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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 · 喜迎党的二十大  New Journey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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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海洋之都 · 精彩宜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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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雨中山路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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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雨中山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

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2022

年，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历史城区保护更新

工作作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一号工

程”和系统工程去推进。

Century-old Zhongshan Road28

 吹响引才“集结号” 打好智力“组合拳”

紧跟城市布局，做强产业升级；

构建政策体系，拓宽引智渠道；

激活内生动能，搭建高端平台；

夯实引才工程，汇聚海归精英；

搭建合作平台，聚力招商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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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新发展写入党章，以更好反映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掌声回荡，礼赞真理的光芒、

信仰的力量。

站在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郑

重宣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旗帜高扬，大道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

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

稳、走得好。”

大会闭幕后走出会场，代表们

意气风发、信心满怀。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广东省

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代表说，“新时

代的十年，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十年砥砺奋进，时光镌刻不朽。

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

件大事彪炳史册，气贯长虹。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巨大的政

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十六个方面

的伟大变革铸就丰碑，激荡人心。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云珍羌

绣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云珍代表感慨

万千：“脱贫攻坚何其艰巨，党带领

我们攻城拔寨，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

不落、一个都不少，这是真正的人间

奇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

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

思主义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最根本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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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兵代表说。

大会期间，代表们带着深刻领

悟，表达出共同意志、共同心声——

“十八洞村的脱贫故事，深深

浸透着‘精准扶贫’的思想力量。”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

金通代表由衷地说。

“没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指引，就没有建设长江经济带

中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安徽省马鞍山市委书记张岳峰代表

说，我们痛下决心实施滨江地区产业

转型升级，让母亲河焕发生机。

查琼芳代表是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医生，曾在

武汉战“疫”数十个日夜，亲身感悟

到什么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书写在亿万人

民心中的理论。”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代表

说：“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

新征程上旗帜高扬，中国共产

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新征程上使命光荣，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江山如画，大潮奔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一往无前，驶向更

加光辉灿烂的彼岸。

高举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
加绚丽的华章

新的历史节点，记录下新的伟

大时间。

22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掌声如潮。

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选举出由

205 名委员、171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

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二十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33 名。

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关

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

会批准习近平同志代表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所作的报告。决议指出，大会通

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是党

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

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关

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

决议。大会一致同意，把党的十九大

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22 年 10 月 22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

习近平总书记在闭幕大会上指出：“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

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文 /赵超  徐扬  杨依军  熊争艳  孙少龙  段羡菊  姜琳  王思北  刘慧

Striving in Unity and Gathering Strength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写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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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的飞跃。”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

有止境。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信仰信念、

高度的理论自觉。

新时代的十年，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展

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3 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

考察时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

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

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

如今，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

声良代表信心倍增：“这几年，敦煌

文化、莫高窟保护更加深入人心，我

们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历史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

扎根。”

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

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人凭着

历史的积淀、理想的坚守、开拓的勇

毅，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

向新的高度——坚持人民至上，坚持

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

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二十大报告以‘六个坚持’明

确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委书记徐川代表说。

“‘六个坚持’首要是坚持人

民至上，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价值取向。”山

东省兰陵县代村党委书记王传喜代表

说，“我们将坚持用来自人民、为了

人民的党的创新理论做好基层工作，

不断造福人民。”

伟大思想，必将继续指引伟大

实践。

 

擘画宏伟蓝图——明确新时代
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

庄严宣告——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

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振强代表是“毛泽东号”机

车组第 13 任司机长。“从蒸汽机车

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毛泽东

号’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见证了大江南

北的非凡巨变。如今，‘复兴号’动

车组列车跑出了现代化的加速度。”

王振强说。

何菲代表是陕西咸阳纺织集团

一分厂纺部车间赵梦桃小组第 13 任

组长。她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劳动

模范赵梦桃刻苦攻关，不断提高生产

效率，憧憬现代化。现在，已是智能

化纺车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

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

的。”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

“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河南省济

源市委书记史秉锐代表说，中国式现

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

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归根到

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

冀望未来，大道宽广。

这是立志复兴伟业的使命担当：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

代化九个方面本质要求，展现了我们

党引领时代的大担当、不负人民的大

情怀、兼济天下的大格局。”宁夏吴

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玉山代

表说。

报告还提出，前进道路上，必

须牢牢把握五个方面重大原则：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

发扬斗争精神。

这是擘画美好未来的宏阔视野：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高质

量发展是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

才是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民民主

是应有之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是内在要求……

京东方集团董事长陈炎顺代表

表示，报告把握时代大势、回答时代

之问、应对时代之变、推动时代发展，

一个个鲜明论断总揽全局、站位高远，

给全党以方向和引领，给人民以信心

和力量。

宏伟蓝图，催人奋进。党的二十

大激发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

程、夺取新胜利的豪情壮志。

一系列新的思路深谋远虑——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代表说，三个“第一”共同为发展这

个第一要务提供有效支撑，而落脚点

是教育。“今后，高校要着力培养优

秀人才，做好科研攻关，努力解决‘卡

脖子’问题，营造更好创新环境和人

才成长环境。”

从科教兴国到全面依法治国，

再到国家安全，二十大报告通过单列

部分对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

专门部署。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

物检验所所长张严峻代表表示，这体

现了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

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

深层次问题，提出了真正解决问题的

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一系列新的战略高瞻远瞩——

翻开二十大报告，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

络强国、数字中国等一系列强国战略

映入眼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

系统总设计师杨宏代表激动不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实现跨越式发展，突破了一

系列关键技术，正由航天大国向航天

强国迈进。”杨宏说，按计划，我国

将在今年底完成空间站建造，这是航

天强国建设的重要引领性工程。

放眼 2035 年，二十大报告还提

出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的奋斗目标，令人心潮澎湃。

一系列新的举措求真务实——

“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

自身发展的机会”，报告中这句话深

深打动了来自快递行业的“小蜜蜂”

宋学文代表。

“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我从农村走出来，又从一名普通快递

员成长为基层管理者，如今跟家人在

北京生活。”宋学文表示，要把党的

二十大精神带回去和同事们一道学

习，以此激励大家做好本职工作，在

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

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

众要素收入，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

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基本消除

重污染天气……报告部署的民生新举

措、描绘的民生新图景，积极有效回

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

大会期间，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

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代表第一时间和学

校老师通话，告诉大家习近平总书记

在报告里指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以后山乡的学

校、学生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行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

天地广阔，前景壮丽。

 

锻造领导力量——深入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保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

党——

“谢谢总书记，党的好政策让

我们吃上了‘茶香饭’，走上了‘幸

福路’。有党的坚强领导，让我们对

实现共同富裕充满了希望，鼓足了干

劲。”10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5 位代表

结合实际对报告发表了意见，祝雪兰

代表朴实的话语道出大家的心声。

信任与信心，凝结为共同的意

志。

代表们一致表示，党确立习近

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

代表说，“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已经体现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中，刻印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

心坎上，也必将充分彰显在新时代新

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的华彩篇章

之中。

重庆市涪陵区武陵山村党支部

书记张映代表介绍，村两委一直坚持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中明方向、定思路、谋

举措，引进龙头企业，种植蓝莓，打

造创意民宿，多举措促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我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带回

村里，把党中央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

落地落实，把乡村产业发展得更好，

把乡村建设得更美。”张映说。

向前进，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

和坚定。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

记对全党提出：务必不忘初心、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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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

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

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

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新的赶考路上，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苏考察时来到镇江市丹徒区世业

镇，老党员崔荣海紧握总书记的手说：

“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

福星。”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

久战。收看二十大开幕会电视直播时，

崔荣海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二十大报告强调只要存在腐

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

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体现了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的坚定决心。”辽宁省鞍山市委

书记余功斌代表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房灵敏代表表示，我们要坚持

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确保党永

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新的赶考路上，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从提出“完

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

权威性和执行力”，到明确“推进政

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二十大报告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

规范体系作出部署。

“从中央八项规定、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近

期出台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

定，我们党的制度建设持续推进，不

断深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综合效

应。”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副庭长乔蓓华代表说。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乔蓓

华表示，要把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纠正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行为，从而充分发挥党内法

规的作用，真正彰显党内法规的治理

效能。

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

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

讨论时指出：“我们要有‘永远在路

上’的劲头。只有这样做了，我们共

产党才能真正经得住考验，才能真正

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全

面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

 

创造新的伟业——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
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
风破浪、扬帆远航 

日出东方，长风浩荡，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号巨轮再启航。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

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

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

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围绕共同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最牢

固，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最有力。

团结来自共识的凝聚——

大会开幕这天，从东海之滨到西

部边陲，从林海雪原到南国海岛……

亿万人民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所

作的报告。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总书记铿

锵有力的话语，传向千家万户，传遍

天南海北。

“这些天，石灰村的村民们都

感觉自己的心和首都的脉搏一起跃

动。大家都说，人民大会堂离我们村

子很近很近。”现场聆听报告后，云

南省大关县玉碗镇石灰村党总支书记

王荣代表带来了乡亲们朴素的心声。

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达拉特旗，

基层干部李电波听完报告后格外振

奋。

2020 年，李电波在互联网上写

下发展“互助性养老”建议，被采纳

吸收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建议。今年，在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

网络征求意见活动中，他又写下自己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

分院院长孙娟代表对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的“人民城市为人民”格外有感触。

代表团讨论现场，她讲述了上海普陀

区曹杨新村改造项目带来的变化。

“老工人们住进新房后的欣喜

表情，我永生难忘。”孙娟说，“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

人民为中心，我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

找到了鲜明印证。” 

会场内外，党的意志、人民的

意愿达到高度一致。

共识激发奋斗的力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

任重道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全球性问题加剧，中国改

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战

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应对世界之变、经受重大考验、

迎战惊涛骇浪，唯有奋斗不息。

67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代表，自称是中国工程院在云南省

澜沧县驻村科技特派员。他 60 岁时

投身脱贫攻坚，把实验室搬到田间

地头，努力让农民人人都有技能，

家家都能有收成。朱有勇说：“我

将继续扎根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为广大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奋斗。”

59 岁的其美多吉代表从业 30 多

年，一直驾驶邮车在雪线邮路上运送

邮件，沿途需要翻越 14 座海拔 4500

米以上的大山，坚持把每一个邮件

平安送到群众手中。隧道开通后，邮

路通行时间缩短了，其美多吉和同事

们将当地装满特产的包裹从山里带出

来，为乡亲们开辟致富路。

“80 后”航天员王亚平代表

2013年首次飞天，一年前再次飞天。

她说：“心有翼，自飞云宇天际；梦

无垠，当征星辰大海。我的心始终在

星辰大海，我们始终准备为党出征，

用实际行动书写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

诚。”

亿万中华儿女往前迈出的每一

步，都将汇聚成中华民族昂扬奋进的

历史洪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最重

要的任务，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

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

湖南省韶山市韶山村党委书记

毛春山代表表示，回去后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好红色

资源，赓续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来自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

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书记周群之代表

说：“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改革创新、敢为人先，走在以改

革促发展的前列。”

带着党的二十大精神，河北省阜

平县骆驼湾村党支部书记顾瑞利代表

信心百倍：“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前进，

脱贫后迈向乡村振兴的道路更加通达

了。”

浙江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

党总支书记姜丽娟代表说，我们将继

续依靠党组织联合周边村抱团发展，

走好共同富裕路。

新起点、再出发，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豪情满怀走好必由之

路——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

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

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

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

路的必由之路。

号角嘹亮，步履铿锵。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

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

业。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hich has 

drawn worldwide attention, ca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on Octo-
ber 22, 2022 in Beijing.

At the closing sess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remarked, 
"Our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century have been truly remark-
able, and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n from its founding, our 
Party is still in its prime. We are 
fully confident and capable of cre-
ating new and even greater mira-
cles that will amaze the world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On the new journey, the CPC 
will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fully imple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strive to write an even more mag-
nificent chapter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n the new journey, the CPC 
shoulders the glorious mission to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
nic groups in a concerted effort 
to realiz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
spects and to advance the rejuve-
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all 
fronts through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land is picturesque and 
the tides are surging forward. The 
great ship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heading to-
wards a more splendid destination.

The bugle is resonant, and our 
steps are sonorous.

The Party has mad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through its great en-
deavors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our new endeavors will surely lead 
to mor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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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表示，中共二十

大将引领中国人民继续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在前进道路上实现新发展，为

世界带来新机遇。

卢旺达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

伊斯梅尔·布坎南到访过中国多座城

市，目睹中国扶贫脱贫、发展繁荣的

成功故事。他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

人赞叹，人民的幸福生活看得见、感

受得到，相信中共二十大作出的决策

部署将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

成就。

“中共二十大展现了中国对自身

发展以及应对复杂动荡国际形势的信

心。”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

扬娜·列克修蒂娜连日来持续关注中

共二十大。她认为，中国未来将加快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波兰议会波中友好小组前主席彼

得·加齐诺夫斯基指出，近十年来，中

国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

突出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再上新台阶。

中共二十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相信中

国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同世

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创新理论扎实实践
展现高超执政能力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进

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

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

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海外人士普遍表示，中共二十大是外

界进一步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深入了解中共治国理政理念和经验的

重要窗口。

“中共二十大是一次引领未来

的大会，既是对实际工作的引领，也

是对理论创新的推进。”老挝人民革

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京培说，中共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

天下”，既是对过往经验的系统总结，

也为未来工作提供科学指引。

“中共二十大制定了路线图，为

世界了解中国未来前进之路提供了好

机会。”一直关注中国发展的多米尼加

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爱德华多·克林格

指出，中国在全球赢得尊重，得益于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巨大进步，中共执政能力令人钦

佩。

哈萨克斯坦中国贸易促进协会会

长哈纳特·拜赛克注意到，“人民”是

中共二十大的高频词之一，“中国共产

党从人民中走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坚持守

正创新的典型例证，丰富和发展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人民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越来越自信。”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

会会长权起植根据自己多次到访中国

的观察这样说。他认为，实现现代化

并不只有一条道路。中国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说明中国式

现代化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越南越中友好协会副主席、战

略与国际关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顾

问阮荣光曾在北京工作过 9 年，翻

译过很多中共党建和国家治理方面

的理论专著，到访过中国多个城市和

乡村，见证中国农村地区面貌巨大变

化和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在中共二十

大闭幕之际，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敏

指明前进方向，确立行动指南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

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认为，中共二十

大科学谋划了中国在未来五年乃至更

长时期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大会

作出的决策部署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领袖、前总

统马欣达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

强领导下，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在当今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中共二十大将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

会，不仅对中国人民十分重要，对于世

界来说同样如此。”巴西中国问题研

连日来，中共二十大受到国际社会持续高度关注。在中共二十大胜利闭幕之际，海外人士

纷纷表示，此次大会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也为世界各国携手应对

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注入动力。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将不断以新发展为世界提

供新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This Is a Landmark Conference" 

“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国际社会热议中共二十大对中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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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产量，极大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去年，

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几

比和中国一直保持合作、友好和兄弟

般的关系，几比人民对此心怀感激。”

萨尼亚相信，中共二十大作出的战略

部署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新贡

献、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共二十大期间，“中国式现代化”

成为不少外国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的

新课题。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

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贝尔胡特斯法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就鼓舞

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一道路对

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

道路具有启发借鉴意义。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中

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这

将提振世界的信心，为全球经济摆脱

新冠疫情影响注入动力”。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不断演进，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古巴国际政治研究

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多·雷加拉

多认为，在全球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

下，中共二十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覆盖

人口多，影响范围大，“将为各国人民

带来极为可贵的发展新机遇”。

在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尔

丘克·乔拉克奥卢看来，中共二十大不

仅对中国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

“将对世界持续产生影响”。他强调，

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关注世界发展问题并提出共建“一

带一路”等倡议，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

担当。

“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推

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的

努力值得称赞。”墨西哥城自治大学

国际政治研究员爱德华多·齐利指出，

中国向世界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以近年来非洲国家和中国合作

的丰硕成果为例，尼日利亚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指出，

中国愿意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帮助，

中国的发展将继续对世界产生重要

积极影响。他期待国际社会从中共

二十大中汲取和发现更多中国智慧、

发展方案、合作机遇，共同推进全球

治理、应对全球挑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锐洞察党内和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为解决问题把准了脉、用对了药，采

取了一系列扎实举措，使中国发生了

巨大变化，这为其他国家的执政党

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有不断适应和创

新的能力，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英

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麦启安评价说。

他非常关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的系

统性政策举措，认为中国在应对环境

和气候问题方面的政策明显展现出

综合性和协调性，这在世界上“表现

突出”。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南亚与国际研

究中心主任马哈茂德·哈桑·汗对“坚

持胸怀天下”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

国发展友好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未来

进一步发展繁荣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

期待，将不断凝聚国际合作的力量与

共识。

提振信心生发动力
提供全球机遇

不少海外人士表示，中共二十大

为面对巨大挑战的世界提振了信心、

注入了动力，让人受到鼓舞、激励。他

们期待中国不断以新发展为世界提供

新机遇，期待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拥有巨大潜力，中国的发

展模式正激励着世界。”几内亚比绍

前总理安东尼奥·阿图尔·萨尼亚说。

萨尼亚曾多次访华，见证中国的发展

繁荣，也推动双方的务实合作。他说，

中国农技专家在几比开展了数万人次

的技术培训，培育推广水稻良种，提高

Over the past few day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received 

wide and continued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
ty. At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eople overseas said that 
the conference w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which not onl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 but also 
injected impetus into the world to 
work together to meet challenges 
and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They also expressed their expecta-
tions to discover and draw on more 
Chinese wisdom, learn from China's 
development plans and find more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from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t is believed that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new opportu-
nities for the world with new de-
velopment and make new contribu-
tions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 
bette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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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会

后举行第二场“党代表通道”采访活

动，党的二十大代表、山东省港口集

团有限公司高级别专家张连钢亮相并

接受媒体记者提问。

3000 多个讨论会做出码头方案
在“党代表通道”，张连钢首先

生动地介绍了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

码头：“我们依靠自主创新，建成了

目前世界上装卸速度最快的自动化码

头。这个码头上一个工人都没有，所

有的设备都是自动运行。更‘酷’的是，

到了晚上一盏灯也不用开，所有的设

备哪怕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

也能行云流水、热火朝天地干，真是

别有一番景致。”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张连钢分享

了自主开发中国人自己的自动化码头

的心路历程。

“说到自主创新，我先向大家报

告一个好消息。不久前，我们研发成

功了新一代码头智能管控系统，并且

用这个系统第九次打破了自动化码头

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张连钢说。

张连钢表示：“其实我们知道自

主创新的路并不好走，刚开始我们也

想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但是在国

外考察时不能下车，也不能拍照。我

们想合作，但是对方不开放任何技术，

这就等于我们花了钱什么也得不到，

将来遇到问题还要再花钱请他们来解

决。这让我们体会到关键核心技术是

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决

定自主研发。他们就说：‘你们要自

主研发，成功的概率就是个零。’这

个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也极大地激

发了我们的斗志，我们就是想看看自

主建设自动化码头成功的概率是不是

个零。但是要打破这个零确实太难了，

自动化码头系统庞大复杂，各种问题

盘根错节。为了做出自动化码头的详

细方案，我们前后开了 3000 多个技

术讨论会，好多课题组下半夜还在讨

论技术问题。我们一次次开发、一次

次失败，甚至是推倒重来，有时候真

的觉得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一

直咬牙坚持，最后不仅做出来了，而

且做得比他们更先进、更智能。”

张连钢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继续坚定不移地走自主

创新之路，聚焦关键核心共性问题，

聚智聚力、攻关突破，在建设交通强

国、海洋强国的新征程上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全力提速自动化码头三期建设
当天，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

码头，张连钢所在的“连钢创新团队”

集中收看了“党代表通道”直播，大

家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连钢创新团队’的一员，

我感到无比激动，这也是山东港口每

一个人的荣耀。”山东港口青岛港自

动化码头工程技术部经理修方强说。

在倍感光荣的同时，“连钢创新

团队”感受更多的是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前，他们正围绕系统软、硬件和设

备关键部位国产化替代两大主攻方向

发起冲锋，为全自主自动化码头三期

建设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张连钢在“党代表通道”提到的

新一代码头智能管控系统（A-TOS）

就是其所在团队刚刚攻克的一大技术

难题。这个支撑全自动化码头高效运

行的新一代“大脑”和“神经中枢”，

全面超越拥有30多年应用历史的国外

同类产品，标定了中国港口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新高度。正是依托A-TOS

智能大脑，在“德翔许明”轮作业中，

自动化码头桥吊平均单机作业效率达

到60.18自然箱 /小时，桥吊最高单机

作业效率达到67.76自然箱 /小时，效

率一举提升 14.2%，第九次刷新自动

化码头装卸效率世界纪录。

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AGV

主管张常江介绍：“A-TOS 系统实现

了对整个码头的全智能管理，从码头

的入闸口到每一台设备，再到集装箱

的运输动作，全部由这个系统管控。

我们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基础上，

致力于把系统打造得更加高效、更加

聪明。下一步将在码头安全、高效、

绿色、智能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持

续引领世界自动化码头的创新发展。”

“我们将通过自主创新，对自动

化码头的控制系统、关键元器件等进

行国产化升级改造，实现轨道吊激光

扫描仪、雷达及传感器等国产化替代，

提高码头装卸效率，始终保持在全球

范围内的自动化码头领先地位。”修

方强信心满满。

（文章转自《青岛日报》）

Zhang Liangang: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Path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张连钢：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

Guo Rui: Work Hard and Pursue Fine Workmanship to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郭锐：埋头苦干、用匠心为“中国梦”提速

“胜利闭幕的党的二十大是一次高举旗帜、

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作为一名党代表，

我要埋头苦干、锐意进取，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

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党的二十大代表、中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钳工首席技师、

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郭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爷爷辈造蒸汽机车，父辈造绿皮火车，我

造高速动车组列车。”郭锐一家三代都是铁路人。

作为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郭锐和他所在的团队

为 1600 多列高速动车组装配转向架。如今，这些

列车已经安全运行超过 40 亿公里。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宏伟蓝图，吹响了进军

号角，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让郭锐格外有共

鸣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十年来，郭锐见证了中国高铁依靠科技、人

才、创新带来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中车人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视察中车时的重要指

示精神，实现了从‘和谐号’的转型到‘复兴号’

的飞跃。”他说，全国有 43% 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从青岛驶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中国首列时速 38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

组、首列城际动车组、首列中国标准地铁列车、

首列出口雅万高铁动车组、600 公里高速磁浮列

车均诞生于此。以高速动车组为代表的中国高铁

系列产品，已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发展成就的“国

家名片”。

“交通之变，折射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史诗

般的巨变。”郭锐说，“铁路网越织越密，高铁

的速度更是不断提升，这让我真切感受到华夏大

地澎湃着持续发展的活力与激情。”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下，中国

要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需要更多产业工人

加入到技术创新、技能创新的队伍中来，成为创

新驱动发展的生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

度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先后印发《新时期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提高技术工人

待遇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对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实现多劳

者多得、技高者多得提出了明确要求。郭锐说，

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全社会尊重技能人才、

关爱技能人才的氛围愈加浓厚，技能人才的获得

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技能

人才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更加科学化、社

会化、多元化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技能人才薪

酬分配制度逐步健全。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

形成了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制度环境，

鼓舞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踏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之路。

“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必将肩负起更多的责

任和使命。而我要做的，就是秉承‘产业报国、

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的中国高铁工人精神，

用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用先进的操作法和创新

能力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为推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郭锐说，作为一名党的二十大

代表，听党话、跟党走，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本职，

更是代表的职责所在。他表示，将认真履行代表

职责，在岗位上和大家一起坚定信心、埋头苦干，

以新的成绩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良好的精神风

貌，完成好组织交付的光荣而神圣的任务。

郭锐说，回青岛后将传达好、宣传好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大家一起认真学习、深刻领悟报告的

内涵。在做好表率的同时，一如既往地刻苦钻研、

不断创新，以“怀匠心”“铸匠魂”“守匠情”“践

匠行”的责任担当，带动身边更多的党员和高技能

人才“学技术”“练技能”“比贡献”，为山东和

青岛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文章转自《青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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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引才“集结号”  打好智力“组合拳” 

Taking Action to Gather Talent, Rolling out Multiple 
Measures to Pool Intelligence 

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高屋

建瓴、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聚焦山海之滨的青

岛，在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

彩宜人之城”的进程中，正以更加积

极的举措发现人才，以更加开放的胸

怀使用人才，以更加有效的政策保障

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中国建

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贡

献着青岛力量。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卷土重

来，一时间令多场国际重磅展会“风

雨飘摇”，但并没有影响“蓝洽会”

引才聚才信心和决心，而“蓝洽会”

外，青岛引才聚才的步伐也依然铿锵

有力。

例如，为搭建最优的留学人才发

展生态，青岛市大力推进留学人员创

业园建设，围绕重点产业打造了一批

各具特色的高水平留创园区。目前在

青岛市南区、市北区、崂山区、西海

岸新区、城阳区、高新区分别打造了

10 家各具特色、优势突出的高水平

留学人员创业园区，通过持续优化政

策扶持体系、升级园区管理模式、完

善配套服务等举措，努力培植适合留

学生创新创业的沃土。

据介绍，目前创业园探索确立

了“主园孵化+分园加速+产业集群”

的发展模式，共设立 3 个加速分园

和 5 个产业分园。其中，工业技术

研究院分园专注留学人员“高精尖”

项目，聚焦硬科技企业培育，着力

实现“从 0 到 1”的科技成果育成孵

20 余年来，“蓝洽会”累计发

布海外人才岗位需求近 2 万个，吸

引近 1.2 万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报名参

会，3100 余名海外人才成功留青创

新创业。与此同时，创办高新技术企

业 550 余家，助推了一大批处于国

内乃至国际领先地位的先进技术、高

端项目落户青岛，有效丰富了青岛的

人才、技术、智力要素供给。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20 余年间，“蓝洽会”伴随着

青岛的梦想而“逐浪”，承载着青岛

的期盼而“成长”。

20 余年间，青岛产业发展对人

才的滋养、海归精英对青岛机遇的把

握、海归英才对青岛产业的贡献，描

摹出青岛与海内外人才智汇互联的

最美乐章。

20 余年间，“蓝洽会”已成为

国内外高端技术、创新项目产业落户

青岛重要的资源对接和交流合作平

台，更是凝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青

投资兴业、共谋发展宏图的“金字招

牌”。

文 /韩海燕

20 余年间，“蓝洽会”伴随着青岛的梦想而“逐浪”，承载着青岛的期盼而“成长”。（图 / 侯贺良）20 余年间，“蓝洽会”伴随着青岛的梦想而“逐浪”，承载着青岛的期盼而“成长”。（图 / 侯贺良）
Over the past 20 plus years, the "Blue Fair" has been "chasing the waves" guided by Qingdao's dreams Over the past 20 plus years, the "Blue Fair" has been "chasing the waves" guided by Qingdao's dreams 
and "growing" with Qingdao's expectations.and "growing" with Qingdao's expectations.

紧跟城市布局，做强产业升级；

构建政策体系，拓宽引智渠道；

激活内生动能，搭建高端平台；

夯实引才工程，汇聚海归精英；

搭建合作平台 , 聚力招商洽谈。

“蓝洽会”作为以“融合国际人

才智力、促进蓝色经济发展”为目标

搭建的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智力交流

合作平台，经过 20 余年的精心培育、

探索实践，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城市

集聚海内外人才智力和技术交流合

作的知名平台，是海内外人才关注青

岛经济社会发展，了解青岛人才项目

需求，聚焦青岛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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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出台涉及海外人才的住房补贴、

就业创业补贴等优惠政策，从政策激

励、活动引才、服务助才等方面，不

断优化其就业创业环境，吸引更多优

秀海外人才留青发展。近日，2022

年青岛市“创业第一课”创业公益培

训课堂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讲。

本次课堂以“留在青岛，创在青岛”

为主题，邀请创业导师走进校园，为

海外人才开展创业指导培训，帮助其

在青发展。课堂上，专家详细介绍了

青岛市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并邀请相

关企业负责人分享创业经验，讲解创

业流程，为有留青就业创业意向的海

外人才答疑解惑。

面向未来，青岛将以引领城市高

质量发展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为导向，出台更开放、更灵活、更完

善的人员扶持政策，集聚国际化创新

创业高层次人才。通过优化服务机制 ,

为在青人才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

多维度全方位打造在青创新创业发

展的“热带雨林”。

而“蓝洽会”也依然在路上，承

担起为城市发展引才汇智、锚定方

向、寻获动力的责任，助力海内外

精英在青岛留下智汇互联的铿锵足

音……

创业的道路上更富潜质和才能，在地

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此，近年来，

青岛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委的决策

部署，积极创建优良的营商环境，不

断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和质

量，通过建设平台、开展活动、加大

支持等措施，集聚高层次留学人才，

吸引尖端科技项目转化落地，为留学

人员来青开展创业投资、技术研究、

项目合作等提供便利。

为进一步深度整合、融合留学人

员在青创新创业各类要素，推动留学

人才服务体系全面提档升级，青岛市

通过整合线上涉及留学人员回国需

要办理的学历采集、政策查询、求职

就业、创业孵化、申领补贴等资源，

为留学人才来青发展提供一个集合

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查询、政策兑

现、业务办理、就业创业平台”窗口。

目前青岛“留学人才港”涉及服务项

目 20 余项，提供 9 大创业孵化平台、

提供近 5000 个就业岗位、1000 余个

实习岗位，为留学回国人员打造了一

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引导其更快更好

地融入青岛、扎根青岛。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青岛市

人社部门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向海外高校的中国留学人才，以云端

“展示 + 直播”的方式，发布青岛

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项目需求。同时，

邀请青岛市有留学人才需求的企业

和有项目需求的留学人员创业园区，

通过宣传推介企业文化、产品服务、

薪资待遇、发展空间等内容，吸引集

聚更多优秀留学人才在青岛就业创

业。众所周知，留学人员经过多年海

外历练，具有国际化视野、现代化理

念、专业化背景，创新思维活跃，创

业意愿强烈，不仅是创新创业大潮的

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也是地区促进

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加速器和倍增器，在创新

As an intelligenc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introducing interna-

tional high-end talents with the goal 
of "pooling the intelligence of inter-
national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ue economy", 
the "Blue Fair" (China Qingdao Blue 
Economic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
als and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operation Conference),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meticulous cultiva-
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has 
now become a well-known intelli-
g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gather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northern cities of China. It is also a 
vital window for domestic and inter-
national talents to follow Qingdao'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stand Qingdao's needs for tal-
ents and projects, and learn about 
the direction of Qingdao'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20 plus years, the 
"Blue Fair" has been "chasing the 
waves" guided by Qingdao's dreams 
and "growing" with Qingdao's ex-
pectations.

化。同时，创业园还锻造了一批行

业领军企业，如正大制药 ( 青岛 )——

中国惟一一个国家级海洋药物中试

基地 ; 诺安百特——国内噬菌体产业

化的第一品牌 ; 青岛芝诺科技有限公

司——国内母乳低聚糖技术产业化

助推者等。

此外，自 2020 年以来，青岛面

向韩国、日本、德国、以色列及上合

组织国家等，搭建起了集展示、推介、

路演、接洽、交易等功能为一体的“国

际客厅”新平台。为充分发挥“国际

客厅”链接海外作用，建立起了“国

际客厅 + 留创园”发展模式，由“国

际客厅”在前端对接，留创园区在后

方精准培育，推动资本、技术、人才、

经贸等资源互动耦合。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近挂牌的

中国青岛留学人员创业园产业分园，

青岛以色列国际客厅充分学习以色

列先进创业孵化理念，深度挖潜，与

青岛市科创母基金合作设立“中以

创新成果转化基金”，重点关注并

支持国际优质初创项目，基金规模

2 亿元。联合海尔海创汇共建“中以

跨境双核创新孵化器项目”，已促成

Coretigo、AGRORIM 等 9 个 技 术 合

作及创新孵化项目落地在以色列海

外孵化器。

除了为留创企业提供办公场地房

租减免、贷款补贴等优惠政策，创业

园还聚焦园区管理服务升级，着力

打造全链条服务模式助推企业成长。

通过打造独具特色的孵化器运营体

系——博式“全 +”服孵化模式，围

绕企业“申报评审—入驻孵化—考核

续约—毕业退园”4 个阶段，提供无

缝隙全程化服务。

与此同时，为助力打造全球有影

响力的海洋人才中心城市，建设国际

人才交流合作重要枢纽平台，加速

建设以留学人员为主体的国际化人

才队伍，此前青岛启动了为期一周

的“海聚山东 青聚英才”云端直播

会——留学人员招才引智周活动。面

“蓝洽会”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城市集聚海内外人才智力和技术交流合作的知名平台。（图 / 李万红）
The "Blue Fair" has now become a well-known intellig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gather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al-
ents in northern cit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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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体验经济”“流量经济”
里的“西海岸逻辑”

Looking at the "West Coast Logic" Through "Experience 
Economy" and "Flow Economy"

如今，区域内“流量”经济已遍布城

市发展的角角落落，情景旅游、市集等

消费新模式风生水起。搭平台、建载体、

聚要素、促发展，开放创新的青岛西海

岸新区，依托“影视之都”“音乐之岛”“啤

酒之城”“会展之滨”4 张城市名片，大

力活跃赛事展演，正以“流量”汇聚起

持续激发经济发展的新活力。

“体验”先行链起产业提质新生态
体验经济，被称为继农业经济、工

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形

态。它追求顾客感受性满足的程度，重

视消费过程中的自我体验。体验先行，

为感受买单，已成为当今时代消费经济

的重要模式。

依托科大讯飞全球先进的人工智能

技术和丰富的产业资源，位于青岛西海岸

新区的科大讯飞未来港目前正着力建设

青岛AI+ 实体经济产业加速中心，致力

于打造青岛人工智能产业赋能高地。

“小飞小飞，今天适合穿什么衣

服？”走进科大讯飞（青岛）人工智能

科技馆，首先映入眼前的就是 AIUI 全

双工语音交互系统，该系统支持一次

唤醒、多轮交互，即使中途被打断对话

依然可以很流畅，在系统回答问题时插

入另一个问题系统仍然可以非常快速

的反应。使人机交互像人与人之间交流

一样流畅自然。据悉，作为科大讯飞未

来港重要板块之一，此馆是青岛西海岸

新区惟一的人工智能主题社会化科技

馆，围绕感知智能、认知智能、人工智

能的行业应用融合机器视觉、语音识

别等尖端科技，让 AI 的体验“看得见、

摸得着”，为新区市民提供人工智能探

索空间，AI 科普教育。截至目前，已组

织科普活动400余场，覆盖35所中小学、

8 所高校 1.4万余人。

此外，新区教育领域还启动“‘因

材施教’人工智能+ 教育创新应用行动”

项目，推动教育信息化转型升级。截至

10月，青岛西海岸新区已有 158 所学校

部署了基于AI 智能终端的智慧课堂应

用系统，打造以“教育环境智能化、教

育资源优质化、教学应用普及化、信息

素养水平高、教育治理精准化”为主要

特征的智慧教育体系，促进教育优质均

衡、高质量发展。

建立产业新生态，企业是重要载体。

山东极视角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创新性

打造AI 算法平台，开创了全球首家视

觉算法商城，成功服务 3000 多家政企

与科研院所；以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基

于自研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为推

动人工智能产业化及数字城市智慧化

转型升级提供了代表性的解决方案；在

青岛新经济产业中心，一家叫尊道传媒

的电商企业，通过孵化网红主播，深耕

线上销售，先后跟美的、澳柯玛等品牌

企业合作，大大带动了本地制造业品牌

的销售额，去年企业年产值过亿元……

这样的实例数不胜数，青岛西海岸

新区还聚集了以沉浸式体验、趣味化互

动、线上线下贯通的方式讲述海藻与人

类健康的故事的明月海藻世界，还有市

民可以全方位、交互式、可视化体验各

类应急场景的应急安全体验教育基地。

青岛西海岸新区聚焦新经济赋能，加快

汇聚体验与流量资源，新业态新模式变

现能力逐步提升，具有新区特色的新经

济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强大。

“七大赛道”筑起未来
经济增长新动能

加快发展新经济业态模式，开辟新

经济发展空间，释放新经济发展活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发展新引擎，这

是传统产业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

选择，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青岛西海岸新区立足优势，高规格

布局虚拟现实、情景旅游、时尚消费、数

字文娱、跨境电商、网络直播与赛事展

——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新经济活力先行区 文 /张文萱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渗透，“新

经济”已成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汇聚

经济高质量发展能量的关键所在。

新经济企业的背后，不仅是中国数

字 GDP占比超过 30% 的客观数字，更

是 10 多亿互联网人口新生活方式的转

折变迁。

作为年轻的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

岸新区从未停止过在各个领域先行先

试、示范引领的探索。“新经济”也不例外。

早在 2020 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就

官方印发《关于促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对释放新经济发展活力，

打造发展新引擎进行顶格动员部署。

2022 年上半年，青岛西海岸新区

“四新”经济增加值 721.35 亿元，位列

全市首位，对青岛“四新”经济贡献率

34.99%，居全市各区市之首；新增新经

济企业 7221户，占新区上半年新增企业

总量的 88.5%，17 家新经济企业入选青

岛市潜力企业。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已

集聚体验经济和流量经济企业4674 家，

新经济活力进一步凸显。

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基础和区位资

源、特色产业优势，以及任务细化、部门

协作等机制保障，西海岸新区在工业互

联网、电子商务、线上服务等重点领域

集中发力，组织开展创新和场景应用实

验室申报工作，实施直播电商提升工

程，发展“产业+直播+电商”等新模式，

拓展旅游直播、节庆直播等融合业态，

支持虚拟现实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推

进“5G+”智慧教育应用和虚拟现实仿

真室建设，有特色有成效的新经济产业

体系加速构建。

今年 2月，聚焦体验经济和流量经

济，青岛西海岸新区重磅印发《关于聚

焦体验经济和流量经济加快建设新经

济活力先行区的实施意见》，对加快建

设走在全国前列的新经济活力先行区

进行细分部署，并建立月度统筹调度机

制。《实施意见》提出，未来三年，青岛

西海岸新区将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

推动新型体验、流量消费扩容提质，建

设北方业态模式最多样、市场主体最活

跃、场景创新最丰富、发展生态最优质

的新经济活力先行区。新区布局新经济

赛道的步履急促且坚定。探析青岛西海

岸新区“体验经济”“流量经济”的发

展路径，诸多“逻辑”值得借鉴。

“流量”汇聚迸发经济发展新活力
作为青岛最知名的国际性节会，“云

上”成为今年青岛国际啤酒节最鲜明的

标签。线上精彩呈现、线下全域联动，

139万人次参与“云上”狂欢，各级各

类平台和媒体总曝光量超 16 亿次。连

线、直播、沉浸式“啤酒+消费”体验……

“流量”汇聚、影响深远，不仅有效拓

展了文旅新业态、刷新了消费新模式，

“云上啤酒节”也以创新形式树立起

文旅行业数字化节庆的“新标杆”，为“线

上办会”积累了有效经验。

无独有偶。8月底，2022 年黄河流

域跨境电商博览会在西海岸新区成功

举办，以“跨境电商”为媒，“线上+ 线

下”结合，博览会累计线上观众点击数

达 26.7万余人次，展商线上“见面”操

作875场次，累计注册线上采购商916人。

博览会线上线下参加展览 4.5万人次，专

业采购商 8986人次参展洽谈，现场成

交额达 3700 余万元，达成合作意向合

同额 2.83 亿元。“流量”搭桥，展会为

沿黄九省区及国内外机构、企业搭建起

交流对接、合作共享的平台。

“流量”就是生产力。两大展会是西

海岸新区促进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大力

发展流量经济的鲜明代表。近年来，博鳌

亚洲论坛、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东亚海

洋博览会等重要会展活动在此高水平举

办，塑造了西海岸新区“国际范儿”的城

市形象，更在全球范围内链接起资源要素，

成为新区跨越发展的重要赋能利器。

企业赋能为“流量经济”注入强劲

动能。位于光谷软件园的妖怪集团，是

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本土企业，主打流

量变现。除了年入数亿的产值外，“90后”

为主的员工近 2000 名，就业、人才引留

以及因此带来的住房、消费等辐射，也

为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活力。

青岛西海岸新区将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加速构筑跨界融合、开放共享的新经济。青岛西海岸新区将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加速构筑跨界融合、开放共享的新经济。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will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conomy featuring cross-industry integration, openness and sharing under the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will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conomy featuring cross-industry integration, openness and shar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business types and models.guidance of new business types and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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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七大新经济赛道，具有新区特色的经

济发展新生态正逐步形成。

在突破发展虚拟现实方面，完成

VR 产业规划编制，建设灵山湾和达虚拟

现实产业园，引进爱奇艺、快手科技、山

东未来集团等龙头项目，着力打造灵山

湾新经济引领区；在深化发展情景旅游

方面，依托唐岛湾、古镇口海军主题公园、

藏马山、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打造沉

浸式海军主题公园、阿朵花屿等特色文

旅项目；在赋能时尚消费升级方面，以

东方时尚中心、黄盒子美术馆、金沙滩

啤酒城为载体，举办东方时尚季·2022

青岛时装周，打造第 32 届青岛国际啤

酒节沉浸式夜游项目，拓展了“黄五箱

进口网红仓”仓储式超市体验式、沉浸

式的消费业态；在加快发展数字文娱

方面，支持布局线上演唱会、云 Live 等

新业态，《平凡英雄》《独行月球》《万

里归途》等越来越多的“大片”出自东

方影都，刘德华“把我唱给你听”线上

演唱会直播也在东方影都摄影棚内举

办，观看总人次突破 3.5 亿，快速激活

新区数字文娱活水；在做大做强跨境

电商方面，培育壮大跨境电商、海外仓

等新业态，推动 65 家传统工贸一体化企

业完成跨境电商转型升级；在创新发展

网络直播方面，夯实新经济产业中心、福

瀛新谷产业园等新经济载体，拓展跨境

电商、文旅等领域“直播+”融合新模式，

推进无锋科技集团总部、泛美国际航空

城加快落地；在大力活跃赛事展演方面，

举办东亚海洋文化和旅游发展论坛、东

亚海洋博览会等大型会展活动，开展“UP

新青年 @ 新时代”网聚正能量系列活动、

新经济园区和基金专题路演等新区特色

活动，新浪体育3×3 篮球黄金联赛全国

总决赛、2022 年青岛西海岸新区滑雪精

英挑战赛、青岛时尚冰雪季等时尚体育

活动，全方位展现新区蓬勃发展的新经

济风貌。

企业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西

海岸新区大力引进新经济头部企业，新

经济产业链新签约注册重点项目22个，

总投资 226.2 亿元。华为（青岛）数字城

市联合创新中心、北京海叹号智能家居

北方总部、山东北斗卫星数据应用中心

等项目加速集聚；吸引体验经济、流量

经济领域特色企业，蜜桔科技跨境电商

运营中心、中金新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青科云创、青年人才会客厅等项目发展

壮大，打造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经济走廊。

当前，新经济已经迎来了重要发展

机遇期，青岛西海岸新区基础厚重，发

展优势更是得天独厚，下一步，将以新业

态新模式为引领，系统推进空间拓展、

主体培育、要素保障、环境优化四大工程，

加速构筑跨界融合、开放共享的新经济

发展生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

码增速。      

有基础，有成果，有规划，有行动——

一个北方业态模式最多样、市场主体最

活跃、场景创新最丰富、发展生态最优

质的新经济活力先行区即将呈现。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宣

传部提供）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the add-
ed value of "Four New Econo-
my" (new technology, new busi-

ness pattern, new development mode, 
and new industry) of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otaled 72.135 bil-
lion yuan, ranking first in the city. Its 
contribution to Qingdao's "Four New 
Economy" reached 34.99%, ranking 
first in all districts and county-level 
cities of the city. 7,221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were newly established, 
and 17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were 
selected as enterprises with potential 
in Qingdao. At present,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has gathered 4,674 
enterprises of the experience econo-
my and flow economy.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will take new 
business types and models as the 
guide to promote new experiences, 
expand the cont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low consumption, 
and build a pilot area of new econ-
omy vitality with the most diverse 
business models, the most active 
market players, the richest scene 
innovations, and the best develop-
ment ecology in the north.

青岛西海岸新区立足优势，高规格布局七大新经济赛道，具有新区特色的经济发展新生态正逐步形成。
Based on its advantages,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has laid out seven new economic tracks with 
high standards. A new ecolo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area is 
gradually taking shape.

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走向世界 帆船之都》编辑部、青岛市新
媒体协会、青岛图片库承办的新时代·新青岛——2022“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
之城”城市影像征集展示活动即日起全面启动。

新时代 · 新青岛
——2022“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

城市影像征集展示活动征稿启事

活动主题
锚定“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一总目标，围绕“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

的城市愿景，以城市发展纪实、自然风光、人文风采为主线，凡反映青岛经济发展、城市更新、城市

建设、自然风光、节庆文化、人文风采、绿色生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作品均在征稿之列。

作品力求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充分展现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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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努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实践、新成果。

征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青岛风光”“美丽海湾”“人文青岛·艺术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

略海洋”“开放合作与国际交流”“城市更新与城市建设”“产业·智造”“科技创新”“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数字城市”“项目落地”“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城市精神文明”“青岛手造”等。

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  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承办单位：  《走向世界 帆船之都》编辑部

    青岛市新媒体协会

    青岛图片库

为保证本次城市影像征集展示活动的质量，主办方将邀请相关行业专家，共同组成活动组委会，

指导活动顺利进行，并开展宣传推广等事宜；同时，将组织专家评审团，负责作品评选。

奖项设置
活动共设“城市风光类”“纪实人文类”两个类别。其中，金奖 1 名，奖金 2000 元；银奖 2 名，

奖金 1000 元；铜奖 3 名，奖金 600 元；优秀奖 20 名，奖金 200 元。

作品拍摄日期、作品类型、格式要求、相关规则、报名方式等信息，
请扫二维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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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雨中山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2022 年，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工作作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

坚行动的“一号工程”和系统工程去推进。

谈到“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就不得不谈青岛的中山路。这条深深刻进青岛人基因里的老路，有着

说不完的故事……

Century-old Zhongshan Road

这一时期中山路的业态进一步丰富，

由单纯的购物消费中心拓展为商业娱

乐中心，舞厅、歌舞厅、美容厅、戏院、

电影院，甚至风月场所，遍布中山路

片区。1922 年叶春樨著《青岛概要》

称：“中央之山东街（即中山路旧称），

在青岛最为繁盛，与上海之黄浦江畔、

济南之西门大街同占重要之位置。”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青岛民

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山路片区商店林

鲍岛”，则是业态更加丰富的华人商

业区，涉及商饮服务业、航运贸易业、

传统手工业等，商业比较兴盛。随着

大鲍岛华商生意的日渐繁荣，中山路

北端地价节节攀升，甚至赶超太平路

的海景房。

1922 年中国收回青岛前夕，据史

料统计，当时中山路片区有 103 个企

业，其中日商82个，分布在42个行业；

华商 21 个企业，分布在 13 个行业。

青岛中山路初建于德占青岛时期，

以德县路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南段

称为“斐迭里街”，北段称山东大街，

俗称“大马路”。日本第一次侵占青

岛时期，南段改称“静冈町”，北段

改称“山东町”。1922 年中国收回青

岛后，南北两段合一，统称“山东路”。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为

纪念孙中山先生，改称“中山路”。

上世纪 70 年代曾再度更名，后恢复原

名至今。

实际上，人们今天所说的青岛中

山路，并不单指中山路一条路，而是

指以中山路为主干道的周边地区，包

括天津路、肥城路、黄岛路、四方路、

湖北路、湖南路等横纵十几条路，共

同形成中山路片区，这也是老青岛人

所说的“上街里”的范围。

从 19 世纪末德占青岛时期直到上

世纪 90 年代青岛市政府东迁之前，中

山路片区一直是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聚集了青岛市党政机关、零

售服务、金融机构、文化教育等设施

的绝大部分。解放前，青岛市政府的

名称虽历经更改，但市政府所在地一

直是中山路附近沂水路上的胶澳总督

府，直到今天这座建于德占时期的大

楼仍是青岛市人大、政协机关办公楼。

在 1994 年青岛市政府东迁之前，中山

路片区分布着众多的青岛市党政机关。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山路片

区一直是青岛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据

1904年《青岛及周边导游手册》记载，

中山路南部片区主要聚集洋行、高端

酒店、银行等机构，比较著名的有德

士古洋行、哈利洋行、礼和洋行、瑞

记洋行、顺和洋行、胶州旅馆、火车

站饭店、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青岛俱

乐部、德华银行、山东铁路公司、山

东矿业公司、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等，

是外国人办公、消费、娱乐的高档街区。

中山路北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

文 /张晔

解放前的中山路。（资料图片）解放前的中山路。（资料图片）
Zhongshan Road before 1949. Zhongshan Road before 1949. 

上世纪 70 年代的中山路。（资料图片）
Zhongshan Road in the 1970s. 

中山路上的福禄寿大戏院，拍于 1938 年 8 月。（资料图片）
A photo of Fulushou Grand Theater on Zhongshan Road taken in August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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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门类齐全，涵盖服装、鞋帽、食品、

眼镜、药店等众多零售行业，其中不

仅有顺兴楼、春和楼、聚福楼、天真

照相馆、鸿新照相馆、万宝金楼、国

货公司、山东大戏院、福生德茶庄等

青岛本地的老字号，还有瑞蚨祥、谦

祥益、亨得利、宏仁堂、盛锡福等国

内享誉盛名的老字号。1933 年《青岛

指南》详细记载了当时中山路的商业

状况：“绸缎铺以海泊路占多数，中

山路及天津路亦有相当家数。鞋子店

多在海泊路，其他各路殊不多见。帽

子店亦以海泊路、天津路、高密路三

处居多。日本商店皆设于中山路北段

及聊城路、陵县路一带”。上世纪 30

年代老青岛人有句俗话：“身穿谦祥益、

青岛解放初期，中山路片区的私

营商业企业得到一定发展。据统计，

1951 年中山路片区共有私营商业企业

359 个，占全市私营商业企业总数的

4.37％，年营业额占全市的 9.17％。

改革开放后，为满足人民生活需求，

1980 年即墨路小商品市场成立，占地

面积 1.48 万平方米，上市摊位 1300

个，被国内外旅游者誉为“小商品王

国”。1986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山

路上有供销、物资、外贸、轻工、机

械、文化、医药、园林、金融等系统

以及区属的商业企业，共计 200 个左

右，全市较大、较出名的饮食服务业

企业集中于此。青岛五金、交电、化

工、糖酒、百货等二级批发站和市属

百货、食品、蔬菜、酿造、饮食等公

司均设在中山路片区。有的街道还设

有马路市场，如四方路、海泊路、即

墨路市场和劈柴院等，进一步形成群

体优势，中山路一带仍是百货零售业

的集聚区、市民购物消费的首选之地。

中山路依然是青岛的文化集聚之地，

古籍书店、新华书店、外文书店、文

物商店、环球文体商店、工艺美术店

均设于此。

上世纪 90 年代，国货商厦、华联

商厦、东方贸易大厦、发达商厦、百

盛商厦等大型商场相继在中山路建成，

使其面貌发生较大改变，商业更加繁

荣。南端又是青岛著名的栈桥风景区，

市区、市郊和外地游客多来此购物游

玩，中山路作为青岛商业中心的地位

一直保持到 90 年代末。2000 年后，随

着行政中心的东移和台东、东部及李

村商圈的崛起，中山路片区作为青岛

商业中心的地位开始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山路却淡淡

退出了“青岛商圈”的霸主地位。深

究中山路片区商业中心地位下降背后

的原因，主要有多个方面：一是青岛

市内各区建立了各自的商业中心，对

头戴盛锡福、吃饭春和楼、看戏去中和、

看病宏仁堂。”青岛人的吃喝玩乐在

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这一时期青岛的报社、通讯社、

书店、印刷所、电影院等各类文化娱

乐机构均设于中山路片区。1898 年青

岛第一份德文报纸《德华汇报》在中

山路创刊。1933年《青岛指南》统计，

青岛有报社 20 家，位于中山路及其周

边的有《青岛时报》《正报》《平民报》

《正报》《青岛晨报》等 13 家。电影

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时尚的文化娱

乐消费，青岛最早的电影院和最早的

有声电影都是在中山路出现的。30 年

代中山路上有共和大戏院、山东大戏

院、福禄寿戏院和安徽路的明星电影

中山路片区的经营形成冲击；二是中

山路商业结构和商品结构不尽合理，

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三是购

物环境和体验较差，街道过于拥挤，

商家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四是

配套设施不完备，缺少休闲、娱乐、

餐饮、停车等配套设施。

2019 年，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启

动新一轮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工作。此

次保护更新工作聚焦中山路及其周边

区域 2 平方公里，践行“人民城市人院，占全市电影院数量的一半。

随着中山路片区商业的兴盛，

中山路片区也成为青岛的金融中心。

1909 年大清银行青岛分号在中山路成

立，这是中山路上的首家银行。此后，

东莱银行、明华银行、交通银行等先

后在中山路片区创办。1933 年《青岛

指南》记载：“华商银行以中山路为

中心，天津路为附庸，重要钱庄亦皆

在中山、天津、河南三路间”。当时

青岛有银行 21 家，其中 20 家位于中

山路周边和馆陶路、堂邑路一带。当

时青岛有 40 家私营钱庄，其中 30 家

位于中山路片区；34 家典当行中有 14

家位于中山路片区；23 家保险公司中

有 10 余家位于中山路片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聚焦

民生关切、打造民心工程。目前，已

先后实施约 171 万平方米建设工程、

55 条、约 25 公里道路风貌改造提升、

新建停车场 12 个、建成后可提供 2000

余个停车位、完成6个街心花园建设，

整体打造“老建筑 + 新消费”“原场

景 + 新体验”等业态场景，打造兼具

历史文化风情和活力时尚元素的特色

街区和“5A级景区”……正在续写的“中

山路故事”，非常值得期待。

中山路片区被“激活”，迎来华丽转身。（图 / 王勇森）
The Zhongshan Road area has been revitalized and taken on a new look. 

Qingdao Zhongshan Road 
was first built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period. 

After being renamed several times, it 
was changed back to its original name 
which is used till today.

In fact, today's Qingdao Zhong-
shan Road includes not only Zhong-
shan Road,  but the area cal led 
"Shangjieli" by the natives in Qing-
dao.

From the German occupation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
tury to the time when the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moved east-
ward in the 1990s, the Zhongshan 
Road area remain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as 
well as the most prosperous com-
mercial center of Qingdao.

In 2019, Qingdao municipal Par-
ty committee and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launched a new round 
of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the 
historic urban areas. This protec-
tion and renewal work focuses on 
Zhongshan Road and its surround-
ing area, covering an area of 2 
square kilometers. A characteristic 
block and a "5A level scenic spot" 
with bo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dynamic and fashion-
able elements will be built, which 
is worth looking forward to.

百年中山路焕发新活力。（图 / 杜永健）
The century-old Zhongshan Road glows with new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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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Is the Time to Set Sail and Strive Forward

海阔潮平风正劲，奋起扬帆正当时
——“海湾化学杯”2022 第十四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

摄影大赛作品评选揭晓

一等奖  王云胜《逆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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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 ( 节庆 )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青岛市

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青岛国际新闻中心主办，时尚青岛网、青岛图片库、《走向世界 帆船之都》编辑部承办，

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海湾化学杯”2022 第十四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摄影

大赛作品评选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特邀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摄影联盟副主席侯贺良等专家评委对参赛作品

进行了多轮评选。最终，王云胜的《逆光之下》荣获一等奖；张有平的《高帆林立》和杨雪梅《手机也精彩》

荣获二等奖；吕建军的《金色港湾》、苗玮的《碧波远航》和李存义的《逐浪》荣获三等奖；李万红、

冷金城等 10 人获得优秀奖；于胜宪、王映霞等 20 人获得入围奖。此外，本届摄影大赛特等奖空缺。

2022 第十四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于 8 月 5 日至 14 日在青岛奥帆中心举行，本次活动

以“传承奥运、扬帆青岛，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为主题，聚焦提升“帆船之都”综合实力、

形象魅力、发展活力。一场运动与文化、竞技与娱乐、激情和挑战相互交融的海洋文化盛会，向世界展

示了青岛作为“帆船之都”、国际海洋名城的独特魅力。

Recently, the selection of entries for the "Haiwan Chemical Cup"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of the 14th Qingdao 
International Sailing Week · Qingdao International Marine Festival 2022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com-
petition was hosted by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Qingdao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the Office of Qingdao 

Major International Sailing Events (Festivals) Organizing Committee, Qingdao Sports Development Center, and Qingdao 
International News Center; organized by fashionqingdao.com, Qingdao Photo Gallery and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magazine Openings·Sailing City; and co-organized by Qingdao Haiwan Chemical Co., Ltd. Hou Heliang, honorary chair-
man of Shandong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Photographers, and 
other expert judges were specially invited to conduct multiple rounds of selection of the entries. 

In the end, Wang Yunsheng's Against the Light won the first prize; Zhang Youping's A Forest of Tall Sails and Yang Xue-
mei's Wonderful Mobile Phone won the second prize; Lyu Jianjun's Golden Harbor, Miao Wei's Sailing Away on the Waves 
and Li Cunyi's Chasing the Waves won the third prize. A total of 10 people including Li Wanhong and Leng Jincheng won 
the Excellence Award; 20 people including Yu Shengxian and Wang Yingxia won the Nominee Award.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special prize winner for this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The 14th Qingdao International Sailing week · Qingdao International Marine Festival 2022 was held at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from August 5 to 14. Themed "Carrying on Olympic Spirit, Sailing in Qingdao; a Vibrant Ocean City, a Liv-
able and Lovable City", this event focused on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mage and charm, and development 
vitality of the sailing city. A marine and cultural feast of sports and culture, competition and entertainment, and passion 
and challenges showed the world the unique charm of Qingdao as a Sailing City and a world-renowned ocean city.

入围奖  于胜宪《扬帆必胜》入围奖  于胜宪《扬帆必胜》二等奖  杨雪梅   《手机也精彩》二等奖  杨雪梅   《手机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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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阎胜奎《未来之星》

入围奖    王映霞《荣誉》

入围奖   王云胜《赛事激烈的瞬间》

入围奖   于胜宪《化险为夷》

三等奖  苗玮 《碧波远航》

三等奖  李存义《逐浪》

二等奖  张有平《高帆林立》二等奖  张有平《高帆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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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吕建军《金色港湾》

优秀奖  王景熙《俯瞰城市帆船赛》

入围奖  王映霞《夺胜》

优秀奖  刘婉婷《争流踏浪》

入围奖  杨雪梅《奋力拼搏》

入围奖  张有平《展翅》入围奖  张有平《展翅》

入围奖   张有平《盛夏出发》

优秀奖  宫成鹏《 比肩远行》

入围奖   张有平《海上音符》

入围奖 姜帅《重逢 》  入围奖 姜帅《重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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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杨琳《迎风斗浪 》

入围奖  苗玮《风急浪高，扬帆远航》

入围奖  姜庆伟《OP 小选手参赛三部曲》入围奖  姜庆伟《OP 小选手参赛三部曲》

入围奖  吕建军《海洋节之夜》

入围奖  杨雪梅《健身》

优秀奖  阎胜奎《夕阳之下》

入围奖  钟玉先《悠闲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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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李万红 《拥抱“帆船之都”》

优秀奖  单宝琛  《巾帼扬帆同风起》 优秀奖  钟玉先 《开幕了》

入围奖  张有平《时尚活力海洋之都》



时尚·动感青岛 ashion 
Dynamic Qingda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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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王云胜 《魅力帆都》

优秀奖  杨琳 《碧海沐风》

优秀奖  于胜宪  《凯旋》

入围奖  苗玮《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入围奖  苗玮《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优秀奖  冷金城《劈波斩浪》优秀奖  冷金城《劈波斩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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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Lagoon 系列环保设备的全面启用，标志着
除了传统干洗，水洗模式，洗涤领域引入了第 3 种洗
涤模式“湿洗”。

The full adoption of Lagoon series environ-
mentally-friendly machines mark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ird washing mode—wet cleaning—in the 
washing field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dry 
cleaning and water cleaning modes.

lagoon 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获得全羊毛标志公司认可的湿洗程序。
Lagoon system is the only wet cleaning program approved by the Woolmark Company.

文 /韩海燕  图 /王勇森

Upending the Traditional Mode, Opening a New Era of "Wet Cleaning"

颠覆传统模式，开启“湿洗”新时代

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

的过程，也是一种从“高净值”到“净

精知”的追求，更是一次从“心奢主义”

到“心奢生活”的落地。由此推动着

家电产业的快速发展。这其中，便出

现了像瑞典 Lagoon 这样极具代表性的

洗衣机高端品牌。

瑞典 Lagoon 所属企业伊莱克斯

（Electrolux）是世界知名的电器设备

制造公司，也是世界最大的厨房设备、

清洁洗涤设备及户外电器制造商和世

界最大的商用电器生产商。自创建伊

始，即坚持从客户需要出发，为其提

供简单且最佳的解决方案，因此，产

品具有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和生命周

期成本优势。

如今，随着瑞典 Lagoon 系列环保

设备的全面启用，标志着除了传统干

洗，水洗模式，洗涤领域引入了第 3

种洗涤模式“湿洗”。这不仅是一次

真正的技术革新，更是一种快速、便捷、

洁净的湿洗技术。

从一“出生”便赢得了洗衣者

们的一致青睐——Lagoon 的优势是

显而易见的。一是传承性，曾有人将

Lagoon洗衣机形象地称之为“传家宝”，

因其正常使用频率可达 3 万次，按照

常规清洗频率，可使用 80 年至 100 年。

二是环保性，Lagoon 洗衣机不仅可细

致清洗衣物，更有高效、省时、节能

的诸多优势，AS（automatic saving）自

动省 和 EDS（Efficient Dosing System）

的高效洗涤剂加注系统相结合 ，可节

省 30% 的洗涤剂，实现水和能源的最

大节省，每一次洗涤流程，根据 AS 系

统的重量感知，自动计算加入精确量

在技术创新、品质生活多轮驱动下，洗衣机的存在早已超越洗衣本身，演化为满足高端用

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秩序感掌控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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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driven by technolog-
ical innovation and peo-
ple's pursuit of quality life, 

washing machines have gone beyond 
washing clothing itself and evolved 
into an integral part of satisfying 
high-end user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and a sense of order.

In short, it is a process from "sim-
ple" to "complex", reflects the trans-

formation of pursuit from "high net 
worth" to "high-end elite and intel-
lectual", and is also the idea of luxury 
life turning into a reality. This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household appliance industry. 
Many high-end washing machine 
brands have emerged, one represen-
tative being Lagoon from Sweden.

Ai Yuexi, located on 1st Zhang-

zhou Road, Shinan District, is the 
only authorized dealer of Electrolux 
Lagoon machines in Qingdao. Since 
its opening, it has attracted many 
customers with its advanced con-
cept, high-quality service and pro-
fessional technology. It also hopes 
that more people can pay attention 
to "wet cleaning" and enter Elec-
trolux Lagoon.

的水和洗涤剂，以达到良好的洗涤效

果，使用AS与EDS系统实现数据互通，

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平均洗涤时间仅

为 25 分钟，节能降耗优势明显，安全

性能更高，而且摒弃有机溶剂，使用

专用清洗溶剂，无味环保，洗涤效果

更加出色，也符合了目前节能环保大

趋势的要求。无疑以更快的流程、更

高的装载率完美还原衣物光鲜度、洁

净度。三是操作性，随着洗衣机技术

的不断更新换代，其操作功能也更为

多样化，Lagoon 洗衣机在综合各项功

能的同时，将功能键设置化“繁”为

“简”，操作更便捷、更轻松，家中

老人也可轻松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 lagoon 系统

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获得全羊毛标志公

司认可的湿洗程序。其特有的功能，

带来了比传统水洗更高的装载洗涤量，

柔和水流浸泡和洗涤量比传统洗涤系

统提高50%，能最大限度减少“后整理”

工作，衣物从烘干机拿出即可进入后

整程序，无需额外晾晒。

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漳州一路的

爱·悦洗是青岛目前惟一一家瑞典

Lagoon 设备授权代理商，开业至今，

以其先进的理念、优质的服务、专业

的技术吸引了诸多客户，也希望更多

的人群可以关注“湿洗”，走进瑞典

lagoon……

湿洗过程。（组图）
Wet cleaning process. 

位于市南区漳州一路的爱·悦洗是青岛目前惟一一家 Lagoon 设备授权代理商。
Ai Yuexi, located on 1st Zhangzhou Road, Shinan District, is the only authorized dealer of Lagoon machines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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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作为青岛市搬迁样板企业，绿色

化工、高端化工代表企业，近年来，

海湾化学坚持“技术国际化、装备大

型化、环境生态化、管理现代化”的

“四化”发展理念，着眼未来，创造

性地在产品结构和工艺路线上做出重

大调整。摒弃落后的电石法生产聚氯

乙烯的工艺，选用乙烯法生产聚氯乙

烯树脂的生产工艺，走出了一条传统

产业不传统发展的新路子，走在了全

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前列。随着 2020 年

聚氯乙烯二期投产，海湾化学聚氯乙

烯产能达80万吨 /年，稳居全国第一。

经过 3 年品牌攻坚，聚氯乙烯产品达

到国际高端品质，成功实现进口替代。

2021 年，全年完成聚氯乙烯出口 37 万

吨，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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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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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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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隋斌

喜庆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Celebrating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orging Ahead on a New Journey

作为青岛市搬迁样板企业，绿色化工、高端化工代表企业，海湾化学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不传统发展的新路子，走在了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前列。作为青岛市搬迁样板企业，绿色化工、高端化工代表企业，海湾化学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不传统发展的新路子，走在了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前列。
As a model relocated enterprise in Qingdao and an exemplary enterprise of green and high-e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aiwan Chemical has blazed a new path of seeking As a model relocated enterprise in Qingdao and an exemplary enterprise of green and high-e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aiwan Chemical has blazed a new path of seeking 
non-traditional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in China.non-traditional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in China.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海湾化学响

应上级号召，组织党员、干部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并结合自身工

作交流心得体会，营造出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大家纷纷表示，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高屋建瓴、内涵丰富、

振奋人心，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政治宣言和行

动纲领。接下来，大家要将思想和行动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争先进位、

比学赶超，不断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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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model relocated enter-
prise and an exemplary en-
terprise of green and high-

e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Qingdao, 
Haiwan Chemical has adhered to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arge-scale equip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odern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a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it has 
made major creative adjustments in 
product structure and process route.

Previously, Haiwan Chemical held 
a mobilization meeting themed "forg-
ing ahead with fortitude, striving to 
break new ground and working ener-
getically in the fourth quarter". The 
meeting aims to mobilize the com-
pany's leaders and workers to unify 
their thoughts, clarify their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and motivate them to 
stand as on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
ous production tasks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do a solid job in the fourth 
quarter, and make all-out efforts to 
seek breakthroughs on all fronts and 
secure a great victory for the year.

After the meeting, all departments 
immediately learned and implement-
ed the spirit of the meeting, carefully 
deployed their work, and strength-
ened their confidence, to strive to 
secure success in the fourth quarter 
and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fully 
completes all its objectives and tasks.

积极应对挑战，全力开拓两个市

场。各销售部门强化沟通，细分市场

领域，细化排货计划，确保库存平衡

稳定。生产部、物流部配合做好发货

工作。销售一部、二部、三部加强对

业务流程的管理管控，与客户实现合

作共赢。完善考核激 励机制，培养技

术型销售人才。发挥公司资源整合优

势，强化差异化销售。国际业务部根

据市场动态变化，及时调整销售策略

及业务开发计划。渗透海外营销网 络，

利用现有客户及资源横向延伸开拓业

务，抓住窗口期拓展海外市场。 

紧密团结协作，全力做好服务保

障。工程部强化设备管理，落实好检修、

采购计划进度，加快技改工期，严把

技改质量。技术部及时做好技术调研，

项目立项申报等工作。物流部抓好人

员管理，降低采购成本，落实好运输

过程中的防疫措施。机电仪等部门做

好各控制系统、装置设备的检查、维修，

及时处置波动，保障装置稳定运行。

质监部严格执行取样和分析数据管理

规定，把好质量关。综合部、后勤保

卫部等部门提高工作水平，做好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服务一线。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四季度，更应奋力拼搏，攻

坚克难，助力公司实现“奋力走在前，

勇毅开新局”的美好愿景。

实现新突破，聚苯乙烯项目顺利投产。

在技术、装备、产品、物流、人才、

产业链方面的优势尽显，有效对冲了

风险，为企业的稳定发展增加了确定

性。当前，年度目标已明，发展方向

已定，就要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一以

贯之做好各项工作，发挥优势，用确

定性对冲“超预期”，保持海湾自信，

闯关夺隘、夺取胜利。 

拿出“一鼓作气”的拼劲。越是

危机时刻、越是困难阶段，领导干部

要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挺身而出、

直面挑战，带领部门对照年度工作任

务，分解小目标，倒排时间点，拼尽

全力完成好工作。各生产厂要严格指

标控制，减少开停车次数，提高装置

运行效率。继续加大新牌号及高端产

品的研发力度，提升产品竞争力。各

销售部门要进一步打造技术型销售队

伍，深挖市场潜力，拓宽市场领域，

做好新产品市场储备，打响企业品牌

战。因此，各项目相关部门要与时间

赛跑，保障工程进度“一天一个样”，

随时调整施工计划，适时增派人员，

加快建设步伐，严格把关施工安全与

质量，猛攻猛打全力冲刺，确保完成

建设目标。 

凝聚“一往无前”的力量。各部

门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员

骨干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深入一线

增强团队凝聚力。一线部门之间要实

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推广好的经

验做法，互帮互助、相互借鉴，共同

攻关破难题。各职能部门要优化工作

流程，提高工作水平，强化为生产一

线、市场一线和项目一线的服务意识。

增强协作意识，团结一切力量，全力

以赴高质量完成各项既定目标任务，

决战决胜四季度，圆满完成 2022 年目

标任务。

具体而言，包括：把握关键环节，

全力提升安全管控。HSE 部要进一步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的修订与发布，组

织全员参与安全风险辨识分析和工艺

操作过程风险分析，突出重点、精准

定向，创新安全教育培训方式。持续

抓好“晨会”制度落实，加强仓库红

外测温系统安全监控，提升制度执行

力度与安全监管力度。提前做好“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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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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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四防”工作，完成所有防冻薄弱点、

冬季易冻点的排查整改。各生产厂开

展停电、停气、停车等应急预案演练，

提升全员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确保

高效生产，全力优化装置运行。氯碱

厂持续关注电解槽运行参数，保证各

单元运行达到最优状态。氯乙烯厂将

氧氯化及高温氯化运行参数等重要指

标责任到人，及时调整小波动，定时

更新长期规律。聚氯乙烯厂控制好有

机废水、母液水稳定输送，避免指标

波动，继续开发新牌号产品。聚苯乙

烯厂逐项消除瓶颈，优化设备性能。

试生产高端透苯，提升产品质量。苯

乙烯厂、偏硅酸钠厂优化控制，精心

操作，做好设备维护，提高关键设备

使用效率和自动化水平，持续降低能

耗、物耗。 

紧推项目进度，全力保证施工进

度。各部门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

的原则，高效配合，确保各环节紧密

衔接。项目办周密调整项目施工计划，

充分发挥人员能动性，及时解决难题，

优化施工方案，提高施工效率。提高

抽检频次，加大对关键节点的质量监

督，确保施工质量。双酚 A 厂、环氧

氯丙烷厂及相关部门严格按照项目进

度安排，抓好手续办理、设备招标采购、

现场装置安装监护、试车方案编制、

人员培训等工作，坚持建设目标不动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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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各部门第一时间学习贯彻

会议精神，周密部署工作，坚定信心、

奋勇向前，全力打好四季度攻坚战，

确保公司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因此，四季度面对多重挑战叠加

的冲击，广大干部职工要坚定“一以

贯之”的信心，拿出“一鼓作气”的

拼劲，凝聚“一往无前”的力量，以

更硬作风、更好状态、更强能力合力

攻坚冲刺，勇夺全年胜局。坚定“一

以贯之”的信心。越是困难时刻，越

要坚定信心。今年前 9 个月，在海湾

集团和公司领导班子科学部署下，各

部门加强管理，应时而变，企业整体

安全生产局势稳定，产品产量、质量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党建工作一直位于海湾化学的重中之重。
Party building has always been a top priority of Haiwan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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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童  

崇德向善，凝聚新征程的奋进力量

Upholding Virtue and Kindness, Pooling Efforts to Forge Ahead in 
a New Journey

一个个“中国好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激动人心的语言，在平凡的生活中书写

着责任和信念，传递着人间温暖，让幸福美好之花在我们身边处处绽放。他们的事迹告诉我们，

只要多做举手之劳的好事，多办惠及他人的实事，聚细流为江河、积小善为大善，就能让爱的

焰火照亮每一个角落，让高尚的种子播撒到每一块土地，让道德的力量折射出更加耀眼的时代

光芒。

今年8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充分肯定李培生、胡晓春的敬业奉献精神，勉励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榜样作用。（图 / 邴起新）
On August 13 this year,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replied to a letter from Li Peisheng and Hu Xiaochun, two workers of Huangshan Scenic Area. In his reply 
letter, Xi fully affirmed their dedication and encouraged them to continue to play the exemplary role of "Good People of China". 

行走自如。20 多年来，李培生累计放

绳高度达 1800 公里，相当于 200 次登

顶珠穆朗玛峰。

一个人守护一棵松，一守就是 12

年。这是“中国好人”胡晓春的故事。

为更好保护迎客松，黄山风景区派专

人对迎客松进行24小时的特级“护理”。

迄今，在所有“守松人”当中，胡晓

春虽然最年轻，但守松年限却是第二

长的。

除了观察树皮、梢头、枝丫、冠

顶之外，胡晓春每天的巡检细致到连

松针都不放过。李培生和胡晓春相识

多年，敬业奉献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他们一起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班，在学

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时，

两人萌发了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念

头。信中，李培生和胡晓春表达了为

守护美丽黄山、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

量的决心。而他们这封饱含热忱的信，

也收到了回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

们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

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

丽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

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你

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

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

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

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鼓舞人心的“好人力量”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好人”重要回信精神，贯

彻落实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座谈会和

省委宣传部座谈会精神，广泛宣传青

岛市道德模范感人事迹，聚力打造“青

岛好人”形象品牌，进一步在全市形

成崇德尚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

浓厚氛围，近日，中共青岛市委宣传

部举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道德模范媒体见面会。

座谈会邀请了中国好人、第六届

全国和全省道德模范宁允展，中国好

人、2021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王仁江，第八届全省道德模范吕文强，

中国好人、第七届全省道德模范刘洪

海，山东好人、青岛市文明市民陈瑞

平与媒体见面交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一个平

凡的人，都在用不平凡的方式前进。

见面会上，道德模范们用感人的述说

生动诠释了生命的厚度、美德的力量。

敬业奉献，就是要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作为国内第一位从事高

铁转向架“定位臂”研磨的技术工人，

宁允展钻研、总结出一套“风动砂轮

纯手工研磨操作法”，打破高速动车

组转向架生产瓶颈难题，研磨出的定

位臂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肯定。“从

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攻关技术难题、

破解技术瓶颈。当看到一列列高速动

车组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和

同事们的内心充满喜悦。”对于下一

步工作，宁允展这样说：“干工作要

踏踏实实，要把工作做到极致，将产

品做成精品，尤其是高铁这个关系国

家荣誉、关乎百姓出行安全的行业，

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不是完人，

但我的产品一定要完美，这是身为高

铁工人应有的追求。”

“和我的战友们相比，我能活下

来已经很幸运了。不管现实有多困难、

路途有多遥远，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兄

弟，都会牢记战前的生死承诺，替牺

牲的战友们尽孝，完成他们最后的心

愿。”一份“生死盟约”，换来的是

王仁江 37 年的用情守护。“问我是什

么力量一直支撑着我坚守承诺，其实

今年 8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

晓春回信，充分肯定了他们敬业奉献

的精神，勉励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

榜样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在

江淮大地引发热烈反响，令人鼓舞，

催人奋进。

不凡的“中国好人”
李培生是黄山景区的一名环卫放

绳工，这份工作需要在悬崖峭壁上拣

拾随风落入山谷的塑料袋、游客掉下

的物品。从开始的陌生和恐惧到后来

的驾轻就熟，李培生经历了一次次的

心理突破，凭借一根绳索，在峭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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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孝敬老人不能挂在嘴边，更要

有实际行动。”陈瑞平说。

近年来，青岛深入推进思想道德

建设，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等先进模范选树宣传。截至目前，

在道德建设领域，青岛共评选出“感

动青岛”道德模范 211 名、文明市

民 1240 名。其中，4 人当选全国道

德模范、5 人获提名奖；42 人当选

全省道德模范、44 人获提名奖；103

人荣登“中国好人榜”，507 人当选

山东好人。全国全省道德典型数量

居省内前列。模范、好人榜样的持

续涌现，有力推动青岛公民道德建

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建设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注入了

强大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新气象，文明之花处处

盛开；新时代，新作为，榜样力量处

处彰显。“中国好人榜”上，一张张

朴实面孔，一个个感人故事，谱写了

一曲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赞歌。

榜样的带动作用超乎想象，每一个平

凡的人，都在用不平凡的方式前进，

诠释生命的厚度、美德的力量。模范、

好人榜样的持续涌现，将推动青岛市

公民道德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建设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注入

强大精神力量。

To further study, publicize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reply letter 
to the "Good Samaritans of Chi-
na",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symposium held by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Civilization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Shan-
do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widely publicize the moving deeds 
of the moral models of Qingdao, 

build the image brand of "Good 
Samaritans of Qingdao", and fos-
ter a strong atmosphere of up-
holding virtue and kindness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held a press 
briefing of moral models themed 
"Forging ahead in a new journey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a new 
era".

The press briefing invited Ning 
Yunzhan, winner of the "Good Sa-
maritans of China" and the sixth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moral mod-
el, Wang Renjiang, winner of the 
"Good Samaritans of China" and the 
"Touching Qingdao" moral model 
in 2021, Lyu Wenqiang, winner of 
the eighth provincial moral model, 
Liu Honghai, winner of the "Good 
Samaritans of China" and the sev-
enth provincial moral model, and 
Chen Ruiping, winner of the "Good 
Samaritans of Shandong" and the 
"Civilized Citizen of Qingdao", to 
meet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media.

从普通市民到荣誉加身的“中国好人”“道德模范”，刘洪海一直坚守着一个原则：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图 / 杜永健）

From an ordinary citizen to a winner of the honorary titles of "Good People of China" and "Moral 
Model", Liu Honghai has always adhered to one principle: to be a man, one must follow one's conscience. 

近年来，青岛深入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模范选树宣传。（图 / 杜永健）
In recent years, Qingdao has made vigorous efforts to raise people's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and extensively promoted the selection of role models such as moral models and good people around us 
and publicized their deeds. 

很简单，牺牲战友的爹娘就是我的爹

娘，我只是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孝义。

言必信，行必果，这不仅仅是抚慰老

人们的丧子之痛，告慰那些生死与共

的战友，更是我们对保家卫国信念的

坚守。只要我还有能力，就会尽力为

我的战友们、为需要帮助的人、为社

会做点事。”王仁江说。

“1977 年，我踏上教师岗位。那

时在偏僻的农村学校，有不少因家庭

困难而濒临辍学的孩子，从他们身上，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在自

己有一定能力时，我不想眼睁睁看着

他们没有学上。”对于吕文强而言，

教育的意义就在于用知识回报知识，

用爱唤醒一颗颗真善美的种子。如今，

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吕文强依然奔走

在家访路上，“放心不下。从踏上教

育岗位的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就是

为教育而生的。看到孩子们的笑脸，

我心里踏实，只要学生们有需要，我

随时出发！”

今年 51 岁的刘洪海是青岛西海岸

新区辛安街道澳柯玛小区的居民，从

一个普通市民到荣誉加身的“中国好

人”“道德模范”，刘洪海一直坚守

着一个原则：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2015年春节刚过，邻居家不慎失火，

刘洪海眼看火势越来越大，顾不上危

险，只身拎着灭火器进行扑救。最终，

火被扑灭了，刘洪海却在救火中摔断

了右腿。这样的义举还发生在 2017 年，

独自来青打工的山西小伙吕伟亮，突

发重病倒在刘洪海的面前。虽然跟他

素昧平生，但刘洪海没有视而不见，

而是将他送往医院抢救。如今，刘洪

海专门成立了公益组织从事救援工作，

多年的救援经历让刘洪海深刻感触到，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成

立救援队，带动更多的人急人所急、

热心公益，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的故事很简单，在我看来只

是尽了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对于

自己的故事，陈瑞平这样概括。2012年，

岳父患胃癌，除去医保报销的费用，

先后花费医疗费 37 万元，陈瑞平没有

丝毫犹豫，卖掉 120 多平方米的惟一

住房换了一个实际使用面积只有 52 平

方米的顶楼，为岳父治病。2018 年，

陈瑞平的父母相继患上大病，为方便

照顾 4 位老人，陈瑞平和爱人就把两

边老人都接到了 52 平方米的两居室，

一家 7 口一起生活，在他和爱人的悉

心照料下，如今 4 位老人身体状况平

稳，日益康健。“俗话说，百善孝为先。

孝敬父母是各种美好品德中最重要的

品德，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

近日，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举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道德模范媒体见面会。（图 / 杜永健）
Recently,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held a press briefing on moral models themed "forging ahead on the new jour-
ney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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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共 1126人，“侨留守儿童”

就有近 200 名。通过侨情摸排普查，进

一步摸清侨胞的底数，积极主动与侨界

人士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也为下一步

开展更贴心、更适合侨眷的日常服务打

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侨务阵地建设
搭建服务侨界平台

为了更好地关爱侨界留守儿童，中

共莱西市委统战部充分挖掘整合优势

资源，大力加强侨务工作阵地建设，在

姜山镇新村社区服务中心创建“为侨服

务示范单位”“侨星苑”各1处，设立了

图书室、健身室、心理咨询室、法律服务

站等活动载体和交流平台，建立了走访、

慰问、联谊等网格化服务等工作制度，

将其打造成侨胞侨眷联络联谊、互帮互

助、开展活动的重要阵地，使侨务工作

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依托侨务阵

地，开展侨法宣传活动，利用社区橱窗

张贴宣传海报，编写《涉侨服务指南》

组织引导侨胞侨眷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将其打造成侨界群众的情感地标和精

神家园。

整合资源发挥优势
倾力提升服务水平

以侨留守儿童需求为导向，中共莱

西市委统战部搭建了“教师 + 社工+志

愿者”的服务团队，系统整合多元社会

力量，精准对接需求与资源，让更多的

人参与服务，形成良性合力，把关爱活

动从个人、家庭、社区层面上升到社会

层面，构建起侨留守儿童全面成长成才

的多元保护体系。

依托思迈优能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现有的场地、教室和设施，进行修缮并

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依靠教师和志愿

者进行管理，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

开展普及性课外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各

There is a group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countryside 

of Jiangshan Town, Laixi City, Qing-
dao. Their parents are the new gen-
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mainly 
bor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who 
have worked overseas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Laixi Committee has been focusing 
on serving overseas Chinese based 

on their actual needs. It insists on 
targeted research, building plat-
forms, and improving services, and 
has taken multiple measure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work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t the 
primary level. At the same time, it 
takes caring for the left-behind chil-
dren of overseas Chinese as a service 
brand and has made unremitting ef-
forts to work on it, and thus remark-
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中共莱西市委统战部把关爱侨界留守儿童作为服务品牌工作常抓不懈。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Laixi Committee: Effrots has been made to continuously pro-
vide care and services for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of overseas Chinese.

文 /张文萱

关爱侨界留守儿童   “为侨搭桥”放飞梦想

Caring for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of Overseas Chinese, Building 
Bridges for Them to Chase Dreams

与传统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不同，在青岛莱西市姜山镇有一群特殊的“侨留守儿童”——

他们的父母长期在海外工作，是以“70 后”、“80 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华侨。他们有的跟随祖

辈生活，有的寄宿在亲友家中，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侨留守儿童”在性格养成方面起伏很大。

针对这一情况，近年来，中共莱西市委统战部以“以侨为本 为侨服务”为重点，坚持精准摸排、

搭建平台、完善服务，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基层侨务工作，把关爱侨界留守儿童作为服务品牌工

作常抓不懈，取得了显著成效。

开展侨情摸底工作
夯实侨务工作基础

为全面掌握“侨留守儿童”动态信

息，及时更新侨情信息数据库，中共莱

西市委统战部每年都会召开专门会议

安排部署侨情摸排普查工作，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依托市、镇、

村三级统战网络以及部门、园区、楼宇

网格员队伍，实行三级联动督导机制，

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工作

网络，通过电话询问、入户走访等做到

应登尽登，及时掌握动态信息，特别是

完善“侨留守儿童”的信息内容，全面掌

握侨情信息。据统计，莱西姜山镇海外

务工、留学及创新创业 5 年以上人员的

类书籍，开设“侨童”小课堂活动，“私

人订制”了“侨童”的绘画、声乐、书法

等一系列兴趣活动，该校老师还为孩子

们开展作业辅导、安全教育、心理辅导等。

积极联络学校构建监管网络，建立“侨

留守儿童”专门档案，对侨留守学生这

个特殊群体，给予更多心理健康的教育

和关怀，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心理状

况关注他们的成长变化，对于侨留守学

生需要解决的困难及时反馈给中共莱

西市委统战部。

依托姜山社工站，中共莱西市委统

战部凝聚各方面力量，开展了“爱国主

义教育”“送健康送文化”“名师送教”“送

消防安全知识”“心理疏导课堂”等丰

富多彩的关爱活动，引导孩子们爱自己、

爱他人、爱祖国，养成积极乐观的心态。

此外，中共莱西市委统战部依托

莱西市蒲公英志愿者服务中心组织招

募志愿者，聘请有爱心又有专业知识的

社会人士和大学毕业生等组成侨界留守

儿童工作队伍，定期对留守儿童进行教

育辅导。每逢重点节假日，如儿童节、中

秋节、春节等，对侨界留守儿童进行慰问，

向侨留守儿童传递快乐和温暖。

（本文图片由中共莱西市委统战部提供）

中共莱西市委统战部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基层侨务工作。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Laixi Committee: Multiple measures has been taken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work on overseas Chinese af-
fair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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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意匠
Beauty in Ingenuity

主办，青岛国信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和福建省

雕刻艺术家协会承办的“美在意匠——

中国工艺美术邀请展”正在青岛云上

海天艺术中心举行。现场，你能欣赏

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美”。

“美在意匠——中国工艺美术邀

请展”集中展出中国当代雕刻名家作

品共计 80 余件，内容以石雕、玉雕、

木雕、漆雕为主，涉及寿山石雕、东

阳木雕、紫砂雕刻等工艺品类，以中

国工艺美术作品的材质之美与雕刻技

艺为媒介，围绕中国工艺美术作品造

物之道，探索工艺美术作品中的中华

优秀文化中的审美观与古老东方文明

的哲思与伦理，展现大国时代工匠的

风采。

据介绍，该展览参展艺术家中不

乏工艺美术各门类的领军人物，如中

国玉石雕刻家林飞、寿山石雕刻家陈

礼忠、根雕艺术家张木芳等，他们的

作品天工开物、巧藉天然，将自然形

态与人工雕琢巧妙结合，材质之美与

雕刻技艺交相辉映。

位于海天中心 T2 塔楼 80 层的青

岛云上海天艺术中心，是目前全国海

拔最高的公共艺术机构。作为一家专

业性、多元化的现当代艺术展馆，青

岛云上海天艺术中心既是对现当代艺

术实践积极探索的呈现，亦有打造可

持续发展的现代艺术机构的愿景，致

力于通过多元的艺术语境，推动青岛

更深入地参与到当代的艺术对话之中。

此次“美在意匠——中国工艺美

术邀请展”是以公益性惠民服务为目

的，旨在丰富岛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并以此作为国庆献礼，通过工艺美术

的创造讲好中国艺术的故事，展现当

代中国工艺美术家的精神风貌。

未来，青岛云上海天艺术中心将

与国内顶尖美术馆、全球知名艺术团

队、国内外新锐艺术家携手，共同打

造形式多样、主题多元的艺术大展，

同时，还将根据展览内容举办艺术公

教活动，让艺术走近生活。

（本文图片由青岛云上海天艺术中心提供）

“美在意匠——中国工艺美术邀请展”丰富着青岛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组图）
The "Beauty in Ingenuity—Invit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enriches the cultural life of 
Qingdao citizens. 

文 /Lisa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衍变，工艺美

术雕刻门类如今已发展为一个极其丰

富庞杂的艺术类型。当代工艺美术艺

术家以传统为根脉，以创新为生命，

以文化为灵魂，在文明的互鉴、文化

的交流、科技的发展中激发了新的创

造力，并在作品的材料、工艺、形式、

内容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学术支持，

青岛国信集团与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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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present, the "Beauty in Ingenuity—In-
vit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is being held at Tsingtao Hai Tian 

View & Art Center.
The exhibition displays more than 80 piec-

es of works of famous contemporary Chinese 
sculptors, mainly including stone carving, jade 
carving,  wood carving and lacquer carving. 
With the beauty of materials and carving skills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works as the medium, 
the exhibition shows the brilliance of the crafts-
men in this era by presenting the way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works are created.

This exhibition is a public welfare event de-
signed to benefit the people. It aims to enrich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people in Qingdao, tell 
the story of Chinese art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rts and crafts, and show the spirit of contem-
porary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artists.

此次展览集中展出中国当代雕刻名家作品共计 80 余件，内容以石雕、玉雕、木雕、漆雕为主。（组图）此次展览集中展出中国当代雕刻名家作品共计 80 余件，内容以石雕、玉雕、木雕、漆雕为主。（组图）
The exhibition displays more than 80 pieces of works by famous contemporary Chinese sculptors, mainly including stone carving, jade carving, wood carv-The exhibition displays more than 80 pieces of works by famous contemporary Chinese sculptors, mainly including stone carving, jade carving, wood carv-
ing and lacquer carving. ing and lacquer carving. 

作品天工开物、巧藉天然，将自然形态与人工雕琢巧妙结合，材质之
美与雕刻技艺交相辉映。（组图）

The works take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and skillfully combine nat-
ural forms with manual carving. The fine materials and outstanding 
carving skills complemen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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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浪漫永不落幕

想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她的文化。想了解青岛，可以去老城区观赏万种风情的百

年建筑，可以在海边吹吹晚风，可以去热闹的夜市寻找烟火气息，也可以通过一场展览，感受青岛蓬勃

发展的艺术文化内核。

Art and Romance Never End

文 /吴彤

的时光，如今也渐渐有了热闹的人气。

它由法国设计师白纳德设计，欧式建

筑砖木结构，经过重新整修后变身为

了一家集画廊与咖啡馆为一体的艺术

空间“21 画 &ZENS T”。作为山东省

首家当代潮流艺术画廊，会不定期的

举办艺术家见面会、限定展品及艺术

家的联名作品出售。

老别墅整体呈白色，设计师在保

留原有墙、顶、地的基础上，楼梯采

用吊装悬空，二楼保持原有的法式孟

萨屋顶，并增加一部分展示隔墙。整

修换新后的大玻璃窗户像一幅幅艺术

作品掩映在天然的绿色中，与 4500 平

方米的庭院融为一起，将青岛的红瓦、

绿树、白墙展现得淋漓尽致。二层建

筑的旁边是一个一层的小平房，国内

知名品牌哲品“ZENS T”新派茶饮在

此入驻，茶与艺术在一栋近百年建筑

里完成了一次新的尝试，“新”与“旧”

碰撞融合出新的形态，为建筑更添迷

人魅力。

近日，这栋焕然新生老别墅也迎

来了它的“首秀”——《在家的流浪家》

展览。

一楼摆满了艺术家张占占的经典

每当谈起艺术，很多人的第一反

应可能是“那离普通人的生活太遥远

了”，但“艺术融入生活”这件事，

其实早已悄然发生，无论是一个杯子、

一盏台灯、一条地毯……都可以成为

进入你生活的“艺术品”。随着青岛

提出“建设艺术青岛，让人文青岛享

誉世界”的美好愿景，越来越多新形

式的艺术展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随着“看展式社交”的兴起，早已打

破了艺术的门槛与界限，也越来越多

的融入到了大家的生活里。

不知道去哪里，不妨看次艺术展

吧，去开启一场关于艺术的思考与体

验。

《在家的流浪家》
藏在百年庭院里的艺术

青岛从来都不缺少美的浪漫氛围，

走在八大关的路上都能感受到浓郁的

色彩美，是属于这个季节的限定浪漫，

太平角一路 18 号打造的艺术展，为这

场浪漫加持了一些星光和童话。

在一片绿树掩映中，有一座白色

的几何型老别墅，安静得伫立在太平

角一路 4500 平方米庭院内已有近百年

小熊摆件，红色与白色的视觉冲击，

可爱至极。墙上一幅幅毛茸茸的兔子

作品随处可见，它们就是本次画展的

主题作品《在家的流浪家》。

《在家的流浪家》灵感来源于疫

情期间林天禄与儿子在家相处的一段

经历。特定的空间里，儿子和平常不

一样的举动激发了林天禄的一些小灵

感，也让他想起了自身对童年印象的

记忆，所以有了“在家的流浪家”这

个主题。墙上的涂鸦、散落的玩具、

棒棒糖、宠物狗等意象无不唤起大小

朋友们对生活中琐碎点滴的即视感，

林天禄通过生动的画风、丰富的色彩，

及可爱的视觉语言投射于画布之上，

别有一番童趣。

看完了展还可以在庭院里逛一逛，

落日的时候金光笼罩着白色的老别墅，

油画般的浪漫感扑面而来，这大概就

是属于青岛秋天的艺术感。

《一颗种子》
可以自己 DIY 的艺术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放下

手机，到美术馆、博物馆等艺术展馆

去近距离欣赏作品、拍照打卡，看展

通过一场展览，感受青岛蓬勃发展的艺术文化内核。（图 / 郝国英）通过一场展览，感受青岛蓬勃发展的艺术文化内核。（图 / 郝国英）
Experience the core of Qingdao's thriving art and culture through an exhibition. Experience the core of Qingdao's thriving art and culture through a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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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式社交”的兴起，早已打破了艺术的门槛与界限。（图 / 郝国英）
With the rise of "Networking at Exhibitions", the threshold and boundaries of art have been broken. 

合性艺术空间，不断地为艺术家们提

供展览、交流、合作的平台，并为公

众提供国际水准的展览、教育、收藏、

社交、体验新生态场域。

UAC 小飞碟数字艺展中心的建筑

外观呈“小飞碟”造型，展区分为地

上两层、地下两层，一楼是金属风格

的咖啡馆，地下一层是展览空间。

已成为年轻人周末休闲娱乐的生活新

方式。

青岛的年轻人再也不必大老远去

看展了，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艺术

的乐趣。UAC 小飞碟数字艺展中心

坐落于李沧区青岛信联天地，创立于

2022 年，是目前青岛市内仅有的一所

以“传递城市艺文生活”为宗旨的综

UAC 小飞碟数字艺展中心以群展

《一颗种子（Be Your Light）》作为开

馆大展，展览呈现了 20 余位国内外艺

术家的 90 件当代艺术展品，包括陈粉

丸、陈镒晗、林万山、宋三土、万朵云、

杜秋锐、分号C（semicolonC）、发现者、

曾晨、谭英杰、李登廷、张弱、方翔、

单晓明、彭磊、奈良美智、村上隆及众

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以雕塑、绘画、

装置和影像等不同媒介，探索当代艺术

与个人的关系，在每个年轻人心里点亮

一束微光、种下一颗想象力的种子。

与“一颗种子”的主题呼应，展

览分为了 3 个展区，为观众提供了一

个可参与的动态场地，观展方式不仅

限于视觉，还包括多维度的感知与交

互体验。

图形设计师李登廷的“万妙观”

亚克力盆栽艺术装置于 2019 年创作，

作品灵感来源于清代宫廷绢本工笔画

《十二月月令图》中的“九月”，其

画面表现了文人雅士将各自珍藏的盆

栽拿出来欣赏的场景；“ENERTEN 

EVERYWHERE”是艺术家单晓明于

2021 年创立的潮流艺术 IP，由 10 个

代表不同含义的能量图形组成，他通

过抽象的线条结构、多元的表现手法，

建立了独有的视觉体系；艺术家万朵

云本次展出的作品，由艺术家在薄木

板上用丙烯酸喷绘完成，薄木板是一

种具有弯 曲属性的弹性材料，兼具二

维和三维的属性，在观看她的作品时，

可以先通过每一件作品的形态和颜色

展开联想，再把它们组合起来，编织

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寓言故事；杜秋锐

的作品有着独特的叙事能力和强烈的

个人风格色彩，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

去观察生活，并把周遭生活中所带的

喧嚣与奇特的气质带入到他的作品中，

创造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神色飞扬、

怪诞奇趣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本

次展出的“Rain Coat Walkers”系列，

灵感来源于他的情伤和上海无间断的

阴雨天，在构图上，杜秋锐想要形成

一种和观众对视的状态，当你在观看

作品时，作品里的人也在看你……

展品主题的跨度之大，从远古的

神秘主义，到科幻的未来文明，一件

件艺术品引导着观众跨越时间与空间

的距离，艺术家们用想象力冲破原始

与科技、过去与未来、存在与感知的

种种边界，给观众们带来不一样的艺

术饕餮盛宴。

与其他单纯只可参观的展览不同，

观众可以在看展的过程中，利用工作

人员给的花篮，收集展厅中各位艺术

家专门放置的“艺术种子”，在主办

方提供的“workshop 区”通过自己的

理解，将它们组合成自己的艺术品，

在自己动手的过程中，又能重新感悟

此次展览的意义：不是每一颗种子都

需要长成一样的植物，不管是谁都可

以肆意生长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一颗种子”的概念具有多重含

义：对于个体而言，它就像每个观众

心中的微光，汇聚成光海，便可驱散

身后之影，体验艺术对现实的反思与

关怀、对未来期冀与展望，并将之内

化成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对于青岛

这座城市而言，它表达了 UAC 小飞碟

数字艺展中心的愿景和初心：一座美

术馆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白盒子，而是

城市中一颗种子，是一个承载艺术灵

感与美学、激发城市活力与可能性的

符号。它根植于土壤，悄无声息地撬

动青岛的文化土地，让不同的价值观

自由生长，让艺术回归生活本身，并

终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二十八宿》
国内首个东方美学元宇宙艺术展

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连看剧都要

开启倍速，然而还有人会用 3 年时间

来打磨1幅画……在美丽的星光岛上，

国内首个东方美学元宇宙艺术展揭开

了它的神秘面纱，以“二十八星宿”

为基础，将古老的东方美学文化用不

同的艺术表达形式进行超梦幻的艺术

演绎，诠释出了华夏文明的宇宙观，

使人不禁沉浸其中。

本年度最特别的展之一，非《万

象森罗·二十八星宿》莫属了。

《万象森罗·二十八星宿》艺术

展是末匠美术馆以“万象森罗”为主题, 

历时 3 年集合不同文化背景的 3 位艺

术家陈梓郁、袁赟、猿十三基于“二十八

艺术家们用想象力给观众们带来不一样的艺术饕餮盛宴。（图 / 吴彤）
Artists use their imagination to bring different artistic feasts to the audience. 

让艺术回归生活本身，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图 / 吴彤）
Let art return to life itself and become a wa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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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宿”进行创作的东方美学元宇宙系

列多媒体交互展 , 旨在令观众欣赏精彩

作品的同时 , 感受到东方美学对不同理

念不同风格艺术创作的包容。

仔细观察门票会发现，1 套门票共

有 28 张 , 每张门票都不同 , 旨在对应

二十八星宿 , 观展可以通过生日获得专

属星宿入场券。

一进展厅，3 位艺术家介绍一目

了然：陈梓郁曾参与电影《侍神令》《封

神三部曲》概念设计，执念于对中式

美学的研究和表达，从中国的传统美

术里寻找灵感，并以自己的风格进行

诠释，通过画作形象，展现对这个世

界的认知；袁赟曾任《封神三部曲》《刺

客列传》《长月烬明》等电影的概念

设计师，擅长运用各种材料构建画作 ,

作品华丽大气，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以

及东方韵味；猿十三曾为电影《侍神

令》概念设计，多年研究中国传统文

化 , 以《山海经》等著作为基础创作

了诸多艺术品，为末匠美术馆特邀艺

术家。

展览分为 5 个区域，有 3 块沉

浸式播放大屏。第一个大屏播出的是

二十八星宿的起源于发展，第二个大

屏对二十八星宿进行详解，第三个大

屏播出的则是二十八星宿的拟人画像。

走上二楼，展厅内展出了许多画像与

雕塑，楼梯间还能见到二十八星宿的

拟人画像……在这里，每一幅作品都

有它自己的故事，通过它们，不止有

东方的美学，还有现代元宇宙多媒体

科技的体现。

此次展览融合东方美学与现代科

技，以多媒体形式再现中国古人对宇

宙的探索，沉浸式体验东方传统美学

与智慧。元宇宙的未来感与东方美学

的相遇，让未来的前瞻与历史的沉淀

在画面中碰撞，通过科技感为传统美

学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

The best way to know a city is 
to understand its culture. If 
you want to know Qingdao, 

you can go to the old urban areas to 
appreciate the European-style build-
ings, come to the seaside and feel the 
wind blowing across your face, visit 
the busy night market buzzing with 
life and get a draught beer, or expe-
rience the core of Qingdao's booming 
art and culture by visiting an exhibi-
tion.

After the good vision of "build-
ing an artistic Qingdao and making 
Qingdao a world-renowned cultural 
city" was put forward at the 13th 
Qingdao Municipal Congress of the 
CPC, more and more new forms of 
art galleries have sprung up. With 
the rise of "Networking at Exhibi-
tions", the threshold and boundaries 
of art have been broken, and there-
fore art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everyone's life.

焕然新生的百年别墅迎来了它的艺术“首秀”。（图 / 潘靖文）
The revitalized century-old villa makes its art "d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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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之下，扬帆未来

日前，备受关注的世界帆船联合会年度颁奖典礼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为表彰青岛为建设“帆

船之都”所做努力，世界帆联授予青岛“世界帆联 2022 主席发展奖”，青岛因此成为年度全球惟一

获奖城市。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

校长曲春代为领奖。

Under the Spotlight, Sailing to the Future

文 /韩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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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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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青岛帆船运动发展之

路受益于 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但更受益于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的

方向指引。十多年持续耕耘、十多年创

新发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对城市发展

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着这些不

利形势，青岛担当作为、勇于创新，对

内推动帆船运动发展壮大，对外致力于

“帆船之都”品牌推广，帆船领域工作

逆势而上，取得长足发展。

打造帆船赛事领军城市：国际高
端赛事、自主品牌赛事齐头并进

多年来，青岛相继引进举办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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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国际皮划艇联合会世界桨板锦标

赛等国际顶级赛事，中国帆船城市超

级联赛、中国家庭帆船赛等国内品牌

赛事也相继落户青岛。世界帆联多次

世界帆联官方网站对此予以报道，

高度肯定青岛在帆船赛事引进举办、帆

船运动推广普及、帆船运动国际交流方

面的工作成果。这也是青岛继 2015 年

获世界帆联“世界帆船运动发展突出贡

献奖”，2016 年获世界帆联“十年御

风城市奖”后，时隔 6 年再次凭借帆船

领域的卓越成绩站到世界领奖台。

世界著名“帆船之都”
扬帆起航、硕果累累

帆船是青岛最具特色的城市名片。

2008 年，奥运会选择了北京，奥帆赛

驶入青岛。百年奥运牵手百年城市，

成为青岛最珍贵的历史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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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青岛相继引进举办了诸多国际顶级赛事和国内品牌赛事。
Over the years, Qingdao has introduced and held many top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domestic brand competitions.

帆船产业活力不断激发。
The vitality of the sailing industry continues to grow.

——青岛荣获“世界帆船联合会 2022 主席发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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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 c t o b e r  2 5 ,  t h e 
eye-catching World Sailing 
Awards was held in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Qingdao 
was awarded the "World Sailing 2022 
President's Development Award" by 
World Sailing in recognition of its 
efforts to develop Qingdao into a 
sailing city, becoming the only city to 
win this award this year in the world. 
Qu Chun, secretary general of Qingd-
ao Major International Sailing Events 
(Festivals)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principal of China Marine Sports 
School, accepted the award on behalf 
of Qingdao.

World Sailing reported on this on 
its website and highly affirmed Qingd-
ao's achievements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holding of sailing events, and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nd in-
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ailing sport. 
After winning the "Outstanding Contri-
bution Award to World Sailing Devel-
opment" of World Sailing in 2015, and 
the "Award of Outstanding City of the 
Decade" of World Sailing in 2016, Qin-
gdao once again stood on the world po-
dium for i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sailing after six years.

表示青岛已成为 2008 奥帆赛后引进国

际赛事最多的亚洲城市之一，成为亚

洲帆船运动领军城市。

并先后创办了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城市俱乐部国际帆船

赛（CCOR）、“远东杯”国际帆船拉

力赛、国际名校帆船赛（中国青岛）、

“上山下海”青岛企业联赛、沿海城

市帆船赛、“琅琊杯”帆船赛、“青岛—

深圳”双城帆船赛等一大批帆船赛事。

与此同时，通过政府搭建的国际化推

广平台，越来越多的社会自主品牌赛

事搭上“帆船之都”顺风车，民间资

本成为激发帆船赛事活力的“新动能”，

企业、个人、政府共同做大原创赛事“大

蛋糕”。“WOB 欢迎来航海”帆船赛、

青岛市帆船俱乐部联赛、青岛市青年

帆船赛、国际中学精英帆船赛（中国·青

岛）等一批新兴赛事陆续涌现，为“帆

船之都”品牌建设注入“新动能”。    

与此同时，青岛更是主动融入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创办与城市

发展定位相匹配帆船赛事。立足胶东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串联滨州、东营、

潍坊、烟台、威海、日照、青岛等半

岛沿海城市，重点打造“山东港口杯”

仙境海岸半岛城市帆船拉力赛；成立

沿黄河流域省（区）城市体育发展联盟，

举办沿黄河流域体育与活力城市体育

对话；加强沿海城市交流，与澳门联

合创办“永利杯”青澳国际帆船拉力赛，

途经青岛、宁波、厦门、深圳、珠海、

澳门，打造国内最长帆船拉力赛。

滋养帆船普及沃土：青少年、群
众性、竞技性帆船运动全面发展

在推动帆船运动普及的同时，紧

抓帆船竞技人才培育，在这一过程中，

青岛更是培养了一批中国乃至世界帆

船运动的领军人才。郭川作为中国职

业帆船第一人，创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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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成

为沃尔沃环球赛冠军队船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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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残疾人双体帆船环

球航行第一人。

引进了赛事、创办了赛事、培养

了人才，在此基础上，青岛要做的是，

更好地普及帆船运动，让帆船从小众

走向大众。于是，我们看到，青岛持

续开展“帆船进校园”和“欢迎来航

海”全民帆船普及活动，让帆船成为

大众能参与、爱参与的时尚运动“新

宠”。2006年启动“帆船运动进校园”

青少年帆船普及活动，建立帆船特色

学校 114 所，累计培训 3.7 万余名青少

年，1万余名青少年获得帆船等级证书，

200 余人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国

家体育总局曾授予青岛“中国青少年

帆船运动推广普及示范城市”。2010

年启动“欢迎来航海”全民帆船普及

活动，10 年来累计 53 万人次参与公益

帆船体验，实现帆船运动与城市生活

的有效衔接。

营造“帆船 +”发展新环境：
帆船产业活力不断激发

为发展好帆船水上体育运动，在

链条上延伸、在层级上拓展，瞄准城

市发展和消费需求结合点，推出“乘

帆品海”精品项目，化帆船运动厚积

力为青岛海上旅游新热点。青岛加速

出台一系列政策办法，研究出台了《青

岛市帆船水上摩托艇旅游管理暂行办

法》，该办法在北方沿海城市形成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海上体育旅游实践

成果。经过一年多运行实践，目前有

60 余条大帆船完成备案。

青岛同步发展以高端船艇装备制

造为代表的蓝色经济带。青岛帆船运

动俱乐部 20 余家，各类游艇制造企业

有 30 余家。青岛玛泽润船艇公司承接

了英国克利伯公司全球招标价值 1 亿

元、12 艘环球远航赛船的建造工作，

标志着青岛大帆船建造水平达到了国

际赛事标准；青岛邹志船厂生产的帆

船远销欧美；青岛银海国际游艇俱乐

部被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命名为中国游

艇 ( 帆船 ) 产业发展基地，成为全国第

一处游艇帆船产业发展基地。

链接国际“朋友圈”：
“帆船之都”青岛走向世界
以帆船为媒，加快青岛与世界的

交融并进。“青岛号”奥运沿海行，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青岛号”大帆船、

“中国·青岛”号超级三体大帆船、“远

东杯”国际帆船赛、“帆船之都·青

岛青年文明号”，“青岛号”大帆船

成为了世界认识青岛的重要媒介。今

年 7 月，“ 青 岛 号” 荣 获 2019——

2020 克利伯帆船赛赛季总冠军，创下

参赛以来最好成绩，中国驻英国大使

郑泽光亲临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为

“青岛号”颁奖，青岛帆船元素国际

曝光度空前。

青岛还与国际奥委会、世界帆联、

世界奥林匹克城市联盟、国际 OP 级别

帆船协会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广泛

开展国际帆船运动和文化交流活动，

宣传推广“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寻

求对青岛帆船运动发展的指导与支持。

与德国、法国、西班牙、韩国、俄罗

斯等 20 多个国家和城市的帆船协会、

帆船俱乐部开展帆船运动国际交流。

通过高端帆船赛事和节庆活动，以“线

上 + 线下”的方式，搭建交流平台。

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与

德国基尔帆船周、法国布雷斯特航海

节结为友好节庆。

重新启航踏上新征程，
“帆船之都”城市建设谱新篇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高屋建瓴、

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报告指出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为全国体育战

线明确了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为未

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体育事业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这也代表着举国奋进

的号角已经吹响。青岛将始终瞄准体

育强国建设目标，立足体育强市建设

基本任务，以在全省勇当龙头、在全

国争先进位、在全球彰显特色为引领，

按照《青岛市帆船事业和“帆船之都”

品牌发展十年规划（2019—2028年）》，

在建设“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

进程中，奋力谱写“帆船之都”城市

建设新篇章。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提供）

群众性、竞技性帆船运动全面发展。
The mass and competitive sailing events have achieved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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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体育强市建设  弘扬“帆都”精神  

击鼓催征稳驭舟，奋楫扬帆启新程。10 月 25 日，青岛被世界帆船联合会授予“世界帆联 2022

主席发展奖”，成为年度全球惟一获奖城市。据了解，“世界帆联主席发展奖”每年仅产生一个，

往年有个人获奖、也有城市获奖，今年青岛凭借帆船运动发展、普及、推广方面工作成绩获此殊荣。

Building a Strong Sports City,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Sailing City

文 /韩海燕

世界帆联主席李全海在视频中说

到，青岛在奥运遗产利用和帆船事业

发展方面发挥表率作用，奖项的授予

代表着世界帆联对青岛的肯定和期待，

希望青岛未来能为世界帆船事业再创

新绩、再做新贡献。同时，他表示，

青岛积极参与举办更多国际活动，既

是世界帆联的愿望，也是世界帆船爱

好者的需要，期待青岛在国际帆船舞

台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席张

小冬在视频中表示，青岛的帆船运动发

展率先走在了前列，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不仅为中国帆船运动发

展注入了活力，也为中国帆船运动国际

影响力的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

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青

岛航海运动学校校长曲春通过视频分

享了领奖的感受，他表示，世界帆联、

国际帆船界对青岛的帆船事业发展的

认可广泛而一致，青岛获得“主席发

展奖”实至名归，这份荣誉应该归于

青岛市政府，归于青岛市人民。

青岛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体育总会主席，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

（节庆）活动组委会秘书长车景华认

为，“世界帆联主席发展奖”来之不易，

这是青岛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

指示精神的见证和标志，是对青岛着

力打造“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弘扬“帆

都”精神、提升体育软实力的褒奖和

肯定，更为青岛帆船运动发展、体育

事业奋楫扬帆提供了信心和动力。

为打造“帆船之都”品牌，进一

步扩大宣传效果，提升城市影响力，

11 月 1 日，青岛荣获“世界帆联 2022

主席发展奖”座谈会暨媒体见面会在

青岛奥帆中心媒体中心顺利召开。

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常务副

会长、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 ( 节

庆 ) 活动组委会副主席臧爱民，青岛市

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体育总会主

席、组委会秘书长车景华出席座谈会，

青岛市体育局、青岛奥促会、国家体

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青岛旅游

集团、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山

东港口游轮文旅集团等单位相关领导，

帆船运动俱乐部等相关单位和企业代

表以及媒体记者等参加座谈，共同分

享青岛新获荣誉的喜悦、共同谱写青

岛帆船事业新篇章。

青岛以帆船为载体，深入传承奥运精神，“帆船之都”也成为了青岛的城市名片。
Qingdao takes sailing as the carrier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Olympic spirit. The Sailing City brand has also become a hallmark of Qingdao.

青岛荣获“世界帆联 2022 主席发展奖”座谈会暨媒体见面会在青岛奥帆中心媒体中心顺利召开。
The Qingdao Winning the "World Sailing 2022 President's Development Award" Symposium and Media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Media Cen-
ter of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青岛荣获“世界帆联 2022 主席发展奖”座谈会暨媒体见面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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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ober 25, Qingdao was 
awarded the "World Sail-
ing 2022 President's De-

velopment Award" by World Sailing, 
becoming the only city to win this 
award this year in the world. It is un-
derstoo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recip-
ient of the "World Sailing President's 
Development Award" every year. Pre-
vious award recipients include indi-
viduals and cities. This year, Qingdao 
won this award for its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sailing.

To build the brand of Sailing City, 
further expand the publicity effect 
and enhance the city's influence, the 
Qingdao Winning the "World Sailing 
2022 President's Development Award" 
Symposium and Media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November 1 at the  
Media Center of Qingdao Olympic Sail-
ing Center.

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常务副

会长臧爱民分享了获奖感受，她表示

成绩可喜可贺，感谢社会各界对帆船

事业的发展关心和支持，从奥帆赛到

后奥运，青岛始终以打造“帆船之都”

为定位，坚持不懈、不断传承，未来

期待青岛积极创新、克服困难，继续

以“世界著名帆船之都”为目标，争

当全国帆船运动发展领头羊、亚洲帆

船运动领军城市。

“帆船之都”解码青岛体育产业
众所周知，体育强则中国强，国

运兴则体育兴。不同时期赋予体育不

一样的时代内涵，如今，体育早已与

生活紧密相关。

帆船是青岛独有的城市元素，也

是这座海滨城市的亮丽标签。海域辽

阔，岸线曲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为青岛开展帆船运动埋下伏笔。

青岛与帆船，早在百年前便有了

交集，115 年前，德国在青岛举办海上

帆船比赛，青岛与帆船的故事自此展

开。上世纪初，中国第一个帆船俱乐

部在青岛诞生，作为当时的“冷门”

项目，帆船体育在青岛正式“登陆”。

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沉积，

2001年青岛适时提出打造“帆船之都”，

提出建设国际帆船运动中心城市的战

略目标。

2008 年，奥运会选择了北京，奥

帆赛驶入了青岛。青岛作为北京奥运

会帆船比赛承办城市，见证了中国帆

船运动第一枚金牌的诞生。青岛以帆

船为载体，深入传承奥运精神，“帆

船之都”也成为了青岛的城市名片。

自奥运之后，青岛帆船运动驶入

发展的快车道。10余年间，青岛开展“帆

船运动进校园”普及活动，输送的运

动员在历届省级和国家级赛事中获得

将近 200 枚金牌；“欢迎来航海”活

动持续免费向市民普及帆船运动知识，

理论结合实践，打通帆船运动进群众

的基础，截至目前，青岛已有 50 余万

人参加帆船培训。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青岛从

事帆船运动的人口基数也在不断增长，

从郭川、宋坤到刘学、徐京坤到高君、

郑毅，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代表青岛、代

表中国，走向世界帆船的舞台。现今帆

船运动在青岛青少年间得到广泛普及，

帆船运动项目也从“冷门”走向大众，

探索出体育运动普及的新模式。

2015 年，世界帆船联合会授予青

岛“世界帆船运动发展突出贡献奖”。

2016年，世界帆联、亚帆联授予青岛“十

年御风城市奖”。2017 年，中帆协授

予青岛“中国帆船运动发展突出贡献

奖”。这些奖项不仅是对青岛在帆船

项目全面发展过程中做出努力的肯定，

更彰显了青岛在时尚体育领域打造项

目样板的决心。

不止于发扬，更注于拓展。后奥

运时代的青岛，成功举办了多项国际高

端帆船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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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帆会杯”国际皮划

艇联合会世界桨板锦标赛……多项体

育赛事的举办为青岛聚集了大批流量，

也为建设全球知名体育城市和国家体

育中心城市打下夯实基础。

从无到有，青岛这座海滨城市持

续发展、不懈努力，打造出独一无二

的“帆船之都”。如今的青岛已经从

奥运城市升级到亚洲帆船的领军城市，

“帆船之都”的形象更是深入城市肌理。

某种意义上讲，帆船运动中不惧

风浪，勇于挑战的运动精神与青岛百

年间不断开放、积极进取的城市灵魂

高度契合。青岛优越的自然条件发扬

了帆船运动，帆船运动也向世界展现

了青岛的城市魅力，助力了青岛体育

产业的高速发展，这是帆船运动与青

岛的双向赋能。

总而言之，2008 年奥运会帆船赛

和残奥帆赛使青岛正式登上世界帆船

舞台。而“后奥运时代”，青岛始终

坚持传承奥运精神，紧抓每一个发展

风口，勇于开拓、大胆创新，以帆船

为媒，加快与世界的交融并进，不断

提升青岛的国际美誉度和影响力。例

如 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在英国伦敦起航，

卫冕冠军“三亚号”携手连续 8 届参

赛的“青岛号”和首次加入的“珠海

号”，与其他 8 支赛队一起开启航程

超过 4 万海里、为期 1 年的环球航行。

按照原计划，11 支参赛船队出发后将

跨越大西洋行至南美洲，随后从南大

西洋行至南非，再经南大洋的西风带

至澳大利亚西海岸、东海岸，然后回

到北半球至中国赛区的3个停靠城市：

三亚、珠海和青岛，再从青岛出发跨

越太平洋至美国西海岸，通过巴拿马

运河转至美国东海岸，接着再次穿越

大西洋，最终返回英国，完成横跨五

大洋六大洲、经停 15 个城市的环球

航海之旅。然而，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蔓延，受此影响，2019—

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组委会宣

布 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剩余赛事将延期举行。

2022 年，春暖花开，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再次扬帆起航。

3 月 20 日，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

球帆船赛从菲律宾重启出发，11 艘赛

船承载着百余名非职业航海选手踏上

了一段新的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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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大洋跨

越和八个赛段比拼之后，“青岛号”

获得 2019—2020 克利伯帆船赛赛季总

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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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克

利伯环球帆船赛作为青岛参加的第一

项著名国际帆船赛事，也成为青岛建

设全球知名体育城市、国家体育中心

城市，深化“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

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

之城”的重要对外宣传载体和国际交

流平台，加强了青岛与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的体育、商务、

旅游、文化交流。如今青岛又再获世

界帆联颁发荣誉，青岛帆船事业得到

了全面发展，获得世界帆联高度肯定，

全面提升了青岛帆船在国际舞台上的

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加快

建设体育强国”，这也为青岛体育工

作指明了方向。“帆船之都”城市品

牌建设与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的“六

个城市”定位高度契合，与“活力海

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城市愿景

相辅相成。下一步，将以新成绩为新

起点，瞄准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立足

体育强市建设基本任务，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坚持修内功、拓影响，助

力建设“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

城”，奋力谱写“帆船之都”城市建

设新篇章。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提供）

从无到有，青岛这座海滨城市持续发展、不懈努力，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帆船之都”。
From scratch, Qingdao, a coastal city, has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build a unique Sail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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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金秋沙滩盛会，共赏山海岛城之美

山海之间，红瓦绿树，汇泉湾万顷波澜，第三十一届青岛国际沙滩节如约而至。本届沙滩节以“唱

响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对沙滩节各项活动进行了全新设计，打造了 18 个版块别具一格的

“五味”节庆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31 年，青岛国际沙滩节凝聚着往昔峥嵘岁月所沉淀下

的沙滩文化底蕴，也挥洒着属于新时代的浪漫蓬勃。

Meeting at the Beach Festival in Golden Autumn, Enjoying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Qingdao

文 /刘文秀  图 /王勇森

少数民族伉俪，他们在汇泉湾畔重温当

年的山盟海誓，接受现场人民群众的深

情祝福。”王磊热情地介绍着。据介绍，

第 31 届青岛国际沙滩节由青岛市沙滩

排球协会、青岛沙滩雕塑艺术中心、青

岛市柔道协会、青岛市朗诵艺术家协会

等团体组织举办，共计 17 项活动，其

中体育和艺术类比赛 11 项，艺术展演

展示和婚庆活动 6 项。

可以说，以“唱响新时代、奋进

新征程”的第 31 届青岛国际沙滩节充

分展现着全市人民为建设“活力海洋之

都、精彩宜人之城”而努力奋斗的精神

风貌和时代活力。

不忘初心扬帆远航，期待再相约
不渝传承，不息探索。不论是老当

益壮，还是年富力强，一代代“沙滩人”

承前启后，共同传承见证着沙滩节的重

要成长。聊起沙滩节未来的发展，王磊

深情脉脉地说：“还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31 年也由衷感谢组委会和所有

工作人员的努力付出，大家同心同德陪

伴青岛国际沙滩节成长到现在。另外，

我们即将举行青岛国际沙滩节总结会暨

沙滩文化研讨会，进一步讨论沙滩节未

来发展，真正做到从沙滩走向世界，让

世界了解青岛沙滩的魅力和生命力。”

青岛市朗诵艺术家协会会长、第

31 届青岛国际沙滩节主持人张晋青则

说，“青岛国际沙滩节更多是民间活动，

未来，青岛国际沙滩节还是会争分夺

秒、开源节流、广开言路，在创新中

传承沙滩文化和沙滩精神，坚持不懈

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庆活动形式，

向世界宣传青岛的时尚和活力，为青

岛高水平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贡献沙滩

人力量。”

人的家乡归属感、认同感和沙滩情怀，

使得组建沙滩节组委会工作专班，号召

团结各协会参与，多次开会论证方案，

始终做到弘扬时代主旋律，创新打造沙

滩文化盛会，这些都是青岛国际沙滩节

走过 31 载的底气和自信之基。如今青

岛国际沙滩节已然成为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节日，是青岛艺术城市建设融合

发展的生动实践，是青岛创建文明典范

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沙滩走向世界
而立之年再展佳篇

时间如白驹过隙，当年的欢声笑

语与壮志凌云就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

清晰。31 年后的今天，再次相聚在汇

泉沙滩，举办第 31 届青岛国际沙滩节。

王磊介绍说：“经过青岛市政府新闻办、

市文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社科联等

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今年青岛国际沙

滩节组会委会对各项活动进行了全新

设计，打造了别具一格的“海洋味”“民

俗味”“文化味”“艺术味”“国际

味”的 18 个版块节庆活动，包括沙排

赛、沙雕大赛、沙滩婚庆、沙滩花键、

沙滩空竹、沙滩柔道公开赛、沙滩鱼拓

艺术画大赛、沙滩诗歌朗诵会、沙滩

够级邀请赛、沙滩音乐之声等活动。”

其中，沙滩冬泳代表了“海洋味”，沙

滩空竹和毽球代表了“民俗味”，沙滩

诗歌朗诵会和沙滩音乐之声代表了“文

化味”...... 沙滩节活动亮点众多，吸引

了很多市民参与。“另外，今年的沙滩

婚庆活动与以往也有很大变化，我们邀

请 31 对在青岛工作生活的劳动模范和

缘分与爱意：
“沙滩人”的沙滩精神

1992 年，伴随着青岛改革开放的

春风，王磊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宣传

部《沿海经贸》杂志社做记者编辑工作。

在一次偶然的业务拜访中，众人提议

“沙滩排球赛在国外风靡一时，青岛有

着得天独厚的沙滩，我们为什么不搞一

个沙滩活动”，之后王磊便积极响应共

青团青岛市委的号召，开始“摸着石头

过河”筹办沙滩节活动，用沙排赛和沙

滩雕塑大赛拉开了第一届青岛国际沙

滩节的序幕。1996 年，青岛沙滩文化

协会正式成立，王磊担任青岛沙滩文化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也标志着青岛国

际“沙滩节”逐渐走向成熟。

再回首，“沙滩人”热泪满怀诉衷情。

“最怀念的还是1998年沙滩节的筹办，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主题沙雕、

沙滩拔河等各项活动，市民积极参与，

热血声援抗洪救灾，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特别感动”王磊激动地回忆着。“年年

难办年年办，坚持到现在，离不开沙滩

人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还

有心中那份难舍的沙滩情怀”。

作为城市文化的亮丽名片，青岛

拥有得天独厚的黄金海岸，而作为青岛

Themed "singing in the new 
era, forging ahead on a new 
journey”, the 31st Qingd-

ao International Beach Festival held 
unique activities with marine, cultur-
al, arti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rac-
teristics, including folk activities. It 

has now become a festival with dis-
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an 
interview, Wang Lei, founder of the 
beach festival, talked about his bond 
with Qingdao’s beach with much af-
fection, the behind-the-scene stories 
of his pursuit to present a wonderful 

beach cultural event for the city, and 
the plan for the beach festival.

This International Beach Festiv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carry forward the founding spir-
it of the Party and jointly create a 
better future in the new era.

青岛国际沙滩节组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磊。
Wang Lei,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Beach Festival.

本届国际沙滩节成为弘扬建党精神、共创新时代美好未来的重要平台。本届国际沙滩节成为弘扬建党精神、共创新时代美好未来的重要平台。
This International Beach Festiv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carry forward the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and jointly create a better future in the new era.This International Beach Festiv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carry forward the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and jointly create a better fu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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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里的湛山尽显山海城湾一体的青岛特色。（图 / 潘靖文）秋日里的湛山尽显山海城湾一体的青岛特色。（图 / 潘靖文）
Zhanshan in autumn ful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ngdao that integrate the mountains, the sea and the bay. Zhanshan in autumn ful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ngdao that integrate the mountains, the sea and the bay. 

桂花香中 钟声悠长
湛山寺坐落在青岛市东部湛山西

南、太平山东麓，1934 年开动工，

1945 年落成。佛寺面积 1.5 公顷。山

门有两石狮，传为明代遗物。寺前石

砌莲花池，为放生处。院内有大雄宝殿、

三圣殿、天王殿及客舍，殿后为藏经楼，

旧藏佛经 6000 余册及古代佛像。寺后

东侧小山有八角七级砖塔，耸立云表。

寺院南对黄海，东、西、北三面，浮山、

湛山、太平山屏列，“青岛十景”之一“湛

山清梵”说的就是湛山寺。

湛山寺倚山而建，从山门到藏经

楼共四进，皆仿明代宫殿建筑，明柱

外露，木石结构。全寺分中、西、东 3

个院落。中院有天王殿、大雄宝殿、

三圣殿、藏经楼。寺西院有倓虚法师

纪念堂、三学堂和齐堂。东院设有安

养院和素香斋，供老僧颐养天年及宾

客食宿。寺东南有药师琉璃光如来宝

塔，与寺相辉，人登塔上，可尽览青

岛的山海风光。湛山寺前蓄山泉之水

而成放生池，池畔有兰亭，白玉观音

菩萨立于池中，白玉栏杆护清波，水

天一色洗尘埃。

作为青岛市区内惟一的佛寺，湛

山寺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放空自己的地

方。一早进寺，去放生池边喂喂摇曳

的锦鲤和慢吞吞的乌龟，为这个清晨

增添不一样的活力。进入院子，莲花

灯的花蕊跳跃着火焰，卷起清幽的檀

香。恰逢寺院内桂花盛开时，院内的

香味就更浓郁起来，满园都沁满了甜

香，不出远门也能游个秋。寻着钟声

就能找到素香斋，这里提供“观音面”

和“炸酱面”两种素面，观音面用了

多种菌类吊汤，自然拥有了一种清新

又自然的鲜香，汤头淡雅，香菇、笋、

小油菜做的浇头又韧又爽口，吃上满

满一碗也毫无负担。

无事可做的话，就在院子的石椅

上发发呆吧，你可以发现慵懒的小猫

小狗，或者是被喂养得浑圆的白鸽，

它们在寺里待久了，一点也不怕人，

似乎歪着头也在听钟声。钟声悠长，

尾音绕梁，如有实质一般穿过袅袅烟

雾，荡涤心灵。院里的诵读声不绝于耳，

一切都是最纯净的美好，别有一番禅

意。

秋日午后 来杯咖啡
湛山寺对面的然而咖啡是“寺景

最佳观赏地”，坐在其中能将寺内八

角七级砖塔和毗卢阁尽收眼底，茂密

的草木掩住了部分建筑却又延伸出一

条小道，影影绰绰间引人拥有无数遐

想。然而咖啡的选址原先是为举办画

展，改为咖啡厅后艺术气息丝毫没有

减弱。墙上四处挂的都是以“马”为

核心的水墨画，肆意奔放，周边用干

枯的荷叶、莲蓬作为装饰。店里还有

精巧可爱的小扇子可以免费领取，一

面是“青岛”，一面是“然而”，草

书的大字简单又耐看，拿来当拍照的

道具也相当出片。这些浓厚的中式元

素碰上“咖啡”，就显得更加浪漫有趣。

窗外远远传来钟声，阳光毫不吝啬地

洒进巨大的玻璃窗，美好到让人觉得

时光就定格在这一刻也未尝不可。

店内除了常规的咖啡，还会不定

时推出特调，口味新颖且是青岛“特

供”。最受好评的 Soldier 简直可以称

其为“可以喝的提拉米苏”，口感甜

而不腻，顶层是手打的咖啡奶油虽然

较苦，底层却是口感醇厚的冰博客牛

奶，里面夹杂着用冷萃咖啡制成果冻，

口感多样，惊喜十足。如果不喝咖啡，

来杯苹果肉桂茶暖饮也是不错的选择。

新鲜熬制的苹果酱与红茶混合，超足

分量的苹果果肉带来清新的自然清甜，

直接用肉桂棒搅拌红茶，肉桂的味道

在茶中进一步释放，所有的味道都被

调和，共同成就了这款挑不出毛病的

饮品。

在然而咖啡的楼下，新开张了然

而食研所。护栏上挂满祈福的香囊，

店外可以歇脚的木椅上放着蒲团，店

青岛之秋，尽在湛山

浮山湾、音乐广场、海滨木栈道、太平角、湛山寺……湛山一带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

大量游客，不论是钟声悠远、秋叶金黄，还是茶香氤氲、咖啡惬意，秋日里的湛山尽显山海城湾一体的青

岛特色，走进这里，享受独属于青岛的闲适吧。

Zhanshan's Autumn, a Miniature of Qingdao's Autumn 

文 /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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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开放式的橱窗正在售卖原创饮品和

Taco，虾仁、牛肉、奥尔良鸡肉……

各种口味都非常出彩，现烘的玉米饼

作为 Taco 的基底，中间加上牛肉粒和

甜椒，搭配黄芥末酱料，满满的墨西

哥风味就扑面而来。

连接山海城的银杏大道
青岛的秋天是美丽的，也是热

闹的，但如果想要追求最幽静的秋

色，那湛山三路的银杏大道一定是

最佳首选。湛山三路的银杏树段长

达 400 多 米， 道 路 笔 直 且 呈 高 低

起伏，两侧的银杏树十分茂密，看

起来空间透视感更为强烈。向路的

左侧远眺，不远处便是东海路摩天

大楼区域，金黄色的银杏叶像是成

为了一道天然的纵向椭圆形边框，

而画框中间就是以“青岛蓝”为背

景的写字楼，城市建筑与自然色彩

相映成趣，现代活力与清幽怡然相

融，视觉冲击力十足的同时，也展

示着青岛的多样风采。顺着湛山三

路一直走到底，就能到达太平角，

从城市的烟火气到宽阔的大海，移

步异景。脚下的木栈道沿着海岸线

延伸，蜿蜒曲折，每个转角都会有

意想不到的景色。一条数百米的银

杏大道，像是连接了山、海、城的

花路，绚烂美好，要向着未来继续

铺开去。

湛山三路的景色被装进每个人的

记忆，也定格在许多人的镜头里。许

多摄影师将这里列为取景地，一对对

新人在此留下了最美的回忆，过路的

人也会忍不住举起手机，留下这个秋

日。除了银杏树，道路两侧还有大量

的红枫，米白色的建筑和红黄色搭配

起来，让季节更替变得“可视化”，

也是在用浓烈的色彩宣告着青岛的浓

浓秋意。2017 年，市南区湛山三路附

近的 5 处老别墅逐步开放，人们可以

近距离接触这里的经典老建筑，也可

以到庭院中赏景休憩，还可以到建筑

内的各种艺术馆游览，这让沉寂已久

的老城名气越来越响，人气也越来越

旺。

位于银杏大道旁的太平湾现代

艺术展览馆由两座欧式别墅及庭院

打造而成。其中，位于湛山三路 2

号的砖木结构别墅建于 1928 年，

1974 年电影《第二个春天》剧组包

括演员于洋、谢芳曾在此居住。著

名表演艺术家秦怡也曾在此居住。

而另一座位于太平角一路 18 号的砖

木结构别墅始建于 1930 年，它由法

国建筑师白纳德设计，拥有一个法

湛山寺内别有一番禅意。（组图 / 王荆）
The Zhanshan Temple exudes a very zen feel. 

式孟萨屋顶和木质阳台，上部是与

屋顶融为一体的雨棚。通过打通两

处院落，太平湾现代艺术展览馆的

庭院和楼宇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

在两座别墅的庭院中有 13 座伊甸园

主题与希腊神话主题的雕塑，这 13

件作品皆为国内雕塑名家对欧洲传

世雕塑的同比例仿作。置身其中，

仿佛已经到了欧洲某个小城，动听

的欧洲交响乐配着这样的艺术作品，

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

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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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山传承历史文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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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重要的青

岛旅游目的地。

湛山一带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组图 / 潘靖文、王荆）
Rich in tourism resources, the Zhanshan area attracts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every year. 

Backed by Zhanshan Temple 
and facing Fushan Bay in 
the south, Zhanshan boasts 

rich tourism resources. The Music 
Square, the Coastal Sculpture Park, 
the stretch of wooden plank roads 
and Zhanshan Temple attract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every year. With 

the bell sound travelling far and 
wide, golden autumn leaves, coffee 
and delicious food, Zhanshan in 
autumn fully displays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Qingdao that integrate 
the mountains, the sea and the bay. 
Come here and enjoy the leisure 
unique to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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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s Offer a Glimpse into Different Worlds and Profound History

杯中有乾坤，一眼看千年

以杯为史，探文明源远
杯子博物馆位于青岛市崂山区株

洲路，占地面积 2100 平方米，精心呈

现征集入藏的材质考究、外观精美、

器型多变、价值厚重的杯盏相关文化

遗产。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前厅，首先看

到的是号称“天下第一大盖碗”的巨

型盖碗，它高 1.1 米、宽 1.08 米。据

杯子博物馆运营部部长曹兰君介绍，

这只大盖碗是他们在景德镇花了 1 年

多时间，经过 3 次烧制才成功的，目

前正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

据悉，博物馆分三大展陈部分，

中国展区、亚洲展区、欧美展区。中

国展区包含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到夏商

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与解

放后贯穿中国整个历史文化线的众多

展品。这里有着跨越人类千年的杯子

发展变化史，也有着中国不同时期丰

文 /魏浩浩  图 /杜永健

喜爱收集的人，大多有点念旧、博爱加浪漫。

杯子的存在是千奇百怪、华丽而深沉的，给人们治愈，更让人惊喜连连。作为饮水饮酒使用的器物，

现代的杯子已不仅仅停留在功能层面，杯载万物，承载着甜蜜、放松、豪情和承诺等情怀，更有着对生

活的思考、对文化的解读、对人性的尊重，而杯子本身更呈现出所在时期的社会背景、经济行为、人文

艺术与审美观念的变革发展，人们可以基由一只杯子照见过往、品读当下。

当我们走进杯子博物馆，收获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强烈满足，更多的是内心的一份宁静和治愈。每只

杯子所诉说的历史，就是让人读不完的故事。

富多彩的杯壶类藏品。

博物馆内的亚洲和欧美展区，与

中国展区交相辉映，亚洲展区主要展

示了日本能工巧匠制作的各种杯盏，

在传承和互鉴中国陶瓷文化基础上也

做出了诸多创新。欧美展区展示了来

自欧洲和美洲的银器、水晶器、陶瓷

器等众多材质众多风格的异域文化展

品，展现了欧美历史上饮用水、奶、

咖啡、红酒、啤酒等不同饮品时所使

用的器皿风格。

除此之外，馆内还别出心裁的打

造了艺术展品“鲸鱼的眼泪”。纸杯，

是人类最后发明的一种杯子类型，被

在全世界广泛使用，但是，纸杯是不

环保的，一是纸杯的制造使用大量砍

伐的树木做成的纸浆，用一次就被丢

弃；二是杯子之所以不漏，是因表面

有一层再生聚乙烯，在使用过程中会

产生裂解变化，产生许多有害化合物，

在使用中更易向水中迁移，危害使用

当我们走进杯子博物馆，收获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强烈满足，更多的是内心的一份宁静和治愈。
In the Cup Museum, we can gain not only a strong visual satisfaction but also a sense of inner peace and healing.

号称“天下第一大盖碗”的巨型盖碗，它高 1.1 米、宽 1.08 米。这只大盖碗是杯子博物馆在景德镇花了 1 年多
时间，经过 3 次烧制才烧制成功的，目前正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The giant teacup with lid and saucer,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is 1.1 meters high and 1.08 
meters wide. The giant teacup with lid and saucer, made in Jingdezhen, took over a year to make and 
underwent three trials before success. At present, it is applying for a Guinness World Record and it is also 
the treasure of the museum.

——探访杯子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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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一景。（组图）
A glimpse into the museum.

寓情于怀，观古今之变  
谈及博物馆的创办，曹兰君说：“我

们还是很‘年轻’的博物馆。今年6月，

杯子博物馆获得国家级博物馆的批复，

正式开门纳客。”谈及最早开办博物

馆的初衷，她说：“我们馆长王晓波

是个‘杯子控’，他用 18 年的时间收

集了各式各样、不同材质的杯子，还

专门租了一个仓库存放杯子。当藏品

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想着与其自己

欣赏，不如拿出来分享。因此我们便

开始筹备博物馆的布展和申请，历时 3

年的时间，博物馆才真正呈现在大家

面前。现在，展厅里的杯子只是仓库

里的 1/5，我们会定期更新调整主题展

品杯子，让更多的杯子呈现在参观者

面前。”

通过了解我们得知，博物馆以山

东个杯堂文化有限公司为主体，在展

览展示的同时，更拥有自己的设计、

制作团队。在博物馆文创展区售卖的，

The Cup Museum is located at 
Zhuzhou Road, Laoshan Dis-
trict, Qingdao, covering an 

area of 2,100 square meters. By me-
ticulous design, it showcases the relat-
e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ollection 
of cups with fine materials, exquisite 
appearances, varied shapes and high 
value.

It is learned that the museum is 
divided into three exhibition areas: 
China area, Asia area and Europe 
and US area. The China area contains 
many exhibits that run through the 
whol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ine of 
China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ost-liberation period. It shows 
the history of cup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hat spans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 as well as a rich 
and colorful collection of cups and 
pot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China.

展示的正是个杯堂自己的产品，其中

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的两款精美杯

子——“千里江山”炫彩玻璃杯和酒具

套装令人叹为观止。杯底的金色山峰层

峦叠嶂，意境悠远。这款杯子是由馆长

王晓波带领团队设计制作的。将故宫标

志性的“千里江山”融合进了个杯堂的

产品设计里，璀璨夺目又不失韵味，令

人印象深刻。另外，今年 5 月底，个杯

堂成为 2022 年卡塔尔 FIFA 世界杯官

方授权的中国区域杯壶类经销商，为世

界杯开发了系列专利产品，一上市就获

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让中国的杯子文

创产品走向了世界。

博物馆的参观过程是舒适的，每

一只杯子都仿佛诉说着一个故事，耐

人寻味。当被问及现在博物馆的模样

已经达到理想了吗？曹兰君摇头，“我

们还有很多想法要融入到博物馆当中。

未来，我们想深度融入艺术沙龙、研

学活动、社会课堂等诸多功能，同时

还要做一些引流，比如设置相关艺术

课程，现在只能说刚刚起步、初步完

善。”

每一盏承载时代印记的杯子，都

是匠心的沉淀、艺术的物化、文化的

势能，每一只陪伴人们走过时光的杯

盏，都会被赋予意义，它们被精心打

磨，承载着每一位使用者的不同情绪。

在这寻找和拥有的过程中，不断治愈

自己，治愈心灵。一杯一故事，一说

一情怀。难得，我们能拥有和赞叹这

样的美好。

者的健康，用一次性纸杯喝热饮，会

有几万个“塑料颗粒”被喝进身体，

而这些塑料颗粒无法被降解，最终会

流到海洋中，污染浮游生物，进而影

响到整个海洋的生物，连海洋中最大

的鲸鱼都无法避免。博物馆的这个装

置的主旨表达，海平面被纸杯覆盖，

鲸鱼已无法呼吸：呼吁大家少用纸杯，

保护地球，保护海洋，保护鲸鱼。

谈到极富代表性的展品，曹兰君

指着其中一个杯子说道：“中国在新

石器时期出现了陶器，其中龙山文化

的黑陶蛋壳杯体现了新石器时期陶器

制作的最高水平，馆中的这只黑陶蛋

壳杯来自于 4500 年前的龙山文化，由

于器型与马克杯极其相似又被誉为‘中

华第一马克杯’杯壁最薄处只有 0.2 至

0.3 毫米，重量为 210 克，拿在手中轻

若无物。”

此外，博物馆配置有临时展厅，

可组办书画、藏品、商品、会议等各

种形式的临时展览和活动。参观完毕，

还可来到休闲体验区，古色古香的唐

宋老街、温馨舒适的茶室、氤氲香雅

的环境，可在此凭栏远眺，驻足观赏，

体味古人之悠然。

个杯堂专卖店是杯子博物馆的文

创区，这里展出和售卖的金山系列、

紫砂系列、建盏系列等全线产品，皆

出自博物馆的原创设计，旨在引导人

们观察杯子的古今流变，触摸丰富多

彩的人类文明，最终达到“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文化认同。

伴随时代的发展，触手可及的杯

子经历了从自然造化到巧妙利用动植

物，再到手工精细打磨与机械流水作

业的漫长演进过程。与世界其他民族

比较，华夏民族选取谐音“一辈子”，

喜好通过馈赠杯子，祈盼人类能够超

越地域、民族、文化等诸多差异，实

现彼此友好相处、情意绵长的初衷。

个杯堂专卖店是杯子博物馆的文创区，金山系列、紫砂系列、建盏系列等全线产品，皆出自博物馆的原创设计。
Gebeitang Store i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area of the Cup Museum. The full line of products, including Jinshan series, purple clay series and Jianzhan tea-
cup series, all come from the original design of th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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