海湾化学出台学习贯彻方案，推动学

习贯彻工作创新，促进学习贯彻往心

里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并按照“凡

事讲政治，谋事为群众，干事重实效，

成事争一流”目标要求，狠抓作风能

力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大干四季

度工作中统领全局、凝心聚力、典型

选树、经验推广、干部考察、关爱职

工等作用，助力大干四季度任务完成。 

升级两个确保：确保安全万无一

失，确保疫情防控成果结合市、区及

集团部署和要求，升级安全管控各项

措施，确保节日及二十大期间安全工

作万无一失。与此同时，抓好冬季“四

防”工作，抓好“两重点一重大”及

隐患排查治理。并加强值班值守工作，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通过精准施策，

有的放矢，做好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工

作，提升疫情防控工作水平，妥善处

2022 年，按照“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求，

海湾化学认真贯彻海湾集团工作会议

精神，在党的建设、生产运行、市场

开拓、项目建设、管理改革、技术创新、

安全环保等方面全面发力，攻坚克难，

在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大等多重

不利影响叠加的形势下，稳中求进，

稳中向好，成绩可喜。尤为值得一提

的是：6 月 26 日，青岛海湾化学有限

公司完成使命，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登上新的历史舞台，自此开启

了新征程。回顾企业搬迁以来的发展

变化，由一部部创业史、奋斗史、拼

搏史、发展史汇聚起来的成绩册，展

现了海湾人的智慧、勇气、魄力和担

当，做到了传统产业的不传统发展。

而随着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

企业发展将迎来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理好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项目建设

的关系，三促进，三不误。全力确保

零隐患，无感染。 

强化三个服务：服务生产一线，

服务市场一线，服务项目一线。做到

生产保产量、保质量，市场保营收、

保效益，项目保增量、保发展。越是

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公司各部门要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强化为“三个”

一线服务的意识，急一线所急，想一

线所想，忧一线所忧，顺势而为，主

动作为，为一线工作助力和加油。坚

决克服在工作接口、工作协同中的本

本主义、本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杜绝不作为、不担当。此外，

生产、市场、项目覆盖所有部门，进

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久久为功，时不

我待，共克时艰，完成四季度生产经

营和项目建设各项目标任务，为做好

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着力四个提升：提升创新水平，

提升管理水平，提升班组建设，提升

队伍素质。众所周知，技术创新的着

力点和突破口，要放在提质、降耗和

提升、优化管理上，做好向技术创新

要效益这篇文章。因此，要进一步加

大对聚苯乙烯、环氧树脂的研发力度，

出实招、出成果、出实效。充分发挥

好研究院技术创新孵化器和推进器作

用，努力打造国内一流研究院。认真

巩固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双百行

动”“管理提升行动”成果，拉高标

更需要全员继续奋勇争先、笃行实干，

全力以赴保存量，乘势而上促增量，

站在新起点，攀登新高峰，再创新辉煌。

此外，随着 IPO 上市相关工作按

计划实施；聚苯乙烯装置成功投产，

并满负荷生产；海湾化学增添新成员，

海湾研究院成为企业子公司，研发工

作成为未来企业上市重要一极；海湾

化学成为市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高

端化工链主企业；成为青岛惟一获评

省管理提升标杆企业；烧碱耗能获评

中国石化联合会能效“领跑者”标杆

企业第一名……诸多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亮点和缩影，展现了海湾化学在这

一阶段奋楫勃发的魅力和魄力。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受疫情

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

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内部

更是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近日，海湾化学召开“奋力走在前，勇毅开新局，大干四季度”动员大会，向全年工作吹响冲锋号。
Recently, Haiwan Chemical held a mobilization meeting themed “Go All Out for a New Beginning, Forge Ahead in the Fourth Quarter” to stimulate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success throughout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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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旗敬礼  为祖国庆生
Saluting National Flag, Celebrating National Day

国庆节前夕，由青岛市文明办、青岛市教育局主办的“同声颂党恩 喜迎二十大”2022 年青

岛市未成年人“向国旗敬礼”活动启动仪式在青岛二中举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3

周年，共同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青岛市文明办副主任陈学明、青岛市教育局总督学李

晓元以及师生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台剧形式贯穿演绎了“红旗的一角在

我胸前”“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山

海之间，红色激荡”“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4 个篇章，通过合唱、朗诵、

歌舞等展示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

向上向善、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最后，

活动在全场铿锵有力的“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誓词中落下帷幕。

今年以来，青岛围绕“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主题，结合清明、

“六一”“七一”等重要时间节点，

面向全市未成年人广泛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道德实践活动，重点策划了“同

声颂党恩 喜迎二十大”教育实践活动，

运用鲜活生动的内容、喜闻乐见的形

式、新颖丰富的载体，厚植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情怀，推动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取得实效。其中，在全

市未成年人中开展“向国旗敬礼”活动，

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树立

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文化观，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自觉

走上爱党爱国、追求奉献的人生道路。

启动仪式后，青岛各区市、各学

校将结合疫情防控实际，突出爱党爱

国主题，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

不同成长环境的未成年人，开展“四史”

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进

全环境立德树人宣讲，深化“同声颂

党恩  喜迎二十大”教育实践，组织参

与“向国旗敬礼”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线上线下运用多种形式，提升未成年

人参与感、获得感和仪式感。同时，

发挥媒体作用，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

方式创新，生动讲好爱党爱国故事，

大力传播主流价值观，合力营造浓厚

活动氛围。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明办提供）

活动现场，同学们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At the event, students are singing We Are the Successors of Communism. 

——2022 年青岛市未成年人“向国旗敬礼”活动启动

Be f o r e  N a t i o n a l  D a y ,  a 
launching ceremony for 
the 2022 Qingdao Juveniles 

Saluting the National Flag was held 
in Qingdao No.2 Middle School. 
The event was organized by Qing-
dao Municipal Civilization Office 
and Qingdao Municipal Education 
Bureau, with the theme of "Ex-
pressing Gratitude to the Party and 
Welcoming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o warmly celebrate the 
73rd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express the best wishes for 
our great motherland. The ceremo-
ny was attended by Chen Xueming, 
deputy director of Qingdao Munici-
pal Civilization Office; Li Xiaoyuan, 
chief inspector of Qingdao Munic-
ipal Education Bureau; representa-
tiv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伴随着慷慨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The bright Five-star Red Flag is rising along with the impassioned national anthem.

活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

青岛二中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矫健整

齐的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走向升旗

台，伴随着慷慨激昂的国歌，鲜艳的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陈学明在致辞中

激励全市青少年，珍惜大好年华，修

身立德、勤学上进、强健体魄、锤炼

意志，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准备

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随后，来自青岛二中和青岛二中

院士港分校的同学们共同带来“国旗

伴成长 青春永向党”系列主题表演。

现场以学生成长日记为线索，运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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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欢聚  云端相约
Happy Gathering for Chongyang Festival, Joyful Celebration in the Cloud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为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展示重阳节的文化内涵和时

代特色，10 月 4 日，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两场“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

动与市民群众“云端”相约，通过民俗展示、线上宣讲、文艺演出、志愿服务项目交流等精彩

节目环节，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培育敬老助老文明新风。

厚植家国情怀，传播敬老美德
在市北区会场，文化文艺志愿者

载歌载舞，歌颂祖国、为祖国献礼。

配乐诗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深情表达对祖国炽热的爱，《二十大

之歌》唱出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和

喜迎“二十大”的热烈期盼，歌伴舞《百

年再启航》传递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汲取奋勇拼搏的精神

力量。青岛市妇儿活动中心小演员们

欢快演绎舞蹈《草原的风》，生动描

绘祖国的幅员辽阔和盛世繁荣的景象。

山东非遗弦索乐合奏展现出传统文化

的厚重积淀和独特魅力。群舞《欢聚

一堂》营造出重阳节节庆热闹、团圆

幸福的温馨场面。

在节目中穿插了“为老”志愿服

务项目展示交流环节，主持人对青岛市

在开展理论宣讲、文化文艺、科普知

识、医疗健康、心理辅导、法律援助、

结对帮扶等“为老”志愿服务项目的情

况作了全面介绍，并现场对话全国最美

志愿者、全国最大中老年人公益红娘、

青岛市喜康助老服务项目负责人薛伟，

邀请她具体分享打造实施“为老”志愿

服务项目的工作经验和开展“为老”志

愿服务的心得体会，为推进志愿服务项

目化发展提供典型经验借鉴。

喜迎“二十大” 情暖重阳节
崂山区会场围绕喜迎“二十大”

和情暖重阳节两大篇章，营造祥和幸

福的节日氛围。文化文艺志愿者表演

歌舞《领航新时代》、歌曲《歌唱祖国》、

坠琴《夸山东》，深情表达对党和国

家的赞美热爱；原创歌曲《孝满港湾》、

相声《节日游戏》别出心裁，歌颂孝

老爱亲美德佳话；老年模特走秀、舞

蹈《活宝》，展现老年人热爱生活、

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精彩晚年生活，

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在“情

暖重阳节”主题篇章中，为 60 岁以上

青岛市崂山区会场围绕“喜迎二十大”和情暖重阳节两大篇章，营造祥和幸福的节日氛围。
With the themes of “Welcoming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A Warm and Happy Chongyang Festival”, the venue creates a peaceful and happy festi-
val atmosphere in Laoshan District, Qingdao.

——青岛市“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精彩“云”启动

This year’s Chongyang Fes-
tival has come as expected. 
On 4 October, two events 

themed "Our Festival—Chongyang" 
organized by the Publicity Depart-
ment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the Municipal Civili-
zation Office were held to carry for-
ward our fin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o showcase the festival’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ts new meanings 
in the new era. Through displays of 
local customs, online lectures, cul-
tural performances, and exchange of 
volunteer service projects, the two 
events have promoted the tradition-
al virtue of filial piety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and cultivated a new at-
mosphere of respecting and helping 
the elderly.

在青岛市市北区会场，文艺志愿者举行了隆重的演出，歌颂祖国、为祖国献礼。
Culture and art volunteers are presenting a grand performance to express gratitude and greetings to our 
country in the venue of Shibei District, Qingdao.

道德模范代表赠送知名书法家创作的

书画作品，提升对道德典型的精神奖

励和社会礼遇，鼓励他们更好地发挥

余热，示范带动社会正能量传播。

同时，通过视频展示方式，呈现

崂山区各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在

重阳节前后，线上线下开展“为老”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片段剪影，

视频中活动丰富多彩、志愿者倾情服

务、受助老年人满意称赞，生动展现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成效，

让崇老敬老、厚德仁爱在每一个人心

中生根发芽，让全社会劲吹敬老爱老

文明之风。

根据中央、省关于组织开展传统

节日文化活动工作的要求，青岛市文

明办前期印发《关于开展“我们的节

日·重阳”主题活动的通知》，在全

市部署开展节日民俗文化、家庭文明

创建、经典诗词诵读、志愿服务关爱

等系列活动，围绕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和精神需要，倡导全社会关注关心关

爱老年人，倡导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各区市各单位在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积极策划开展文艺演

出、登高赏景、家风家教故事分享会、

诗词朗诵会、美德健康生活方式讲座

等文化活动，为喜迎二十大营造了浓

厚的节日氛围。

今年以来，青岛将开展“为老”

志愿服务作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策划开

展“五为”志愿服务重点项目 3695 个，

其中聚焦“为老”服务重点实施志愿

服务项目 1003 个，努力让老年人安享

平安、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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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对话，一起去“弄潮”

艺术的活力，在青岛这座海洋城市不断迸发。除了以“文艺小清新”的方式游玩传统的山海城，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打卡文化艺术场馆，看一场展览，拍一组大片，与文化艺术来一场约会。

Having a Dialogue with Art in Qingdao

文 /王一如

达人的青睐，成为“两微一抖一手一书”

等新媒体平台的新宠，一时间成为青

岛最热门的艺术空间打卡地。

充满时尚感的奇妙“盒子”
集现代艺术与时尚艺术为一体的

黄盒子美术馆，坐落于青岛西海岸新

区东方时尚中心园区内，由青岛中纺

亿联时尚产业投资集团创建。作为中

国国内第一家以黄盒子理论为核心价

值观建设的综合性美术馆，黄盒子美

术馆倡导艺术进入生活，融合“传统

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精英和大众，

青岛有许多富有特色的艺术空间。

其中，既有被人们称为青岛版“798”

的青岛纺织谷，也有“2022 年全球

美术馆旅行目的地”之一且荣获第六

届理想家未来大奖“最佳公共建筑”

的西海美术馆，又有青岛“最高网

红”海天艺术中心，更有将时尚与艺

术、艺术与生活相结合的黄盒子美术

馆……人们去赶赴一场接一场浪漫而

文艺的“山海之约”，与艺术对话。

自《弄潮——黄盒子潮流大展》

开展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黄盒子美

术馆便自带“流量密码”，备受时尚

学术与市场，艺术与生活”，旨在打

造一个全新模式的新型美术馆，为青

岛市民生活带来艺术文化的滋养。

这座美术馆始终以开放的态度，

迎接每一次的展览，主办的每一个大

展都在艺术领域和青岛观众的心里留

下了痕迹。此次，由青岛市文学艺术

届联合会与青岛市文化旅游局指导，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盒子美术馆与上海

喜玛拉雅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弄潮——

黄盒子潮流艺术大展》，正是黄盒子

“五大融合理念”的再次落地和落实，

也是东方文化的展现。

《弄潮——黄盒子潮流艺术大展》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黄盒子美术馆举行。（组图）
The Ride Tide—Yellow Box Trend Art Exhibition is held at the Yellow Box Art Museum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时尚·艺青岛 ashion 
Artistic QingdaoF

056
SAILING CITY

057
SAILING CITY

协办

此次展览分为“大孩子的礼物”“宇宙与未来”“亚文化”“放轻松”和“中国趣味”五大主题。（组图）
The exhibition features five themes, “Gifts for Big Kids”, “Universe and Future”, “Subculture”, “Relax” and “Chinese Fun”.

潮流艺术更多地发生在公共场域和商

业现场。在美术馆空间呈现潮流艺术

作品，不仅需要立足于学术角度，更

要真正地深入到潮流第一线——大众

的审美与趣味，并在其中寻找平衡与

突破。此次，《弄潮——黄盒子潮流

大展》分为“大孩子的礼物”“宇宙

与未来”“亚文化”“放轻松”和“中

国趣味”五大主题。

“大孩子的礼物”板块，由著

名艺术家张晓东担纲。作为中国最早

一批关注潮流板块的艺术家，他被誉

艺术家孙亮带来的影像作品《META 

DAIMONIA》，在元宇宙的底层逻辑之

上进行哲学思考；毕业于清华美院的

艺术家薛征则设身处地地想象了未来

的种种技术图景。另外，现场还有曹

志成、黄子鹄、黄思祈等青年艺术家

共同呈现的作品。

在“亚文化”与“放轻松”板块，

则更多地选择呈现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亚文化是文化大潮之下涌动的暗流，

虽不被主流语境关注，却在中国庞大

的人口基数之中蓬勃地生长，在年轻

“国”风起“潮”来袭
提及潮流艺术，年轻人的目光总

是聚焦于海外艺术家，然而近年来中

国潮流艺术的汹涌之势，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注意力，“国潮”的概念也逐

渐为大众所熟知。参与此次《弄潮——

黄盒子潮流大展》的 40 位艺术家，全

部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籍或华裔艺

术家，他们聚焦中国潮流艺术，对当

下身边正在发生的潮流艺术现象进行

观察。

相较于专业的艺术空间，中国的

一起构筑了充满童话色彩的梦幻之旅，

令人流连其间，不舍离去。

在“宇宙与未来”板块，第 57

届威尼斯双年展参展艺术家、著名雕

塑家傅榆翔的作品《盲区》，恰恰呼

应黄盒子美术馆“传统与当代”的文

化理念；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

艺术专业的魏德胜带来的作品《舐

犊》，其朋克感十足的银色头盔内部

是 3 万颗海洋球和喷涌的泡泡带来的

温柔梦境，象征父母对孩子的保卫与

呵护；同样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

为中国动漫美学先驱，将“可爱主义

（CUTISM）”带入中国。此次展览中，

张晓东用手绘的帷幕、缤纷又极其柔

和的色彩格栅作为背景，将时光的流

动感引入展览的空间叙事。其中，创

作于 2009 年的《POWER》和《福袋》

两件作品，以积极的态度描绘了物质

与经济的爆炸式发展，作品的潮流度

至今分毫不减。张晓东还为《美人鱼》

与《武林外传》《良缘御守》等作品

手绘了蓬松的打发奶油般色彩质感的

墙面，王冠画框、礼盒丝带，与作品

一代中，受惠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亚文化颇有走上台前的趋势。“亚文

化”板块中，此次参展的艺术家能尖

日、张墨柳、王琰迪等，所带来的作

品都有非常鲜明的个人语言。“放轻

松”板块中则体现了潮流艺术重要的

“轻松感”，在韩瑞、李西西、冀皓天、

于瑒、刘亚迪、LOXEL 等新生代艺术

家之外，还邀请沈敬东、吴琼两位更

为成熟的潮流艺术家坐镇，为观众带

来愉悦的观展体验。

“中国趣味”板块包含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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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朱敬一的 20 余幅作品。朱敬一自

创的南门书法，成为网络上广为流

传的网红书法，因此顺利“破圈”，

与各个知名品牌展开跨领域合作。

此次展览中，他带来了《地图妖》

系列作品和《悟空》《云山》《灌

篮高手》等彩色丙烯绘画创作，展

现其对华夏上古神话系统图形研究

创作以及对中国传统绘画材料语言

的突破。此外、黄玉龙、庞凡作为

中国街头艺术的代表，分别带来了

结合嘻哈文化与中国传统符号的

《Pagoda》和融合了中国“80 后”“90

后”集体视觉记忆的《旺旺》《泡泡糖》

等作品。

《弄潮——黄盒子潮流艺术大

展》在拓展观众对当代艺术的认知

的同时，不忘展示国粹、展现中华

The vitality of art is con-
stantly bursting forth in 
Qingdao, a marine city. 

When coming to Qingdao, in addi-
tion to touring around the classic 
mountain, sea, and urban area, more 
people choose to visit the cultural 
and art venues, see an exhibition, 
take a group of awesome photos, 
and have a rendezvous with culture 
and art.

There are many characteristic 
art galleries and museums in Qing-
dao, including Qingdao Textile Val-
ley, known as the "798 Art District" 

of Qingdao, the TAG Art Museum, 
which is one of the "14 Private Art 
Museums to Include on This Year's 
Travel Agency" and has won the 
title of "Best Public Building" in 
the 6th IDEAT Future Award, as 
well as Qingdao Haitian Center, the 
"tallest" internet-famous spot, and 
Qingdao Yellow Box Art Museum, 
which combines fashion, art and 
life. So, welcome to Qingdao, come 
here to go on a romantic and liter-
ary date with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and have a dialogue with 
art.

文化精华。展览还采用开放的策展

结构——不遵循以往展览中参展艺

术家和作品数量固定的特点，展览

期间陆续迎来新的艺术家及其优秀

作品的加入，使展览“流动”“生

长”，从而使展览得到持续的关注，

这也是其自带“流量密码”的原因

之一。

（本文图片由青岛西海岸新区黄盒子

美术馆提供）

潮流艺术在国内发展得很快，逐渐成为新时代的一种文化力。（组图）
Trend art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and gradually becomes a kind of cultural power in the new era.

黄盒子美术馆倡导艺术进入生活，为青岛市民生活带来艺术文化滋养。
The Yellow Box Art Museum advocates art tha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life and brings art and cultural nourishment to the life of Qingdao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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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云”见“艺”

最近，“文化芯云播”微信小程序在青岛火了一把。无他，只因人们点点手指就能收看各种好剧、

好戏——青岛演艺集团推出“云展播”系列活动，通过旗下线上平台，以“直播 + 点播”的方式，奉上

精彩的艺术演出、精品好剧，让人们在不能见面的日子，可以换一种方式“遇见”。

Cloud Show, a Different Way to Meet "Wonderfulness"

文 /Lisa 

哈”……凭着“口口相传”，人们纷

纷赶赴青岛演艺集团的“云上之约”，

庆“十·一”云展播因此又火了一把。

小田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假期日

常：“我爸在看《喇叭匠》，一时技痒，

要给我妈来了个现场版‘彩蛋’，结

果跑调了，我妈秒变表情包，我已笑

成大鹅……”高赞之下，她在评论里

分享了《喇叭匠》的链接，点进去正

是这次云展播的第三场直播——由青

岛市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创排的一台铜

管重奏音乐会《喇叭匠》。面对当下

音乐风格的多元化，《喇叭匠》铜管

重奏音乐会打破了以往中规中矩的演

奏形式，把大众并不熟知的铜管乐器

与当下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演奏的

曲目涵盖了各个年龄段观众耳熟能详

的音乐，不仅有《中国心》《中国军魂》

等经典影视作品中的主题音乐，还将

《当那一天来临》《钢铁洪流进行曲》

《强军战歌》等催人奋进的铿锵旋律，

重新加以创作改编。音乐所产生的共

鸣，即使隔着一道屏幕也能感受到，

这场情感充沛的音乐会直播让人们意

“云”赏艺术
大戏连台，好剧荟萃

10 月 1 日至 7 日，正是“十·一”

黄金周假期。其间，青岛演艺集团推

出庆“十·一”云展播，为享受金秋

假期的人们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10 月 1 日至 3 日，连续 3 天的直

播演出让观众们大呼过瘾。儿童剧《渔

童》、京剧《清官册》和《喇叭匠》

铜管重奏音乐会，通过“青岛演艺集团”

和“票艺青岛”两个微信公众号的“文

化芯云播”板块以及“青岛演艺集团”

官方抖音账号进行现场直播，让无法

走进剧院的观众通过网络第一时间观

看现场演出，享受足不出户的观赏体

验。

“在很久以前啊，善良的老渔翁

欠下刁财主的高利贷，可恨的刁财主

限他 3 天之内打 100 条金色鲤鱼，要

不然就要用渔船、房子和田地抵债。

一眨眼，3 天的时间到了，等待着老渔

翁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利用

手机的投屏功能，俞先生将正在直播

的儿童剧《渔童》投屏在客厅的电视上，

陪着儿子一起观看。“《渔童》是我

们 80 后最喜欢的国产动画片之一，也

是我们一代的童年回忆。没想到有机

会和孩子一起观看儿童剧版的，这种

感觉很奇妙……”俞太太拍下父子二

人一大一小并排坐在地板上认真看剧

的画面，随手转发到家族群里，引来

一片点赞。“这么高大上，看着跟剧

场一样……”面对亲友们的好奇追问，

俞太太向群里推送了微信小程序“文

化芯云播”，一石激起千层浪——在

长达几分钟的“冷场”之后，群里的

长辈们纷纷“露脸”：“一点进去就

被惊艳到，里面好看的剧目可真不少”；

“可算找着‘根据地’了，一定得转

发给老姐妹儿们”；“你们动作真慢，

我都转到校友群了，得让他们知道我

是个多么有文化品位的人，哈哈哈

犹未尽。

实际上，除了直播，青岛演艺集

团庆“十·一”云展播还陆续推出民

族歌剧《国·家》《马向阳下乡记》、

舞剧《红高粱》、京剧《沙家浜》、

话剧《光荣人家》、儿童剧《阿凡提》

等精品剧目的线上点播，反响空前。

其中，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

舞剧《红高粱》都是获得“文华大奖”

的精品剧目。

取材于现实生活、聚焦精准扶贫

时代题材的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

根据同名热播的电视剧改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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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向

阳是大槐树村长大的孩子，对故乡充

满感情，一腔热血回到家乡，一心要

让大槐树下“长出金子”，改变家乡

贫穷落后的面貌，并用一颗赤诚的心

巧妙地化解了重重矛盾，带着大槐树

村的乡亲们走上了致富路。“之前单

位工会组织大家去剧院看《马向阳下

乡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次

正好赶上云展演点播，我又仔仔细细

——青岛演艺集团“云展播”为“艺术城市·人文青岛”添彩

舞剧《红高粱》（图 / 王勇森）
Dance Drama—Red Sorghum

儿童剧《渔童》
Children’s Play—Fisherman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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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遍，不愧是获得文华大奖的作

品，水平真的很高，每处细节都经得

起推敲。”从事党建工作的刘先生利

用假期空闲，以“一天一部”的节奏

点播观看了多部剧目，最喜欢的就是

《马向阳下乡记》和《国·家》两部

民族歌剧，而《国·家》正是青岛继《马

向阳下乡记》之后创排的又一部歌剧

力作，该剧于 2021 年 10 月亮相第四

届中国歌剧节并荣获“优秀剧目”，

讲述的是在开国大典举办的前几天里，

一股残匪妄图混进北平城制造事端破

坏开国大典顺利进行，首长命令排长

赵铁柱带领一个班前去歼灭，一场特

殊的战斗拉开序幕……《国·家》从

“小人物、大情怀，小角度、大视野”

角度切入，运用现代的舞台审美，融

入象征性艺术表达，演绎革命浪漫主

义精神。

此次云展播的剧目里，不乏重量

级的经典剧目。除了民族歌剧《马向

阳下乡记》《国·家》，获得青岛首

个文华大奖的舞剧《红高粱》也在此

次“云点菜单”之列。舞剧《红高粱》

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同名小说

改编，情节划分与张艺谋的电影版本

多有类似，基本保有了小说原著以及

电影《红高粱》故事的主线情节，塑

造了“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

叔等个体人物以及众乡亲的群像。但

在许多内心戏的诠释上有着更为独到

也更为强烈的诠释。“颠轿”“祭酒”“丰

收”等六大章节，每个章节都主题鲜明，

完整地讲述了一段关于“生命力”的

故事：生活在高粱地里的人们，对爱

情的追求，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使人

热血沸腾。全剧最令现场观众震撼的

一幕出现在剧尾：墨水河畔，“我爷

爷”和众乡亲一起祭奠亡灵，他们前

仆后继、誓死抗争。舞剧借由肢体语

言来表达浓烈的情感，不仅仅是爱情、

民族情，甚至还包括最原始的生命力，

男人、女人与土地、生活的情感。即

便是对剧情特别熟悉的观众，也都感

受到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和震撼力。“当

年这部舞剧获得文华大奖后备受关注，

可谓是‘一票难求’，我犹记得当时

现场观看时的那种震撼。这次有幸通

过‘云展播’活动再次以点播的形式

观看了这部舞剧。不得不说，这部舞

剧的制作水准很高，虽然过去了将近

10 年，但经典就是经典，魅力分毫不

减。”张女士还将“文化芯云播”小

程序分享给外地的好友，以“云约会”

的形式，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欣

赏这部当年填补了青岛文艺创作空白

的好剧。

云展播“菜单”里的话剧《光荣

人家》也是热门之一，它取材于青岛

平度董成森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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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剧弥漫着浓

浓的军旅之情，这也是董成军的一种

精神寄托，他将这种对部队、对英烈

的情感也传续到了下一代。从老兵董

成军到大儿子董志祥和孙子董玉飞，

剧中展现了三代人的思想冲突和价值

观念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种父子之

间、祖孙之间的心灵碰撞，使人们看

到了家风的传承和信念的光辉。“一

门四代共铸铁血军魂……”从事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的小高以点播的方式看

完整部话剧，关闭点播窗口之后久久

无法平静，他结合自身工作体会写下

几句观后感，没想到发自肺腑的真情

实感得到了许多人的共鸣：“原本以

为夜深人静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在看，

没想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喜欢这部

剧……忽然之间就感觉充满了力量！”

青岛演艺集团推出“云展播”活

动以来，受到了各界广泛关注，人们

相聚云端，共享一场文化盛宴。

“云”聚人气
演出不停，精彩不断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青

京剧《清官册》
Peking Opera—List of Incorrupt Officials

《喇叭匠》铜管重奏音乐会
Brass Ensemble Concert—Trumpet Player

岛演艺集团特别策划了青岛演艺集团

“喜迎二十大”云展播活动。10 月 8

日至 16 日期间，“文化芯云播平台”

将陆续播出青岛演艺集团近年来创排

的 5 部优秀剧（节）目，让市民足不

出户观赏精彩的文艺演出——大型音

乐情景史诗《誓言》、京剧《清贫之

方志敏》《红灯记》、话剧《黄金劫案》

《愚公移山》，皆是青岛演艺集团近

年来策划、创排和演出并在国内各大

专业艺术赛事屡获殊荣的优秀剧（节）

目。

据介绍，由中共青岛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中共

青岛市委宣传部主办，青岛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青岛演艺集团承办的

大型音乐情景史诗《誓言》，讴歌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一代代领导

集体，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孜孜以求的带领全国人民不屈不挠的

拼搏奋斗，以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深刻

解读“四风”整治实效，展示青岛“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

京剧《清贫之方志敏》主要讲述

方志敏在狱中的“清贫”生活，该剧

以探索与发现的方式进行叙事：女记

者陈晓燕从方志敏被捕就密切关注着

这一重大事件，随着深入采访，她从

对方志敏怀疑逐步到理解、同情、崇敬，

并且主动帮助方志敏，将他在狱中写

给党中央的密信传递出去。全剧通过

陈晓燕的视角，抽丝剥笋一般，逐渐

让观众感受到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风

范和英雄气概。

京剧《红灯记》讲述的是在抗日

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中国共产党

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受了向柏山游击

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

李玉和遭日寇杀害，他的女儿铁梅继

承父志，将密码送上了山。同时，游

击队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的故事。

话剧《黄金劫案》以发生在青岛、

Let us meet in another way 
on the days when we can-
not see each other.

It is learned that Qingdao Per-
forming Arts Group is launching 
a series of "cloud" shows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October Hol-
iday". It will dedicate outstand-
ing performances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form of live streaming 
+ on-demand. From October 1st to 
3rd, the children's drama "Fish-
er Boy", the Peking opera "List of 
Incorrupt Officials" and the brass 

ensemble concert "Trumpet Play-
er" will be streamed online, for 
the audiences to enjoy the shows 
on the "cloud". From October 1st 
to 7th, the folk opera "Country · 
Home", "Ma Xiangyang's Journey 
to the Countryside",  the dance 
drama "Red Sorghum", the Peking 
opera "Shaj iabang",  the drama 
"An Honourable Family" and the 
children's drama "Afanti" will be 
available online on-demand, so 
you can watch your favorite shows 
all the time.

由王一民烈士组织的劫获黄金的真实

故事改编，围绕着抗战英雄罗仲民英

勇护金展开，为了不将支持抗日的黄

金落入敌人之手，罗仲民面对复杂多

变的敌我形势与敌人斗智斗勇，带领

出生入死的兄弟深入虎穴铤而走险的

故事。

儿童剧《愚公移山》取材于家喻

户晓的中国寓言故事，讲述一位调皮

的小学生“余小鱼”在参加愚公移山

展览馆的志愿者活动时，因贪玩偷懒

睡着而意外穿越回了愚公移山的年代，

他变成了愚公的孙子，和那里的人们

一起生活。生活中，他被余家庄的村

民们不畏艰难、持之以恒的精神所感

染，识破了巫祝的伎俩，教训了冀州牧，

并运用现代知识帮助愚公移山。

青岛演艺集团“云展播”系列活动，

打破了时空的边界，让艺术走进千家

万户，共享文化繁荣。“云上”之约，

给观众送来了丰富的文化大餐，也为

“艺术城市·人文青岛”增添了一抹

亮彩。

（本文图片由青岛演艺集团提供）



时尚·艺术城市 ashion 
A City of ArtF

064
SAILING CITY

065
SAILING CITY

影视大片结缘东方影都
近日，刘德华“把我唱给你听”线上演唱会直播开启，观看总人数突破 3.5 亿。直播当晚，刘德华

抖音账号 IP 属地显示为“山东”。

继《长城》《危机航线》《流浪地球 2》之后，刘德华近期再次来到东方影都，拍摄新片《莫斯科行动》，

并“插空”在东方影都摄影棚内举办了这场演唱会。作为山东省影视核心园区的东方影都，再次靠实力

和魅力冲上热搜。

When Blockbusters Encounter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的上下游产业链。目前，这里已经集

聚了影视产业链上一大批优质供应商，

涵盖道具、服装、特效等领域，还有

藏马山影视城可以拍摄外景。“我们

有需要就跟园区提，园区很快就会提

供一个可供选择的供应商清单。”王

筱胡举了个例子：东方影都引进北京

冬奥会开闭幕式舞美团队——中国电

影美术学会副会长黄宝荣团队，建起

了满天星（青岛）服装道具场库，收

藏了10万多件常用的影视服装、道具、

手办、置景。“剧组需要什么道具，

就直接去场库租赁，可比花钱去买或

找人制作方便多了。”王筱胡说。

《长城》《流浪地球》《疯狂的

外星人》《刺杀小说家》《封神三部

曲》《独行月球》……细数诞生于东

方影都的国产大片，科幻、奇幻、魔

幻的色彩十分浓烈。截至目前，东方

影都集聚的影视企业已达 756 家，其

中规上影视企业 30 家，累计接待剧组

200 余个，电影票房总产出超过 160 亿

元。在中国经济信息社去年发布的《中

国影都竞争力指数报告（2021）》中，

东方影都的综合竞争力指数位列中国

影都第三位。

数据显示，2020 年青岛西海岸新

区备案立项影视作品 52 部，2021 年达

到 113 部。今年在年初新一轮疫情影

响下，上半年新区备案立项作品仍然

达到了 54 部。

“硬科技”赋能工业电影
作为中国影视基地“后起之秀”

的东方影都，如何在短时间内跻身“尖

子生”行列？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产

业发展中心主任密德生认为，东方影

都的特色优势在于“一硬一软”：硬，

即具备工业电影所需的国际一流硬件

设施；软，即提供日益完善的政策、

服务、人才、文旅、金融等配套服务。

如今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有

记者近日探访东方影都时，从事

影视制片工作已近 10 年的王筱胡正在

20 号摄影棚里忙碌。棚内，一列长约

百米的绿皮火车已搭建完成，根据真

实历史案件改编的电影《莫斯科行动》

正在拍摄中。

对于东方影都的成长，王筱胡是

亲历者。“2016 年我给《环太平洋 2》

剧组做制片，那时周围能选的酒店只

有一家，晚上下楼想买点东西，却发

现商店早都关门了。现在这里拥有高

中低端全类型酒店群，以及酒吧街、

餐饮、商超、电影博物馆等完善的配

套服务，早已今非昔比。”王筱胡说。

更让王筱胡感慨的，是日趋成熟

“三幻片”出自东方影都
灵山湾北岸、朝阳山上，“东方

影都”4 个大字面朝大海，矗立在丛林

与山石之间。2013 年，青岛从山脚下

的滩涂、渔村中，划出 92 平方公里，

设立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进行整

体开发运作。2017 年，青岛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

灵山湾影视产业发展提速。2018 年，

剑指“东方好莱坞”的东方影都正式

建成运营。

截至目前，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

区已累计完成投资 1100 余亿元，集聚

产业项目总投资近 3000 亿元，数百部

影视大片在这里诞生。

文 /张小语

如今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有灵山湾、西有藏马山”双城联动、辐射全区的影视产业发展布局已雏形初现。
Nowadays,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layout that links the two cities and radiates the whole area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with “Lingshan Bay in the east and Cangma Mountain i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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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湾、西有藏马山”双城联动、辐

射全区的影视产业发展布局已雏形初

现。其中东方影都总建筑面积 540 万

平方米，拥有 40 个国际顶级标准摄影

棚、32个置景车间以及数字影音中心、

亚洲最大虚拟拍摄平台等一流影视拍

摄制作设施；藏马山影视城占地 33.33

公顷，建有商周城、欧美城、老青岛

等风格街区建筑群，并配套剧组酒店、

餐饮、群众演员、道具库房等周边服务，

满足了国产电影从剧本预演、拍摄到

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工业化生产流程。

今年暑期档热门科幻电影《独行

月球》，全片特效镜头超过 1800 个，

占比高达 95%，对虚拟拍摄、视效制

作等技术要求极高。剧组在东方影都

《独行月球》里的运载车、《明日战记》

里的机甲等特效作品，都诞生于该团

队之手。

1998 年出生的吴楠，毕业于北京

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现为希娜魔

夫青岛工作室的设计师。“希娜魔夫

在横店、青岛都有工作室，前者擅长

特效化妆、动物毛发等，后者则在机甲、

仿生机械等领域更为拿手，科技特色

鲜明。”吴楠认为，工作室这种业务

布局与东方影都科幻类、奇幻类大片

剧组聚集的特点密切相关。

“软服务”涵养产业生态
在各影视基地的比拼中，“软服务”

也是重要领域。在省市区三级扶持政

策体系下，东方影都现已形成灵活实

用的“政策工具包”，内含优秀影视

作品制作成本补贴、灵山湾影视专项

资金、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全产业

链影视发展政策等专项奖励扶持办法，

截至目前已向各类企业、剧组发放政

策补贴 1.72 亿元。

2018年，青岛西海岸新区设立公益

类事业单位——影视产业发展中心。该机

构担当起剧组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梳理了

涵盖行政审批、海关、公安等方面的20

余项影视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协调省、市、

区各相关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为影视企业、

剧组提供公共服务、政策服务、拍摄协调

等全方位、一体化配套服务。

密德生举例说，无论是棚拍还是

外景、无论在西海岸新区还是青岛其

他市区，只要剧组对青岛市内影视资

源有拍摄需求，中心都可以提供实实

在在的帮助，从而减少剧组在公共资

源协调、手续办理上耗费的时间。仅

今年上半年，西海岸新区就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成功保障了 30 个剧

组、近万人在东方影都拍摄。

从东方影都出发，沿海岸线向东行

进一段，便是青岛电影学院。该校设置

启用了 15 个共计 4 万平方米的摄影

棚，其中就包括位于 5 号棚的影视虚

拟化制作平台。扮演影片中角色“金

刚鼠”的演员郝瀚，便是在东方影都

5号棚120台动作捕捉摄像机的“注视”

下，完成了系列高难度镜头的虚拟拍

摄。

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运营总监陈

东介绍，在摄影棚的虚拟拍摄空间里，

演员穿上带有标记点的动作捕捉服，

摄像头就可以实时计算其运动信息，

生成人物骨骼动画，传输到虚拟引擎

里，剧组就能看到“变身”后的演员

和场景渲染在一起后的画面，然后根

据需求进行调整修改。“这就相当于

把抽象的剧本进行了可视化预演，有

导演、表演等8个教学系27个本科专业，

覆盖电影全产业链，还在东方影都内设

立了产教融合基地，让戏剧影视导演、

摄影等专业的学生从大三开始便进入园

区，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

“办学十几年来，学校每年毕业

生超过 500 名，以前大多去了北京、

上海，这几年留在青岛的毕业生明显

多了起来。”该校导演系副主任李晨

曦介绍，这是因为来东方影都的剧组

越来越多，实习和就业机会也就越来

越多，学生们从大一就开始跟剧组、

进企业，不少表现优秀的学生，在实

利于激发导演创意灵感、减少沟通时

间、提高制作效率。”

密德生表示，在原有 40 个国际标

准摄影棚的基础上，今年东方影都将

新建 2 个数字实景棚，进一步扩大虚

拟化制作平台服务规模和推广应用，

将“专精特新”做到极致。

东方影都 212 号置景车间，“长

期租客”是希娜魔夫特效工作室。作

为国内头部物理特效公司，希娜魔夫

主要从事特效化妆、仿生机械制作、

仿真动物制作、特效服装制作等业务。

在此前已和东方影都多个剧组合作的

基础上，2021 年该企业正式在东方影

都设立青岛工作室，建立了十几人的

工作团队。《流浪地球》里的方向球、

习期间就被用人单位直接留用了。

市场主体活跃有序、产业生态涵

养有力，东方影都发展已然成势。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塑造

文旅产业新优势，完善文化产业功能

区布局，高标准建设青岛影视基地。

今年 7 月，西海岸新区印发《关于高

标准建设青岛影视基地的行动方案》，

提出每年设立 2 亿元专项资金，实施

数字影都提速行动、“青岛出品”提

质行动等九大行动。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

委宣传部提供）

藏马山影视城占地 33.3 公顷，建有商周城、欧美城、老青岛等风格街区建筑群，并配套周边服务，满足了国产电影全链条工业化生产流程。
Covering an area of 33.3 hectares, Cangma Mountain Film and TV City is built with style block complexes such as Shang Zhou City, European and American 
City, Old Qingdao, etc.,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nearby to meet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whole chain of domestic films.

Not long ago, Andy Lau, who 
was filming his new mov-
ie Moscow Mission in the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made 
the time" to hold an online live con-
cert themed "Sing Me to You" in the 
studio, which has attracted more 
than 350 million people. That night, 
the IP address of Andy Lau's TikTok 
account was shown as "Shandong", 
which made Oriental Movie Metrop-
olis, the core film and television park 
in Shandong Province again become a 
trending topic on the Internet for its 

strength and charm.
As a "rising star" among China's 

film and television bases, the Ori-
ental Movie Metropolis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 studen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ts special advan-
tage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has not 
only the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hardware facilities required for in-
dustrial films, but can also provide 
increasingly perfect supporting 
services in the field of policies, ser-
vices, talents, cultural tourism and 
finance.

截至目前，东方影都集聚的影视企业已达 756 家，累计接待剧组 200 余个，电影票房总产出超过 160 亿元。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756 film and television enterprises gathered in the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receiving more than 200 film crews in total, and the total box office has exceeded 16 b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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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中游青岛

2022 年，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陆续映入了观众们的眼帘，影视界呈现了多部热播国产剧。前有古装

偶像剧《梦华录》《星汉灿烂》《苍兰诀》相继获得好评，现代剧同样不甘示弱，其中《天才基本法》《警

察荣誉》《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婚姻的两种猜想》等剧也是最吸引眼球的佳作。

你知道吗？其实这几部优秀的热播剧都是在青岛拍摄的。

Touring Qingdao Through TV Series

由雷佳音、张子枫、张新成领衔

主演的双时空成长励志国民剧《天才

基本法》一播出，就引发巨大的讨论。

剧中频频出现青岛老城区以及许多老

城地标建筑引起网友的热议和夸赞，

“平行时空 + 数学热爱”的新鲜设定

与“红瓦绿树 + 碧海蓝天”的城市风

光完美融合，让青岛老城区之美尽显

无遗。而由张若昀、白鹿主演的豆瓣

评分高达 8.5 分的《警察荣誉》，又是

另一场影视剧和城市的“双向奔赴”，

一气呵成的开场镜头，把青岛天然的

景色与影棚“实景”巧妙交融，让观

众感受到浓郁的青岛味……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热播剧一起

打卡美丽的青岛，重走剧中人的路吧。

百年沧桑望火楼
《天才基本法》讲述了少女林朝

夕（张子枫饰）由于长期钦佩父亲林

兆生（雷佳音饰）和初恋裴之（张新

成饰）两位数学天才的才华，从而悄

悄掩埋了内心对于数学的热爱，直到

经历了双时空之旅，她迸发出了超越

想象的力量。在父亲老林的引领以及

裴之的帮助下，林朝夕重拾信心，与

伙伴们并肩作战，为了追寻真理与爱

而拼尽全力。

望火楼是剧中频频出现的标志性

景观，剧中张子枫、雷佳音经常在望

火楼前的台阶上谈话，“芝士世界”

与“草莓世界”的穿越原因也藏在这

座历经百年沧桑的望火楼里。可以说，

剧里所有故事的开端都在望火楼里展

开，望火楼独特建筑风格，也为剧里

的城市风光增添了无限醇厚的文艺气

息。

沿着观象山下观象一路一直北行，

在民居窄巷的尽头，岩石上矗立着一

座高大坚实的八角形塔楼，它便是建

于 1905 年的望火楼。由胶澳总督府巡

捕局消防队建设的望火楼虽然名为楼，

但功能和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塔功能相

似，是一座消防瞭望塔，作为当时青

岛地处最高的建筑物，也是老城的制

高点，望火楼能瞭望四方火情。也因此，

当年只要身处青岛老城，无论走到哪

里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像是忠诚的

卫士屹立着，一站就是 100 多年。

万国博览八大关
《天才基本法》从第一集开始，

由张子枫饰演的林朝夕骑着自行车穿

行于绿荫环绕的八大关，穿过嘉峪关

路、嘉峪关小学……《天才基本法》

的故事也从这里拉开序幕。

作为青岛“最上镜”外景地，《最

好的我们》《你好，旧时光》《冰糖

炖雪梨》《送你一朵小红花》等观众

耳熟能详的影视剧均出现过八大关的

身影。八大关位于汇泉角景区北部，

始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是最能体现青

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地方。

之所以称之为“八大关”，是因这里

的路名以中国八大著名关隘命名，分

别是韶关路、宁武关路、紫荆关路、

武胜关路、嘉峪关路、正阳关路、居

庸关路、山海关路。

八大关汇聚了众多的欧式建筑，

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在这里，

你可以参观欧洲古堡风格的“花石楼”，

它融合了西方多种建筑艺术风格，既

有希腊和罗马式风格，又有哥特式建

筑特色；你还可以去居庸关路 10 号参

观流传着唯美爱情故事的丹麦建筑“公

主楼”，关于它，还有一段美丽的故事：

1931 年，丹麦王国在青岛设立了领事

馆，丹麦王子遂委托首任领事在八大

关海滨购置土地，按照安徒生童话中

的意境设计建造了丹麦古典式建筑，

准备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丹麦公主，

虽然丹麦公主最终没有来过青岛，但

望火楼是青岛市市南区的地标性建筑。（图 / 王勇森）
Wanghuo Building is a landmark building in Shinan 
District of Qingdao.

文 /吴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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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楼”的名字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八大关一年四季景色皆不同，春

季有碧桃盛开、夏季有紫薇盛放，秋

季可见银杏红枫夹道……漫步在静谧

的街道上，海风轻佛着脸庞，心情放

松而舒畅，“一关一树、一街一路”，

都藏着别样的风情，令人流连忘返。

“百年风云”青岛取引所旧址
在《天才基本法》里有几处一闪

而过的镜头：林兆生突然晕倒的法院

及张叔平“发疯”的楼顶，这些场景

其实都是在一处非常有历史年代感的

华丽。

青岛取引所旧址主楼加上顶层天

台共有 4 层。一楼大厅也就是《天才

基本法》剧中出现的 1995 年林兆生晕

倒的地方，窗户上梦幻的彩色玻璃充

斥着复古的色彩，在阳光照耀下美妙

绝伦；一楼还有一个小礼堂，曾是《父

母爱情》的取景地，剧里优美的华尔

兹舞曲响起，江德福鼓起勇气向安杰

发出邀约，安杰略带犹豫地点点头，

一段跨越一生的爱情传奇就此拉开了

序幕……顶楼的天台也是另外一个取

景地，林兆生去找寻发疯的张叔平，

就是在这里。天台上有很多特别有灵

性的鸽子，除了在此喂鸽子，还可以

眺望远方，拍一拍青岛老城复古感十

足的景色。

青岛是座具有欧陆风情的城市，

老城区遍布着异国建筑群，每一栋都

是时光的收藏者，在镜头中极有辨识

度。比如在《警察荣誉》中，你能发

现始建于上世纪初的青岛火车站，它

距离海岸线仅有 300 米，是全国离海

边最近的火车站。走出车站，漫步至

中山路，前有《婚姻的两种猜想》里

的名场面——男女主角“地摊求婚”

的广兴里，后有《天才基本法》里张

子枫坐在青岛天主教堂前悟出“穿越”

的真相。黄县路上的韦 + 咖啡也是各

种电视剧的“御用”取景餐厅之一，《天

才基本法》中张子枫相亲的戏码就是

在这里上演，这里也是雷佳音边吃冰

淇淋边吃瓜的地方。作为青岛热门网

红打卡地，不舍昼夜咖啡馆也备受剧

组的青睐，《天才基本法》“芝士世界”

的张新成醒来奔跑着去找张子枫的镜

头就是出自这里，甚至连鹿晗的 MV

也在这里取景的……

如今的青岛，已经成为名副其实

的“电影之都”，“剧”和“城”的

完美融合，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青岛

味道的文艺作品在这里诞生。

建筑——青岛取引所旧址里拍摄的。

这里虽然小众，却吸引了不少影视剧

前来，郭涛、梅婷主演的电视剧《父

母爱情》，黄渤主演的电视剧《青岛

往事》，任嘉伦、张钧甯主演的电视

剧《不说再见》，黄晓明主演的电视

剧《功勋》，倪萍、姜武主演的电视

剧《大浴女》，周迅主演的电影《美

人依旧》等影视剧里都能看到青岛取

引所旧址的身影。

“取引所”在日语里是“证券与

物品交易场所”的意思。这座始建于

1920 年的建筑也是由日本建筑师三井

幸次郎设计的，共历时 5 年建成，是

青岛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也是当时亚

洲体量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不论建

造质量还是建设规模均被视为同时期

的代表作，在青岛建筑史上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从空中俯瞰，青

岛取引所旧址主楼坐落于馆陶路和莱

州路之间，以 3 段楼房连接两侧主楼

楼体，并合围出两个中庭，形成田字

形结构。整个建筑采用的是新古典主

义风格，中央主楼廊柱采用希腊古典

建筑三种柱式之一的科林斯式廊柱，

柱头的毛茛叶装饰让廊柱修长而不失

八大关经常出现在观众耳熟能详的影视剧里。（图 / 张有平）
Badaguan Scenic Area often appears in well-known films and TV shows.

On August 22, the Oriental 
Fashion Season · 2022 
Qingdao Fashion Week 

ca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This 
fashion week witnessed 30 online 
and offline release shows, 43 fashion 
exhibitions and other theme activi-
ties, with the total exposure exceed-
ing 100 million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top 10 new fashion design-
ers in Qingdao were selected, and 
530 million yuan of product sales 
and market orders were achieved.

During the 4-day fashion week, 

five innovative fashion segments 
i n c l u d i n g  t h e  " c l o u d - s h o w " , 
"cloud-purchasing", "cloud-talk", 
"c loud-events"  and "c loud- l ive 
streaming" were launched, focusing 
on the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original fashion design. The holding 
of a series of theme activities has 
helped original brands be seen by 
more people, promoted the commer-
cialization of original design,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d the in-
fluence of the local textile and cloth-
ing industry.

青岛取引所旧址在青岛建筑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图 / 杜永健）
The former site of the Qingdao Stock Exchange has left its marks on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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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笔，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Culture as a Brush, Depicting a New Pictur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时间，标注新时代的方位；实践，刻录新征程的足迹。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始终坚持

思想引领，紧扣群众需求，把田园风光变为致富“钱景”，把美丽乡村变成生产力和竞争力，

一批批标志性文化工程拔地而起，一项项文化惠民措施接连推出，文化产业在便民、乐民、育民、

富民的过程中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共同富裕之路。

的大影视、大文旅产业。

短短 4 年时间，这里的村民生

活每天都在发生令人振奋的可喜变

化——乡村旅游、主题乐园、健康医养、

影视文化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农旅、

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了藏马镇乡村振

兴新动能，为百姓们铺就了一条“致

富路”。

以此为契机，藏马镇坚持“绿水

青山，藏马当先”的发展理念，把资

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传统农业区转变为影视文

旅综合产业区，先后打造藏马山居大

学生创客空间、河西屯大学生文化创

新创业基地、藏马镇大学生创新创业

基地等 7 处平台，签约入驻 21 个项目，

创业人数达到330人，带动就业近千人。

其中，河西屯村为保留村庄原貌，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充分发挥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本着

修旧如旧的原则，藏马镇积极筹划打

造占地 2 万平方米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文创村，已累计投入 1200 万元实施河

道治理、雨污管道改造、景观绿化美

化等配套项目，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

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目前，该村已吸引 7 个大学生创

业团队入驻，带动引导 20 余名村民回

文创村从事物业、餐饮、绿化等服务

工作，初步实现了农民上楼居住、创

客入村创业、村民回村就业的良好发

展局面。村内还打造了文创产品展馆、

乡土美术馆、民俗博物馆等，“山海

林田湖、城镇乡村景”的秀美风貌完

美呈现，昔日阡陌交通的村落，成了

现在的影视城。

2022 年初，藏马镇发起影视文化

产业扩能提速先锋作战，着力完善影

视产业配套服务体系，统筹推进藏马

山影视外景地项目二期、三期建设工

作，一体化推进镇域文旅产业链建设，

打造集影视拍摄、影视旅游、实景互

动体验及商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影

视外景地。同时，持续深化群演培训

工作，进一步提升1000余人“藏马群演”

队伍的演出水平，更好地满足剧组需

求，服务社会就业，为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壮大共同富裕力量奠定良好基

础。

聚焦服务群众
弘扬时代新风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大家聚在一起，一起为小区老人做月

饼，还请来了医疗专家为老人检查身

体……”中秋佳节，在灵珠山街道柳

花泊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社

区党委以红帆支部“三兜一树”为小

切口，让党员化身“暖心人”，为小

区老人送去中秋节日祝福，把社区温

暖传递到每位老人身边。

这是青岛西海岸新区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的一个缩影，是众多新时代文

明实践场所吸引力、凝聚力的生动写

照。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通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创建和完善，

统筹资源，高质量打造学习传播党的

理论和文明新风的大众平台，高水平

谋划培养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和开展

志愿服务的共享舞台，辐射带动全域

精神文明提档升级，绘就共同富裕的

精神底色。

青岛西海岸新区坚持培育与挖掘

并重，宣传与推广并举，不断放大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的感染力、吸引力

和影响力。持续开展“道德模范”“最

美新区人”“新区文明市民”评选活动，

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累计推选

国家级先进典型 22 人、省级先进典型

82 人、市级先进典型 220 人、区级先

进典型 700 余人，其中，全国道德模

范1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1人、“中

国好人”14 人。

今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又开启 50

余项 2022 年度行业最美系列评选，评

出60名“新区文明市民”。从一个个“好

人”的凡人善举到一群“模范”的身

先士卒，这些“好人现象”引发的“好

人效应”，铸就了整个城市“向善而生”

的底蕴和风骨，在全社会形成了知荣

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

风尚。

一位位先进人物、一件件惠民实

事、一批批文化工程不断涌现，推动

乡风民风好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

文化产业强起来。西海岸新区以乡村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探求产

业兴旺新路，形成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一幅产业兴旺、环境美丽、村民富足

的美好图景已逐渐勾画成型。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

委宣传部提供）

In recent years,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has turned its 
idyllic scenery into a prosper-

ous economic outlook, transferring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to produc-
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A batch of 
landmark cultural projects have come 
up, and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to ben-
efit people's cultural life have been 
launch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cul-
tural industry has taken a distinctiv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rocess of facilitating, entertaining, 
educating,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has 
enabled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ru-
ral cultural industry, and has been 
constantly seeking new ways for in-
dustrial prosperity, forming a rural 
special cultural industry. A beautiful 
picture with a prosperous indus-
try,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and 
wealthy villagers has been gradually 
sketched.

“大泥”变“达尼”
画笔绘出致富路

金秋九月，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

楼街道大泥沟头村绿泽美术职业学校

的画室内洒满阳光，学生们在老师的

指导下认真研习作画。学校的对面，

一座座独栋别墅错落有致，一间间琅

琊瓷、木雕、绘画工作室随处可见，

其中绿泽画院最引人注目，成千上万

幅画作在此展出，前来参观的客人络

绎不绝……这就是远近闻名的“达尼

画家村”。

然而，30年前的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30 年前，三面环山、土地贫瘠、

交通闭塞的大泥沟头村缺乏发展活力，

“大泥沟”三个字就是这个村子最直

观的写照。为了改善村庄的环境，村

干部们带领村民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绿化护林工作。到 2002 年，大泥沟头

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50％以上，造

就了绿树环绕、山清水秀、果木点缀

的“世外桃源”。

正是这片绿意盎然、环境清幽的

“世外桃源”，深深吸引了从吉林来

到青岛创业的农民画家解中才——他

一直在苦苦寻找一处能够安心创作的

新归处。从此，绿泽画院在大泥沟头

村落户并发展壮大。目前，青岛绿泽

画院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北方

最大的油画企业、国家文化出口重点

企业。

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绿泽画院

落户大泥沟头村后，村庄先后进行硬

化、绿化、亮化等硬件方面的完善提升，

并对全村村民住宅进行了修缮改造。

优美的自然生态与日渐浓厚的艺术氛

围让大泥沟头村成为艺术创作者的向

往之地，外来人才在此安家，不少村

民也扔掉锄头拿起画笔，走上了文化

产业的致富之路。

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土地流转，

村庄的现代服务业也随之兴起，村民

成了“小房东”“小老板”，通过经

营个体商业网点等方式实现增收。目

前，大泥沟头村集体收入达到160万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2.36 万元，逐渐

走出了一条以绿泽画院为龙头、多领

域艺术家百花齐放、三产服务业稳步

发展的“文化开路、旅游搭桥、促进

三产”的强村富民之路。

2019 年，该村入选山东省乡村振

兴典型案例，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

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古时阡陌道
今日影视城

与张家楼街道相邻的藏马镇，

山清水秀、林木葱郁，森林覆盖率

50.7%，绵延 30 公里的藏马山更是达

到 76%，但人均耕地仅有 0.1 公顷。

论地利，藏马镇并无优势。自胶

州湾隧道出口，沿着滨海大道、开城

路，车行1个半小时才能抵达。论人气，

藏马镇长阡沟村、河西屯村远近闻名。

村民从最初的外出打工，变成在家当

老板，当群演，既赚钱又能过一把戏瘾。

过去，村民们守着绿水青山，依

赖传统农业种植，看天吃饭，大部分

村庄都是贫困村。2018年，基于打造“东

方影都”的长期目标，新区和有关企

业开始在风景秀丽的藏马山建设外景

基地，布局“东有灵山湾、西有藏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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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扬帆  逐浪蓝湾

一汪蔚蓝，蓄满精彩，

一面白帆，逐浪海湾。

青岛与帆船的故事，很久远。早在 1904 年，青岛皇家帆船俱乐部就在青岛举办了帆船比赛，

这是全国最早关于帆船运动的历史记录。打造“帆船之都”虽然肇始于 2001 年申奥成功之后，但“帆

船之都”所具有的历史文化渊源却是深厚而久远的。

绵长曲折的海岸线、相连的海湾和岛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

为青岛历史上的扬帆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条件。

Sail in the Wind, Ride the Waves in the Bay

文 /韩海燕

金牌零的突破。青岛将奥帆场馆建设

与城市长远发展和产业布局调整相结

合，将具有百年历史的北海船厂搬迁

建成奥帆中心，从老工业基地升级为

滨海旅游区，开创了城市核心区建设

奥帆场馆的先河。青岛奥帆中心成为

新的城市地标，成为面向公众开放的

公益性帆船培训基地。2018 年，奥帆

中心又成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

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彰显了山、海、

城、帆相互交融的城市特色，始终站

在时尚潮流的前沿。一旦成为奥运城

市 , 就是永远的奥运城市。奥帆赛后，

青岛借鉴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

界湾区成功经验，构筑“三湾三城”

海湾城市发展新格局，强化顶层设计

和组织机构配套，明确“帆船之都”

品牌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2009 年，

青岛出台《关于加快帆船运动发展的

意见》。历届市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

进一步打造“帆船之都”城市品牌。

青岛加入世界奥林匹克城市联盟，成

立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青岛市

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市长任主席的青

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活动

组委会，确立了“东展、西拓、北进”

的帆船事业发展战略，以青岛奥帆中

心为核心的中心湾区是“帆船之都”

城市品牌建设的主阵地，同时推动帆

船运动沿东部鳌山湾、西部灵山湾轴

带展开。西部灵山湾新建国际一流的

东方影都万达游艇会，能够承接克利

伯环球帆船赛等国际赛事停靠，开启

了青岛西海岸新区帆船运动发展新时

代。东部鳌山湾也在新建面向青少年

和大众帆船普及的公共码头。位于鳌

山湾的港中旅海泉湾作为青岛市帆船

帆板专业队的训练场地，多次承接青

岛国际OP帆船营、“帆船运动进校园”

等普及项目。多核突破，轴带展开，

全域统筹，极大扩展了青岛帆船运动

的发展空间，增强了发展后劲。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场馆的赛后

利用始终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既涉及

到开发战略问题，又与普通市民的衣

食住行息息相关。奥运遗产下的青岛

有人说，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

百年青岛因开明通达而拥有世界大港，

因海洋眷顾而科技实力雄厚，因推陈

出新而品牌享誉中外，因兼容并蓄而

东西文化交融。

正因此，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立

足帆船看青岛，依托“三湾三城”海

湾型城市发展格局，抓住奥帆赛历史

机遇，将打造“帆船之都”上升为城

市战略，以此展示时尚美丽青岛新形

象。

众所周知，奥林匹克是人类超越

自我、和谐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精

神弘扬，帆船运动是人们回归自然、

体验环境、增进友好交流的完美展示。

奥帆赛的成功举办，让奥运印记融入

城市精神，开启了城市发展新纪元。

2008 年 8 月 9 日，来自 65 个国家和地

区的 400 名帆船帆板好手向 11 枚奥运

金牌发起冲击。青岛在历届奥运会上

首次设立奖牌轮和胜利者返航线，在

海上平台颁奖，创造了“青岛模式”。

中国帆船帆板竞技项目实现了奥运会

青岛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帆船之都”城市特色的奥运遗产开发之路。（图 / 张有平）
Qingdao has explored a road of developing the Olympic legacy with distinctive city characteristics as the Sailing City.

奥运遗产下的青岛帆船运动，成为激活城市活力的关键因子。（图 / 闫胜奎）
With the Olympic legacy, sailing activity in Qingdao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to activate city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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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ue ocean, full of excite-
ment.

A white sail to ride the 
waves in the bay.

Qingdao has long been connect-
ed with sailing events. The earliest 
sailing race in Qingdao dates back to 
1904 when the German Royal Yacht 
Club held a sailing competition there. 
This was also the earliest sailing event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y. Although 
the idea of promoting the city brand 
of Qingdao as a "Sailing Capital" start-
ed after the successful Olympic bid in 
2001,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
gins of the "Sailing Capital" are deep 
and long-standing.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charm of 
a city lies in its featur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Qingdao has been endowed 
with a world-class level port because 
of openness and accessibility, powerfu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cause of the 
blessing of the ocean, great brand rep-
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because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ecause of all-embracing 
inclusiveness.

帆船运动，成为激活城市活力的关键

因子。青岛通过实施以国际品牌赛事、

帆船城市普及、多元产业融合为重点

的“组合拳”，趟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帆

船之都”城市特色的奥运遗产开发之

路。通过强化高端品牌赛事打造，引

进国际知名赛事与创办自主品牌赛事

齐头并进，培养了一批中国乃至世界

帆船运动领军人才。青岛相继引进沃

尔沃环球帆船赛、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世界杯帆船赛

等国际顶级赛事，创办了青岛国际帆

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城市俱乐部

杯国际帆船赛、青岛国际 OP 帆船营、

“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国际名

校帆船赛（中国青岛）、高校大学生

帆船营、“船东杯”帆船赛、企业帆

船联赛等自主品牌赛事。青岛国际帆

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荣膺“中国最

具国际影响力十大品牌节庆”称号，

每年推出多个板块和多项文体赛事活

动，有力拉动了青岛食住行游购娱等

关联产业发展。世界帆联多次表示青

岛已成为 2008 年奥帆赛后引进国际赛

事最多的亚洲城市之一。与此同时，

青岛更是帆船人才竞相辈出。郭川作

为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创立 40 英尺

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

和无动力帆船首次穿越北冰洋等世界

纪录，成为世界航海界的传奇英雄。

刘学是沃尔环球赛冠军队船员，宋坤

是中国女子环球船航海第一人，徐京

坤屡创残疾人单人环大西洋和世界帆

船赛冠军。奥帆赛成就了一批作为中

国帆船领军人物的青岛籍运动员，不

断改写中国航海历史。其次，通过强

化城市帆船人口培育，开展“帆船运

动进校园”青少年和全民来航海帆船

普及活动。建立了 100 余所帆船特色

学校，30 余所帆船特色示范学校，累

计培训上万余名青少年。1 万余名青少

年获得和晋升基本能力等级。百余人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2007年，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青岛“中国青少年

帆船运动推广普及示范城市”。在这

一过程中，不断加强青少年帆船国际

交流，累计选派数百名教练员和青少

年运动员赴德国基尔、法国布雷斯特、

新加坡等 10 余个国家、地区开展赛事

培训交流。2010 年起，启动“全民来

航海”帆船普及计划，几十万余人次

参与公益帆船体验，实现了帆船运动

与城市生活的有效衔接。与此同时，

强化帆船运动与旅游、文化、会展、

商务业态融合发展，船艇装备制造业

发展迅速。中国国际航博会是北方地

区最大的专业船艇展会，每年成交额

数亿元。以帆船、游艇为代表的海上

旅游业发展方兴未艾。国家旅游局授

于奥帆中心成为集帆船运动，旅游休

闲和国际会议于一体的国家海滨旅游

休闲示范区。一系列帆船赛事的举办

早已超越单纯的体育竞技，迸发着国

际化本土化相互交融的蓬勃活力和竞

争合作的运动精神，借助赛事转化为

全方位的宣传辐射以及实在的经济效

益。

时间再回到 2022 年 3 月，此前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期举行的 2019—

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再次扬帆

起航。历经4个多月的航行，7月29日，

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11

支船队冲线完赛，经历了 4 万海里环

球航程、6 次大洋跨越和 8 个赛段比拼

之后，“青岛号”获得 2019—2020 克

利伯帆船赛赛季总冠军。回顾航行过

程，由英国籍船长克里斯率领的“青

岛号”赛队自本赛季起航开赛以来就

表现强劲，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 145

的总积分，领先第二名10分。此外，“青

岛号”也是本赛季克利伯帆船赛中获

取得分门角逐额外积分最多的赛队。

跨越大西洋、横跨太平洋，停靠纽约、

伦敦等全球 13 个知名城市，“青岛号”

一路乘风破浪，5 次获得单赛程第一，

位居同战绩榜首；8 次晋级单赛程前三

甲，在超过半数以上的赛程结束后登

上了最高领奖台，创造了 2006 年参赛

以来的最好成绩。这段 4 万海里的壮

丽航行，既给航海爱好者提供了参与

国际顶级赛事的平台，也见证了青岛

经略海洋、发展航海事业的奋斗进程。

“青岛号”作为流动宣传平台，让全

世界见识了青岛“活力海洋之都、精

彩宜人之城”的精彩魅力，展示了“帆

船之都”青岛的城市风采，中国红、

中国龙成为世界认识青岛的“第一印

象”。

时间进入 8 月，一场欢动城市的

“蓝色盛宴”——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在奥帆中心盛大开幕。

而这场“盛宴”细算下来，已迈入了

第 14 个年头。14 年间，精彩纷呈的帆

船赛事激情扬帆，展现着“帆船之都”

的魅力；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交流活

动，助力着“活力海洋之都”的建设；

多元荟萃的产业品牌加入，筑就着开

放融通的聚合效应。而此次活动更是

围绕赛事核心、活力海洋、国际云交

流 3 个维度，采用“线上＋线下”两

个通道，打造了一个加快迈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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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展示

出“帆船之都”的精彩魅力。活动期间，

中国帆船城市超级联赛、2022“市长杯”

国际帆船赛、2022 第六届青花郎·上

山下海中国（青岛）企业帆船联赛、

2022 国际中学生精英帆船赛、2022 青

岛国际 OP 帆船营暨帆船赛等赛事在浮

山湾畔展开了一场场激烈角逐。与此

同时，同时，充满科技气息的 2022 航

海模型展示赛、极具观赏性的 2022 首

届海岸赛艇公开赛也首次亮相本届帆

船周·海洋节。总而言之，帆船周·海

洋节不仅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市的重要

支撑，更是深化“帆船之都”城市品

牌建设的重要载体，未来也将是展现

“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

重要平台。8 月 14 日，为期 10 天的

2022 第十四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圆满落幕。一年一度的

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虽

已闭幕，但帆船精彩赛事仍在继续。

2022“远东杯”黄渤海帆船拉力赛、

2022 山东半岛城市帆船赛等顶级赛事

将逐步开启，各参赛船队将继续劈波

斩浪、奋楫争先，展现活力、开放、

青春的城市风采。

时间再来到 8 月底，一场激情四

射的赛事——2022·中体产业·城市

俱乐部国际帆船赛（CCOR）在奥帆中

心拉开了序幕。作为中国北方最负盛

名的帆船原创赛事，中体产业·城市

俱乐部国际帆船赛以其“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

自我深耕获得业界的褒扬称颂。细算

下来，这场赛事已迈入了第 12 个年

头。12 年战旗猎猎，12 年征尘漫漫，

CCOR 始终荣光“在线”，品牌之光越

擦越亮，美誉影响蛮声海外。也正是

12 年的坚守，12 年的磨砺，12 年的成

长，铸就了 12 年的辉煌…… 回望来时

路，从呱呱坠地的新生赛事到一腔热

血执着做好“国内最专业的帆船赛事”，

12年来，无论是竞赛组织、仲裁团队、

市场运营、媒体宣传都是细致入微，

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向前。如今，城

市俱乐部国际帆船赛不仅是推广航海

运动文化的重要平台，更是助力青岛

“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建

设的重要载体。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与

助力下全力以赴，通过航海体育人的

坚持，助力自我成长、助力城市发展、

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精彩纷呈的赛

事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接下来的 3 个月中，还将会有

各种帆船赛事陆续“上演”，在这片

蓝湾尽展白帆的魅力……一汪蓝湾进展风帆的魅力。（图 / 钟玉先）一汪蓝湾进展风帆的魅力。（图 / 钟玉先）
The blue bay shows the charm of sailing.The blue bay shows the charm of s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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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帆船的故事

青岛得天独厚的山、海、城、岛、湾，使得这座城市与帆船运动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作为中国现代

帆船运动发源地之一、新中国水上运动的摇篮，青岛在上世纪初便成为中国最早开展帆船运动的城市之一。

2008 奥帆赛及残奥帆赛的成功举办，成为青岛打开帆船世界的钥匙，留下了宝贵的奥运财富；在 2018 年 6

月举行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许多船只从这里

扬帆起航、追逐梦想”……帆船，成为青岛最具代表性的名片，让青岛扬帆世界。而生长在青岛的我，和众多“青

岛帆船少年”一样，在帆船运动普及活动中受益匪浅。这项运动不仅培养了我的勇气、耐力和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也让我的性格更开朗、兴趣更广泛。

My Sailing Journey in Qingdao

文 /谭皓元

控”了它。引领我走上帆船航海之路

的这种 OP 级小帆船，已有 60 多年的

历史，是青少年学习和操控的最佳船

型，世界冠军徐莉佳 10 岁开始练习

帆船正是从 OP 级入门的。这之后，

我加入司南帆船俱乐部正式踏上帆船

航海之路，开始系统学习帆船，那时

几乎每天都进行训练，先后学会操作

Byte CII、Topper、Laser 等不同种类

和型号的帆船。当然，和家人一起扬

帆出海，更是令人难忘的经历。我所

在的帆船俱乐部曾与青岛市市南区联

合举办了一场帆船主题活动，我和父

母一起操作 RS Quest 级帆船出海，初

次操控中型纯风力帆船并和家人在家

庭赛中获得了第二名，这让我一生难

忘。

帆船比赛是速度和力量的较量，

也是技艺和意志的比拼，它体现了奥

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

精神。作为学习提升帆船技能的重要

一环，我曾多次参加帆船赛，第一次

参赛是在 9 岁时，那时我还是三年级

的小学生。作为初学者的我，遇到了

As a beautiful seaside city 
and the birthplace of sail-
ing sport in China, Qingdao 

is reputed to be a Sailing City and 
an Olympic city in China. Due to its 
unique maritim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ailing has a strong foun-
dation in the city.  

I was so lucky to be born here. And 
I would say that sailing played a very 
big part in my happy childhood. I got 
attached to sailing sport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I participated in a 
summer sailing camp organized by 
Sinan Sailing Club at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during the summer va-
cation. The camp included 2 days of 
basic knowledge learning and 5 days 
of practical training. During the first 
2 days, I learned the fundamentals of 
operating an Optimist sailboat, and 
the basic rules of daily sailing and rac-
ing.

I still remembered my first day of 
sailing. It was a bright, breezy day, 
and everything was so perfect for a be-
ginner to make his first attempt. After 
preparation, I pushed the sailboat into 
the water, got onto it and installed the 
rudder and stabilizer plate in a hurry. 
I must have been so funny at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too small and my arm 
wasn’t long enough to touch the bot-
tom of the rudder. So it was too hard 
for me to fully install them. My sail-
boat turned round and round off the 
shore. And finally, with the guidance 
of my coach, I started to know how to 
operate the sailboat.

I also want to introduce the sailboat 
model that I started with, the Optimist, 
which has a history of over 60 years. 
It’s not the smallest sailboat, but it’s 
definitely the best one for kids to learn 
sailing and easy to handle. Most of the 
sailors use the Optimist to learn sailing 
and get good effects.

After my first experience, I started 
learning sailing systematically. I joined 
Sinan Sailing Club and got training al-
most every day. I tried different kinds 
and models of sailboats such as Byte 
CII, Topper, and Laser.

Sailing with my family is the most 

许多麻烦，但我从队友甚至是对手那

里得到了很多帮助，这让我感到帆船

体育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可贵，对我的

人生产生很大影响。虽然那次比赛成

绩不高但我学到很多技巧。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比赛经

验，但除了比赛成绩我更在乎比赛的

过程，因为比赛中总会有许多意外情

况不断发生，需要及时应对才能继续

完赛，这确实是一次次考验，也是一

个个很令人振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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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在年幼时

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它教会了我很

多，让我懂得坚持不懈、勇敢向前、

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当我在海上

扬帆起航时，那种轻松感是无以言表

的，眼前只有湛蓝的天、清澈的海和

纯白的帆……我将保持对帆船的浓厚

兴趣，继续我的帆船之旅。

impressive experience for me. I got 
a chance to try a new sailboat mod-
el called RS Quest, which is a medi-
um-sized, pure wind-driven sailboat. 
Thanks to the event hosted by Sinan 
Sailing Club and Shinan District, my 
parents and I enjoyed a fantastic mo-
ment operating this sailboat together. 
That was one of the best times of my 
life. Eventually, we participated in a 
family sailing race and won second 
place.

Additionally, sailing is a compet-
itive sport, so competing in sailing 
events is necessary. I took part in 
sailing races at the district and city 
levels many times. It was at 9 years 
old that I started to compete in sail-
ing races, and I was also a third-grade 
student at Qingdao Jiayuguan School 
back then. As a beginner, I got a lot 
of help from my counterparts and 
the atmosphere at the races was so 
good. When installing and preparing 
my sailboat all by myself, I encoun-
tered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losing 
spare parts, and failing to reach the 
top of the sails to get it completely 
installed because I was too short at 
that time. I got so much help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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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

活动，使这项运动全面融入城市的主

流生活，并在青少年中的普及率大大

增加，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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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帆船运动是我童年里的

重要部分，也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7 岁那年，我第一次接触就深深喜欢

上了帆船运动。记得那个暑假，我参

加了司南帆船俱乐部举办的帆船夏令

营活动，两天的帆船理论知识学习和

5 天的海上实践课程，让我学会了操

作 OP 级帆船的基本方法，以及日常

航行、比赛的基本规则。

我至今对初次驾驶帆船的经历记

忆犹新。那天阳光明媚，微风习习，

对于初学者来说，一切都那么适合。

把小帆船推进海里再以极快的速度上

船并安装好舵和稳向板，这看似简单

但对于只有 7 岁的我而言非常不易，

我费力搞定一切却只能让小船在海面

上打转，在教练的指导下才渐渐“掌

谭皓元
Tan Haoyuan

my teammates as well as my compet-
itors. I highly respected their sports-
manship and team spirit, which also 
affected me a lot. Falling behind in 
the race, I still learned a lot of skills. 
And I got more and more experienced 
as I grew older. In addition to the re-
sults of the race, I truly enjoyed the 
process much more. Many accidental 
situations kept occurring, such as the 
change of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the overturned boat, and the viola-
tion of rules. I have to deal with these 
accidents in time to continue the 
race. That's very exciting

All in all, that’s my real experience 
with sailing as a boy living in Qingdao. 
I really appreciate my chance to sail 
and fall in love with sailing. This sport 
has taught me a lot and cultivated 
many of my qualities—perseverance, 
bravery, and concentration. When I 
set sail to the sea, I feel so relaxed that 
all of my pressure is relieved. The only 
things that I keep in my mind are the 
blue sky, the clear sea water and the 
white sail. I’ll keep my strong interest 
in sailing and continue my journey on 
the sea.
（本文作者系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高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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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青岛，久处也怦然

初秋，风还该是温软的，卷着青涩的气浪，拍打着酣睡的闲云，散碎的阳光错置在各处，歇足在孩

童的眸里，清澈而凌乱。面对这样的景色，每每都在回想去年的初秋青岛是如何，那么前年又该是怎样，

对比下来，原来每年的景色大都不同。一座城，或许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今夕是何夕，眼前的终是良辰。

层林尽染的山色，文艺深情的马路，怀旧古朴的校园……每一种秋色都令人沉醉。秋天的青岛，适合

漫步、偷懒，适合与慢下来的时光浅谈风生。无论是八大关的落叶纷飞，还是崂山的如画如梦，都让人

不禁驻足。轻拾一地阑珊，体味着秋的味道，感受着青岛的秋意绵长。

Qingdao in Autumn, Always Fascinating as Usual

现出金黄，远远望去那闪亮的金黄色

仿佛是上天赐的染料，为绿叶镶上了

一道道金边在秋风中摇曳生姿。倘若

有一片秋日的树林，那必将是层林尽

染、如诗如画。细看那一片片绿中透

黄的树叶，它们的纹理竟是如此清晰，

这种未经修饰而成的天然的美，使人

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秋叶最美之时，莫过于秋日八大

关“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斑斑红叶，

经历了初秋稚嫩的金黄，秋之叶也逐

渐展现出她那成熟的风韵，如同一个

娇羞的小姑娘，粉面涨红，换上了喜

庆的赤红衣裳，与炎黄子孙共庆秋日

的丰硕，共享秋天的纯净。

来到八大关，银杏是不可错过的。

秋天的居庸关路是银杏的天下，10 月

中下旬，银杏便迫不及待地变黄了，

10 月底，它便开始落叶，并持续 1 个

月的时间，最长可以持续到 11 月中下

旬。八大关的银杏仿佛进行着“聚会”，

密集成林，让人不得不赞叹，这一抹

黄得可爱、黄得尽兴的绝美之地。当然，

也有与八大关银杏“叫板”的，在距

离八大关不远的湛山三路，被誉为“青

岛最美银杏小径”。道路两边便是一

排整齐的银杏叶。站在路口望去，起

伏的道路延伸到远方，两边黄色的树、

黄色的墙，地上撒满落叶，走进去就

感觉到了秋天的气息。

这般美景藏匿于幽静的街道与欧

陆风情的老房子周围，与斑驳院墙里

那些风格迥异的老房子形成了八大关

最美的秋日景色。除此之外，大海无

初秋的青岛，街边处处是风景。
In early autumn, the streets in Qingdao are full of 
fine views.

多彩，也是青岛初秋的独特魅力。
Various colors are the unique charm of Qingdao in early autumn.

文 /丁响响   图 /韩仕超

邂逅山海老城，宜心动
色彩丰富的青岛从不吝啬它的美

景，隐隐展现总让人惊喜。层层叠叠

的老城秋景拥有层次感，“一层层”

地欣赏让人充实又满足。那些略带着

烟火气的场景，让人不得不赞叹街边

小景的魅力，那些红蓝黄绿的重叠描

绘出独属于青岛的城市特色。

俗话说“一叶知秋”。每当树叶

开始在枝头闪烁出黄青，就预示着秋

姑娘的到来。可以说，黄叶是秋天的

序幕。步入初秋的青岛，树叶已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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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青岛最靓丽的风景。走出春天的

海的温柔、夏日的海的热情，迎来的

是清爽的秋之海。极目远眺，碧波万顷，

与蓝天融洽地交相织融。辽阔的海面

上下起伏，泛起阵阵涟漪，与和煦的

阳光交相辉映，焕发出粼粼的波光。

偶尔划过的一叶小帆，仿佛一个戏水

的顽皮孩童，为大海平添了无限生机。

滚滚的海浪前赴后继，及至近前

卷起岸边的金沙。混着金沙的碧波气

势汹汹地向人们扑来，有一股黄河般

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拍打在岸边的

碧波又化作一股股清流，回旋着白色

的泡沫重新退回到大海之中。这秋天

的海宛如一个少女，时而平静，时而

奔放，时而微波涟涟，时而波澜壮阔。

她前赴后继、锲而不舍的精神，似乎

又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

不言弃的拼搏精神。

初遇崂山的秋天
最美不过一个你

随着秋色逐渐浓郁，等崂山进入

深秋季节，如果你不那么懒，登临极

顶，你会看到“滔滔黄海碧波万顷”，

绵延起伏的山脉层林尽染，万山红遍，

绵亘数百里的壮观景象。峰景区、仰

口太清宫，甚至整个崂山，走到哪里

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崂山秋色赛香山”

绝对不是盖的。

站在崂山北九水的高处眺望远方，

多彩的秋色尽收眼底。漫山遍野的赭

黄、淡绿、暗红交织在一起，像是上

帝打翻的调色盘，在山峦之间肆意挥

洒。富有层次的树冠倒映在北九水波

光粼粼的清泉之上，仿佛置身于九寨

沟之中。

崂山深处，太清宫 2000 多年的银

杏树是秋季绝美的风景。密集的树枝

直上云霄，在古老的道观之上，多少

年的风雨，它都无动于衷，仿佛讲述

着千年的历史。一阵风吹来，银杏叶

或飘落在青瓦台上，或在地上铺上了

厚厚的一层。道士开始打扫落叶，沙

沙声中，却透露出繁华褪去的一丝宁

静。

此外，华严寺是崂山现存佛寺。

上方是“山海奇观”，下方是惟一“那

罗延窟”，与华严寺连为一体。每年

秋天，寺庙内的几株百年银杏便会满

地金黄。进入华严寺，会先经过“塔院”，

青岛的秋天总令人印象深刻。
Autumn in Qingdao is always impressive.

每条路、每处景，都有着属于青岛的故事。
Every road and scene tells its own story of Qingdao.

Colorful mountains, artistic 
and loving roads, nostalgic 
and unsophisticated campus-

es ... Every kind of autumn color is fas-
cinating. Qingdao in autumn is a good 
place for dawdling, being lazy, and 
slowing down to have a chat. Either 
the falling leaves of Badaguan or the 
picturesque scenery of Laoshan Moun-
tain make people can not help but 
stop to enjoy the view. Lightly picking 
up a piece of fall leaves to experience 
the autumn atmosphere, and feel the 
lingering autumn sense in Qingdao.

As Qingdao enters early autumn,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have turned 
slightly golden. From afar, the shiny 
gold is like the dye from heaven, 
which decorates the green leaves 
with golden edging swaying beauti-
fully in the autumn breeze. If there 
is an autumn forest, it will be full of 
colors and so poetically picturesque. 
Look closely at the green leaves with 
yellow, their texture is so clear, that 
people have to marvel at nature’s 
workmanship about its natural beau-
ty without modification.

院内的古树、尖塔、院外不远处的海

浪翻涌……与深山古刹风雨相守，更

有几分禅意。

崂山的秋味道很仙，秋日崂山天

高云淡，海中升月，此时的崂山，随

处都是风景。山海相连、山光海色的

太清福地陆陆续续的金黄遍野，漫步

其中，“道法自然”的感觉油然而生。

崂山的味道有很多，这些味道无

需修饰，藏在崂山的每一个角落，我

们只需以最自然的状态去遇见，虽然

日子轻轻浅浅，云淡风轻，但是要相信，

崂山总会给我们心中所需。哪怕岁月

蹉跎、经年轮回，你也会感慨：拂手

一抹秋，最美仍然是崂山啊！

秋雨带不走美
反而增添了几分情愫

不知为何，今年的雨特别多，而

在季节交替的当下，秋雨也参入到了

这场美妙绝伦的聚会中，洒下的雨珠

断断续续地落到树上、叶上、草上、

花上。雨滴随着它们的一起一落滴到

地上，滴答，滴答；随着风飘到窗上，

啪嗒，啪嗒；随着走动打到伞上，溅

起一个个小水花，让伞下的人感到莫

名的惬意和放松。十分喜欢撑着伞漫

步在雨中的感觉，放慢了平时城市中

紧张的步伐，静静享受秋雨带给我们

的轻松和点点惆怅。秋雨并不像夏天

的雨那么热烈，却也不像春雨那般滋

润，放松时却带来一点点淡淡的忧愁，

若隐若无，好像林黛玉一般的叹，美

却愁。

青岛的秋天，树叶像蝴蝶在风中

翩翩起舞，枯萎的，黄黄的。青岛的

秋天其实凉风吹过头顶，越发喜悦，

给人一种透心凉的感觉，秋天的天像

水洗过一般，清澈无比，宛如一个美

丽的少女她那矫健的舞姿。枯枯的树

叶落在小河中，像一条条小船在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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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青岛的美景与书籍尽收眼底。（图 / 王星岩）面朝大海，青岛的美景与书籍尽收眼底。（图 / 王星岩）
Facing the ocean,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Qingdao and the books.Facing the ocean,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Qingdao and the books.

茑屋书店
面朝大海，美景与书籍尽收眼底，

听着海浪声，纸墨香气和咖啡香气扑

面而来，青岛又多了一家开在海边的

浪漫书店。

9 月 30 日，山东首家茑屋书店在

海天中心开业。这个称得上“日本最

具号召力”的书店品牌，有着诸如“全

球最美 20 家书店之一”“森林图书

馆”“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最爱的书店”

等等迷人的标签。

作为一家非传统型的书店，茑

屋书店最大限度融合了青岛的海滨

风光，将悠然的海景与图书、文具

杂货、咖啡相结合，提供可以观山

望海、沐浴阳光、放松享受的海景

BOOK&CAFE。进入书店，你能找到许

多青岛本土的元素，每一步都有新的

发现和体验：室内曲线代表青岛起伏

的山海，橙色立柱与青岛的“红瓦”

相呼应，书店将 50 米绝美海景与整体

空间结合，中庭景观的永生苔藓寄予

“生生不息”的美好祝愿……

书店占地 1000 平方米，店内以人

文、文艺为中心的中外图书约有 2.6 万

册，文具杂货商品 5.5 万件及近 90 个

咖啡坐席。书店设置了日文原版书和

杂志专区，从令人怀念的复古名作，

到如今流行的新晋作品，漫画、周边

商品和漫画家的插画集都可以在此寻

到，为了更接近原作的世界，书店内

不仅有中文译本，日文原版同样能在

这里找到。

选品独到一直是茑屋书店的一大

特色，虽然有些商品很贵，但每一款

都精挑细选，绝大多数商品都是“只

此一处可购买”。店内有一款在“中

国仅此 1 支”的钢笔，它由写乐钢笔

与香兰社瓷器联合打造，历时 2 年打

造而成的有田烧钢笔，是有田烧创业

400 年的纪念款；你还能在书店里看

到“全球限量 300 支、中国仅有 100

支”的写乐钢笔与墨水屋联名倾力之

作——四季莳绘限定金秋款钢笔，21K

笔尖雕刻有代表金秋莳绘的枫叶图纹，

笔身整体以枫叶点缀，配以透明闪粉

笔杆，以平莳绘技法及金粉描绘秋叶

飘落之景，每一支钢笔笔身均印有独

立编码。

茑屋书店的开业，有效助力全民

阅读推广活动、丰富青岛文旅消费供

给，成为青岛文化消费新亮点，为广

大读者在阅读学习、展示交流、聚会

休闲、创意生活上提供新体验、新选择。

TEU 集装箱部落
在青岛的后海海畔，矗立了一座

首个以集装箱为载体的城市璀璨新地

标。9 月 22 日，TEU 集装箱部落会客

厅亮灯揭牌，TEU 集装箱部落作为山

东港口打造邮轮文旅产业的重点工程

和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启动区的重点项

目，位于青岛国际邮轮母港港区内。

TEU 集装箱部落建筑面积近 6100 平方

米，整体以钢结构和集装箱组合建筑

的方式搭建，“从天而降”的集装箱

自由下落，堆积起来的造型高低参差、

有疏有密，形似俄罗斯方块，自然形

成的空隙变身为走廊和天桥，简约而

大胆的设计充满时尚感。

坐落于青岛国际邮轮母港“TEU

集装箱部落”4 楼的好奇心博物馆，是

山东首家以自然博物为主题的研学基

地，也是北京博物探索学校在山东的

首家分校。好奇心博物馆分为雨林区、

矿洞区、海洋区及达尔文书房等主题

展区，还拥有山东惟一一只活体树懒

和一只小熊维尼的原型蜜熊。雨林区

主题为雨林生态系的科学科普，展示

了雨林地区丰富多样的生物物种与地

理地貌；矿洞展区可以让大众短暂的

生活在矿洞中做饭饮食。在其中体会

青岛，上新了！

青岛这座城，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体验，越来越多的网红项目为活力青岛注入新动能，助力青岛加快

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比如，新开业的“全球最美 20 家书店之一”日本茑屋书店，又如，

青岛后海海畔璀璨新地标的邮轮母港 TEU 集装箱部落，再如，潮男潮女们热爱的网红 hiphop 酒吧……

What's New in Qingdao

文 /吴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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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类的起居生活，让参与者能从

中获得更多的感受，产生自己的思考

和体会；海洋区由海洋生物展示、标

本展示、互动触摸等几个区域组成，

一块块远古海洋生物化石整齐排列在

墙上，更能让人直观体会到生物进化

的历程与时间的厚重感。

目前，TEU 集装箱部落还有集浪

漫、文艺、环境、高颜值于一体、文

艺氛围超浓营地小川的家露营生活方

式集合店；韩国咖啡连锁行业的领航

者、打造传统系欧式复合休闲咖啡屋，

以传统正宗比利时列日华夫、经典意

式冰淇淋、世界阿拉比卡中度烘焙咖

啡为核心产品的 Caffe Bene 等品牌陆续

入驻，值得一提的是，Caffe Bene 还是

青岛咖啡馆宠物友好店之一，在品尝

咖啡的同时还能与自己的爱宠亲密互

动。以及心同嘉木艺术空间、TOUCH

机车俱乐部、青象精酿、后海咖啡、

锦时年华艺术工作室等多家商户签约，

合力打造时尚潮流品牌集散地。

未来的 TEU 集装箱部落，融合亲

子度假、美食餐饮、休闲体育、生活

娱乐、购物消费、美学艺术、网红打

卡地等多个业态和内容，将吸引城市

年轻群体、潮流先锋、时尚达人、亲

子家庭等全年龄层的受众群体，打造

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一站

式城市生活服务空间。

hiphop 酒吧
在青岛，比看海更浪漫的事莫过

于夜晚的微醺。青岛的夜生活从来都

不会让你感到寂寞，夏末初秋的尾巴

上，又陆续新开了几家 hiphop 酒吧，

相对于大众的酒吧，hiphop 酒吧风格

与众不同，hiphop 酒吧其实是以 hiphop

音乐为主打，配合嘻哈文化为主体的

酒吧，装修风格和经营目标都以年轻

人为主，近几年格外受潮男潮女们的

追捧。

火 爆 济 南 的 hiphop 网 红 酒 吧

ORDER 如今终于开到了青岛，“a new 

order is emerging”是他们的品牌宣言，

旨在打造一种娱乐潮流的“新秩序”。

位于万象城 LG 层的 ORDER 刚开业没

多久就成为许多潮流年轻人心目中的

hiphop 酒吧天花板，甚至还吸引了因

《野狼 disco》而爆火的“老舅”宝石

gem、《脱口秀大会》里的肉食动物、

思文、程璐、杨笠以及《中国新说唱》

Tsong 梁老师等一众 rapper 在此开麦狂

欢。

TEU 集装箱部落是青岛后海海畔的新地标。（图 / 吴彤）
TEU Container Park, the new seaside landmark in the back bay of Qingdao.

越来越多的网红项目入驻 TEU 集装箱部落。（图 / 吴彤）
More and more internet-famous projects are attracted to the TEU Container Park.

一进门仿佛进入了两个不同的世

界，左手区域白天是咖啡厅，到了夜

晚就变身为静吧，适合和朋友安静地

小酌、聊天；右手区域则是hiphop吧，

热情的DJ在舞台上肆意调动你的情绪，

让你甩掉烦恼跟着音乐与灯光尽情摇

摆……ORDER 面积不是很大，却汇聚

了啤酒超市、静吧、hiphop 吧，还有

咖啡简餐，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酒吧，

更像是一个多功能潮流空间，总有适

合你的那一款。进入到内场，便不自

觉被潮流炫酷的环境所吸引，规则排

列的导光板在灯光的变化下呈现出了

一种如海浪般翻腾的律动感，主灯以

红色为主，黑色为辅，高级又大气，

喝酒的同时拍照也很出片。

强烈的鼓点、有节奏的音乐，

灯光布置将气氛值拉到最满，在设计

上就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青

岛最潮流的年轻人们在闪烁的灯光里

随着旋律舞动……以音乐为载体、社

交为目的的综合性潮流 hiphop 酒吧

JUICY CLUB 在香港中路盛大起航。

JUICY CLUB 一 大 特 点 就 是 场

地很大，相较于其他的酒吧，JUICY 

CLUB 功能区域非常齐全，啤酒、洋

酒、鸡尾酒都已配齐，还配有简餐和

热狗小吃台，可以随时喝个尽兴；音

乐都是当下流行的欧美风 hiphop，微

醺后就忍不住融入到这热烈的 7 分钟

去舞池里跳上一曲。考虑到了醉酒的

人身安全问题，甚至在厕所出口处还

设置了沙发冷静区，与蹦迪区完全分

开，喝多了还可以在这里休息会。让

人惊喜的是，JUICY CLUB 还有户外

的位置，相比躁动的室内更显安静与

情调，适合朋友们玩累了来此休息闲

聊。

青岛的夜生活丰富多彩、包罗

万象，霓虹灯闪烁的夜晚璀璨且繁

荣，这也是众多年轻人爱上这座城

市的理由。

山东首家茑屋书店在青岛开业。（图 / 王星岩）
TSUTAYA Books opens its 1st Shandong outlet in Qingdao Haitian Center.

In Qingdao, every day there is 
a new experience. More and 
more internet-famous projects 

are injecting new energy into Qin-
gdao, helping Qingdao to acceler-
ate its development into “a vibrant 
ocean city and a livable and lovable 
city.” There is “one of the 20 Most 
Beautiful Bookstores in the World”, 
Japanese bookstore TSUTAYA Books 
Qingdao, facing the ocean with 

beautiful scenery and books in full 
view; there is TEU Container Park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ruise Termi-
nal, the first container-based seaside 
landmark shining in the back bay of 
Qingdao; there is also hip hop club, 
loved by trendy boys and girls on-
line because, in Qingdao, nothing is 
more romantic than getting slightly 
drunk at night with the view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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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y of Color

一抹色彩叙说澎湃历史

与赞一相遇  读懂历史的故事
青岛赞一油画博物馆是国内首家

专业的油画博物馆，于 2018 年正式对

外开放，博物馆面积近 700 平方米。

馆藏各类有关油画的文物 2000 余件，

油画、油画书籍、油画材料、油画资

料等方面的收藏在国内位居前列。展

厅主要通过馆藏的油画资料展现在世

界油画发展史的背景下，中国油画的

发展过程以及青岛本地区各类油画文

物。赞一油画博物馆陈列部分展示了

油画的起源、西方油画的线索、中国

油画的历史脉络和青岛油画的发展情

况。临展部分不定期推出有关油画的

作品、文献和部分藏品的特展。

赞一油画博物馆展览内容共分为

四大板块：古典油画、现代艺术、中

国油画历史、青岛油画。在“古典油画”

板块中，人们能够深入地了解油画的

起源——蛋彩画。蛋彩，也就是坦培拉，

是一种古老的绘画技法。盛行于 14 至

文 /丁响响

一篇文章抒发情感，一幅油画讲述故事，那么内容定是生动丰富，让人有着无限遐想的存在。人们

爱油画，不单纯是因为色彩的绚丽、高超的技艺，更是爱它在品味一番后得到的感慨与深沉。看着那些

油画作品上灵动跳跃的笔触仿佛能把观者带回创作现场，几乎能想象画家创作中每一笔的调色过程，既

有一种酣畅的体验，也有愉悦的快感，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当我们走进赞一油画博物馆的时候，仿佛进入了时空的隧道，走进那一段段历史、一座座城市，它

们静静地抒发着情感，用色彩和笔触记录着历史的故事。

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为画家重

要的绘画技巧。文艺复兴时代曾获得

辉煌成就，到 16 世纪后，逐渐被油画

取代。

蛋彩运用在壁画上称为湿壁画，

有不易剥落、不易龟裂、色彩鲜明而

保持长久的优点；缺点是技法很麻烦，

且油很容易渐渐蒸发，从而导致变色，

颜色变灰。此外蛋彩画未干时，颜色

比较浅，干了之后、颜色就会变深而

且有光泽，而且有一种蒙眬而柔和的

效果。不过蛋彩画因为不能像油画一

样反覆涂厚，所以很少有像油画那样

颜色深重的作品。文艺复兴时代意大

利画家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及提香都曾运用过这种画法并获得了

辉煌成就。

早期的油画发展可分为“古典主

义”“浪漫主义”“学院派”“现实

主义”“印象主义”等。展厅主要通

过视频介绍早期油画发展至现代绘画

青岛赞一油画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专业的油画博物馆，于 2018 年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面积近 700 平方米。
As the first oil painting museum in China, Qingdao ZAN Oil Painting Museum was offici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2018, with an area of nearly 700 square me-
ters.

馆内一瞥。
A glimpse of ZAN Oil Painting Museum.

——走进赞一油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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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传入中国的历史久远。
Oil painting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赞一油画博物馆艺术氛围浓郁，令人印象深刻。
The strong artistic atmosphere in ZAN Oil Painting Museum is fairly impressive. 

最早成长于青岛的本土油画家则是出

生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早期的有贾

青青、吕品和赵仲玉，如果他们被纳

入到中国近代油画发展的序列中，应

该和罗工柳、艾中信、吴冠中、钱延

康等人一样算作中国第二代油画家。

吕品和赵仲玉在北京京华美术学院的

老师王曼硕早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

油画系，属于第一代中国早期油画家。       

馆内长期陈列的青岛油画家基本

都是出生于 1947 年以前，最年轻的也

已过古稀之年。这些油画家有的并不

是出生于青岛，而是成长于青岛，比如：

贾青青、吕品、赵仲玉等；有的生于

青岛，异地求学后留在了他乡，比如：

王文彬、李骏、张重庆、言师仲等；

有的生于青岛，一直生活在青岛或求

学后回到青岛，比如：姜宝星、王庆平、

贾波、王臣祥、丁鸿等；还有的是大

学毕业分配到青岛工作，比如：王笃正、

金步松、谭国信等；还有的是从属于

部队创作组，一段时间生活在青岛，

比如：高泉、崔开玺、朱贻德、蔡景

楷等。

展览最后以徐青峰的画作《通往

未来艺术之路》结束，如果从本世纪

初中国第一代留学生算起，100 年来中

国油画的队伍中涌现出几代艺术家，

他们一代代所做出的努力，都是想将

这个外来画种融进自己的文化中，也

就是说，在引进和创造的过程中，我

们获得了对传统文化在认识上的提高。

当我们在新世纪的进程中，艺术与生

活、与科学、与传统和现代、与东方

和西方等等，依然是人们关注和思考

的问题。当然，人们也期待中国油画

更加灿烂的未来。

艺术在于感知，更在于融合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将馆

内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开展研学交流、

主题沙龙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

As the f irst  oi l  painting 
museum in China, Qingd-
ao ZAN Oil Painting Muse-

um was officially opened in 2018, 
covering an area of nearly 700 
square meters. It has more than 
2,000 pieces of related cultural 
relics, and a number of collections 
that top the country, including oil 

paintings, oil paints, and relevant 
books and resources. Through its 
rich resources, the exhibition hall 
mainly shows the progress of oil 
painting in China and various cul-
tural relics in Qingdao amids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oil paint-
ing. The exhibition section of ZAN 
Oil Painting Museum displays the 

origin of oil painting, the clues of 
Western oil pain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ese oil pai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il painting in 
Qingdao. In the temporary exhibi-
tion section, special exhibitions of 
paintings, documents and selected 
collections will be displayed from 
time to time. 

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美育占

有重要地位。看到美、感知美，这正

是美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学校美育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不断提高。美育通过各种艺术以及自

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来进行。

而这些更是为赞一油画博物馆提供了

切入点，开展研学活动，不仅是对油

画艺术的推广，更是为孩子们提供了

美学教育的平台，培养孩子的认识美、

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研学活动中，老师带领孩子们进

入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初步了解油画

的流派、技法、构图、色彩等小知识，

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学会如何从多个

角度来欣赏油画作品。研学老师运用

联想、问答、对比等方法，用多媒体

进行展示教学，消除学生的陌生感，

促使学生积极主动投入油画作品鉴赏

学习中，感受艺术家创作油画作品的

独特魅力，并让学生沉醉其中。研学

老师展示不同的代表性作品，引导孩

子们自主地赏析作品，鼓励他们积极

发言，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达到欣

赏的真实体验目标。

孩子们通过赞一油画博物馆的研

学活动，不仅开拓眼界、陶冶情操，

开启了感受艺术的心灵之门，更让他

们对美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

更深刻的认识。有效拓展学生的思维，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最终推动学生

审美素质的综合发展。

（本文图片由赞一油画博物馆提供）

出现的 400 多年间的各种流派及大师

作品。

在“现代艺术”板块，映入眼帘

的是一幅幅抽象的作品，现代艺术起

源于西方艺术发展到 19 世纪后期，艺

术出现了转变，这个转变进入上世纪

后成为西方艺术的主流，也就是西方

的现代艺术，是指上世纪以来，区别

于传统的，带有前卫和先锋色彩的各

种艺术思潮和流派的总称。

后现代艺术之父马塞尔·杜尚是

上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对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

响，是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

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他的出现改变了

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可以说，西方

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

想轨迹行进的。因此，了解杜尚是了

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杜尚之后，

反对一切既定的艺术模式和评判标准，

以毫无挂碍的自由精神为艺术创作目

标，成了西方艺术界的共识。前面是

现代艺术运动各流派系统图。

描绘中国的油画色彩
油画传入中国的历史久远，由西

方传教士带入中国。明朝时曾出现过

澳门教堂绘西画、北京宫廷绘画、清

末的广东“外销画”、上海土山湾等，

但是基本都是在局部传播。上世纪初

的西学东渐大潮带动了西画在中国的

传播，并且开始将西方具有人文精神

和文化内涵的油画真正的传入中国。

这是上世纪前任何时期所没有的。上

世纪是西方油画在中国传播与落地生

根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百年，这一百年

的中国油画发展历程，也像这一百年

中国发展的命运一样跌宕起伏。纵观

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受到西

方文化传入的影响，同时也带有本土

文化的自身特征，两种文化一直在影

响着中国油画的发展。梳理中国油画

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认识时代赋予

艺术家的历史使命。

“二徐之争”发生在 1929 年的第

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当时颇有

影响的艺术家徐悲鸿、徐志摩之间展

开一场友好、直率又针锋相对的争论，

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西方印象

派和野兽派绘画上。“二徐之争”是

中国西画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不同

艺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对当时的中国

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

程度上活跃了美术界的研究空气，标

志着中国西画运动从创作到理论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论争奠定了中

国西画向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以后诸

多艺术观点和主张，都可以在这场论

争中找到端绪。

这一部分是中国命运中转折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画运动，这是一

个多元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油画的

黄金时代。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

发，使写实主义绘画受到重视，因为

这符合国家战时的宣传需要。抗日战

争使中国的艺术家开始接触更真实的

现实，了解更真实的民生状态。随着

艺术为抗战服务的呼声和为人民大众

服务的需要，写实主义得到空前的发

展和壮大。1942 年，徐悲鸿在《新民

报》上发表文章，赞扬版画家古元并

号召重庆的美术家要向延安的美术家

学习，鼓励艺术家们到火热的生活中

去，拿起手中的画笔去表现中国人民

抗战的生活。由于徐悲鸿的召唤和影

响，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极富时代感

染力之作。“为艺术而艺术”在这个

时期彻底转变，“艺术救国”产生了

新的意义。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青岛是

一个年轻的城市，自1898年建置至今，

不过 120 余年的历史，出现描绘青岛

的油画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末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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