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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家岭金融区：财富青岛的“金”字招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创

新、发展的命题下，崂山区在尝试新发展的过

程中收获硕果。而今，一座座商业楼宇拔地而

起、一家家银行扎堆布局、基金机构的纷纷落

户，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财富管理”为主体的

金改试验区，金家岭金融区所承载的，不仅是

金融科技的未来，更有一座城市的未来。

Jinjialing Financial District, an Icon of  
Financial Reform of the Fortune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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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崂山！品质之城，向“新”而行

非凡十年，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岛市崂山区自觉融入省市发展

大局，找准自身定位，发挥自身优势，奋力在全市当龙

头、作示范，在全省争先进、走在前，奋力打造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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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新征程·喜迎党的二十大  Highlight/ NEW JOURNEY

想，聚焦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

障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每年

推出一批惠民新政，用好政务热线、

崂先办等平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崂山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要坚定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

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依

托“作风能力提升年”“基层基础建

设年”活动，着力转作风强能力、固

基础促发展，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为崂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文章转自《青岛日报》）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以实际行动忠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崂山区将聚焦“五

区同创”、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示范窗口区的目标，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

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力做强 4 大主

导产业、7 条重点产业链，加快推进

张村河片区改造，在现代产业体系打

造、实体经济振兴、城市更新建设等

领域当排头、作表率，为国家、省、

市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要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崂山区

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Striving to Write a Chapter of Laoshan on a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崂山篇章

青岛市政协副主席、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书记张元升：

Zhang Yuansheng,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Laoshan 
C o m m i t t e e ,  s a i d  t h a t 

Laoshan District will take learning, 
publiciz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
gress as its primary political task, 
quickly set off a learning boom in 
the whole district, unify ideas, pool 
strength and plan work. The district 
will play well the role of "front-line 

headquarters", and translate the 
deployment requirements made 
at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to Laoshan's development strat-
egy, work ideas, and action and 
measures. By doing so, it will en-
sure that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akes root in 
Laoshan to help write a chapter of 
Laoshan on a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视

野宏阔、思想深邃、博大精深、坚定

自信，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通

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的伟大胜利、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青岛市政协副主席、中共青岛市崂山

区委书记张元升表示，通过认真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加提升了作为中

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更加增强了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

征程、夺取新胜利的坚定信心。

张元升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宏伟蓝图要变成现实，关键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崂山区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迅速在

全区兴起学习热潮，用党的二十大精神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谋划工作，发挥

好“一线指挥部”作用，把党的二十

大作出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崂山的发展

战略、工作思路和行动举措，确保党的

二十大精神在崂山落地生根，奋力谱写

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崂山篇章。

要坚定不移拥护“两个确立”。“两

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

政治成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

崂山区将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

首位要求，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坚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青岛市崂山区将聚焦“五区同创”、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示范窗口区的目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为国家、
省、市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图 / 张有平）

Focusing on the goal of “making progress on five fronts” and building a demonstration window area for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Laoshan District of Qingdao will fully,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o as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province and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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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全省科创资源最密集、科创产业

最雄厚、创新动力最强劲的区域之一，

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2 年的 129 家增

长到 2021 年的 628 家，增长了 4.8 倍。

与此同时，十年来，崂山区坚

持鼓励科技创新政策不动摇，靶向瞄

准现代科创企业关注的资金、载体、

审批等“卡脖子”问题，一揽子出台

了“1+1+15”科创政策，即整合形

成 1 个《崂山区支持产业发展集成政

策》，多个“产业向”帮扶举措集中

发力，率先建设 1 个“免申即享”政

策兑现平台，给企业送去“无感”服

务，制定《崂山区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细则》15

条，不断优化提升企业和人才服务效

能，科技创新政策力度继续保持全市

最优。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对创新生

态的感知最敏锐，也最深刻。青岛励

图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青岛国际

创新园内的一家新型高新技术企业，

刚刚拿到了广东番禺一处渔港的智慧

化建设项目，该企业硕士以上学历人

员达到 18 人，是国内智慧海洋领域解

决方案最多，产品最丰富的企业。而

吸引企业落户崂山的正是丰富的产业、

研发以及技术资源，高产业集聚度给

企业带来了充沛的发展活力。

在位于崂山区的中科院青岛生

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研发人员正在

对新一代高通量流式拉曼分选仪进行

调试。这款设备能够在高速液流中每

分钟精确完成 500 个单细胞的监测。

该所每年会新增 200 余件发明专利，

产学研合作让这些专利在崂山真正

“活”了起来。

高校院所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策

源地，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领域的创新

需求，崂山区引导和支持高校院所、

取得高质量发展非凡成就的“制胜要

诀”。

团队自主研发的三维扫描型测

风激光雷达能够实现对 40 米到 6000

米范围内风廓线的实时探测，保障了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顺利举行；打破

国际垄断，让中国制造在全球船舶环

保装备领域拥有话语权；研发成功

国内首款数字风速传感器，拥有核心

MEMS 流量传感器芯片技术……在崂

山区，像青岛镭测创芯科技有限公

司、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芯笙微纳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这样拥有科技创新实力的中小企业

数不胜数。

十年来，崂山区抓住科技创新这

一“关键变量”，厚植创新基因，不

断深化改革，构建起立体化、全层级、

雨林式科创发展体系，崂山成为全市

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等高端科研平台。目前，已拥有中国

海洋大学等 3 所高校，青岛海洋生物

医药研究院等 12 家科研院所，市级

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239 家，新型研发

机构 14 家，创新创业共同体 4 家。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经过多年

发展，崂山区建立起“产才融合”储

备模式，通过构建企业为主的市场化

人才引育机制，厚植人才沃土，实现

每个产业都有院士领衔、龙头企业支

撑；探索出“平台引才”集聚路径，

在全省首设“山东省现代金融产业链

人才联盟”“山东省虚拟现实产业链

人才联盟”，招才引智“千山模式”

做法获评“全国人才工作创新优秀案

例奖”。截至今年 8 月，崂山区各类

人才总量突破 22 万人，拥有两院院

士及外聘院士 49 人，国家级高层次

人才 109 人，泰山学者及产业领军人

才 260 人。

丰富的创新业态需要载体支撑。

崂山区以全域创新为核心，通过布局

一批科技园区、特色楼宇与科创社区，

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融合，建设国

内一流的科产城人融合示范地。

作为崂山区重要的科技产业载

体，青岛国际创新园拥有 17 座产业

楼宇，集聚了 240 余家科创企业；微

电子产业园一期已经建成投入使用；

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正在加紧建

设，将搭建起“研发 + 制造 + 内容 +

应用”全产业链生态；到 2025 年，

松岭路科技研发区、株洲路产业创新

创业区、张村河中央生态居住和商务

区“三区联动”的崂山创新谷将基本

建成。

创新前进，则发展恒强。随着

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不断增长、行业分

布日趋全面、产业链条逐渐完善、资

非凡十年，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岛市崂山区自觉融入省市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定位，发挥自身优势，

奋力在全市当龙头、作示范，在全省争先进、走在前，奋力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示范窗口区。

Laoshan District of Qingdao Striving to Break New Ground

青岛崂山！品质之城，向“新”而行
——青岛市崂山区奋力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

十年来，青岛市崂山区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经济总量持续“进阶”，

城市发展昂扬“上行”。2021 年，

崂山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011.08 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0.16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51.82 亿元，

分别是 2012 年的 2.4 倍、2.6 倍、3.2 倍。

十年栉风沐雨，精彩蝶变。这

里正高水平打造“四新”经济集聚区、

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核心

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高品质新城

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青岛促进

共同富裕的先行区，对标全国最高、

最好、最优、最强，创新政策、完善

机制、强化措施，着力在发展质量、

产业层级、城市品质等领域勇当排头、

争创一流。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对崂山而言，创新是这座城市十年来

创新是青岛市崂山区十年来取得高质量发展非凡成就的“制胜要诀”。（图 / 张有平）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Laoshan'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文 /于昱  张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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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不断提升，崂山区全力打造引

领省市创新发展的区域性科技创新中

心，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截至

目前，崂山区已培育独角兽企业 7 家，

位列全省第一，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居全省

首位，“中国城市市区创新能力”排

名全省第一。截至 2021 年底，崂山

区“四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已超过 40%。

抢占新赛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作为通往“元宇宙”的必由之路，

虚拟现实产业已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一领域，国内能与崂山区“匹敌”

的区市寥寥无几。

先看科研力量，经过多年培育，

崂山区汇聚了全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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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企业，崂山区已经形成了

歌尔、抖音 Pico、聚好看等龙头企业

引领，海信医疗、数智孪生等特色

企业茁壮成长，近 100 家虚拟现实相

关企业集群化发展的良好态势。2022

年全区虚拟现实产业规模预计突破

120 亿元。

Pico 总 裁 周 宏 伟 表 示，Pico 自

2015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崂山区、

青岛市以及山东省的大力支持，逐渐

发展壮大。Pico 的营收从 2019 年的

2 亿元，到 2021 年超过 4 亿元，预

准优化城市设计，把崂山自然人文元

素融入城市建筑、景观设施和特色街

区，推动打造石老人滨海公园等地标

性空间，营造最美城市天际线、海岸

线、山际线。同时，加快推进 300 余

个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实

施楼院微整治、空间微改造、景观微

提升，全面提升人居环境，通过打造

一批有颜值、有气质的时尚街区、创

意休闲设施和滨海步行道，展现青春

崂山的时尚魅力。

十年来，置身风雷激荡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大潮，崂山区经济社会发展

活力显著增强，被赋予高水平打造青

岛促进共同富裕的先行区历史重任。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关键一环。以教育为例，十

年来，崂山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扩

优提质，促进优质均衡，持续深化教

育综合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在崂山区实验学校崂发校区，

每个学科每堂课各教研组都会进行精

细打磨，来自 3 个校区的骨干教师还

会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交流评课，让每

一堂课都有亮点有特色。

崂山区实验学校崂发校区教师

管清凯说：“其他校区的骨干教师会

过来指导课程，由总部牵头的新基础

教研活动我们也能够加入，不仅提升

了业务水平，还开阔了眼界。”

探索创新办学模式，崂山区推

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改革，通过“名

校 + 新校”“城区学校 + 农村学校”“中

小学 + 高校”等方式，推进优质教育

资源辐射带动。目前，崂山区已经试

点成立了 5 个教育集团，同时加强与

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

的合作，通过举办附属学校、师资培

训基地、建设基地校促进区域教育内

计今年将会达到 20 亿元。

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2 国际虚拟

现实创新大会上，位于崂山区的青岛

市虚拟现实产业园正式揭牌。园区总

面积约 133 公顷，总投资约 160 亿元，

聚焦打造全球 VR 第一园，为崂山区

虚拟现实产业“走在前，开新局”再

添砝码。

生态系统完整、丰饶的虚拟现

实“雨林”是崂山区抢占新赛道，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生动案例。

产业是崂山发展的根基。十年

来，崂山区经济社会不断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迈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形

成了现代金融、新一代信息技术、文

化旅游、医药健康四大主导产业，进

一步夯实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

四大产业互为依托，互相赋能。

以现代金融为例，崂山区紧紧围绕国

家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突出聚

集特色金融业态，在金融机构层级、

财富管理特色、金融品牌影响力提升、

资本市场发展、创投风投中心建设、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取得突破性

发展，金融业成为拉动崂山区经济和

税收增长的主要动力。

今年 8 月，恒丰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获准开业并落户崂山区，标志着

崂山区成为国内继北京西城区后第 2

个同时拥有 3 家理财子公司的城区，

资产管理规模突破 1 万亿元。

金融活，经济活。十年来，崂

山区金融业增加值由 38.9 亿元增至

205.13 亿元，增长了 4 倍以上；金融

业占 GDP 比重由 9.64% 提升到 20%

以上。2022 年上半年，全区实现金

融业增加值 109.71 亿元，增速 9.2%，

高于全市金融业增速 3.3%，崂山区

的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核心

涵发展，惠及学校达 13 所。

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打造家门

口好学校。近年来，崂山区新建、改

建、扩建中小学校 20 所、幼儿园 27

所，新增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学位 3.2

万余个。

在刚刚过去的开学季，采取与

优质校、高校联合办学的方式，崂山

区一口气启用了山东头学校、崂山金

融区实验小学、海尔路学校三所新建

学校，满足市民在家门口上好学校的

期待。未来两年时间里，崂山区还将

建设中国海洋大学附属学校（初中部、

小学部）、实验学校小学部（扩建）

等 6 所学校，新增学位 8000 多个。

办好教育，人才是关键。一流

的教学质量和教育地位，必须要有一

流的师资力量来支撑。近十年来，崂

山区引进骨干教师和优秀大学毕业生

1400 余人，引育市级以上名校长 15

人。每年拨付 300 万专项培训经费，

邀请各学科知名教授为学校教师集中

授课，引领更多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与此同时，崂山区还实施“菜单式”“贴

身式”“沉浸式”“蹲点式”教研模

式，探索“低耗时、轻负担、高效益”

的高效教学模式，引导教师适应新的

教学形式，学习新的教学理念，打造

区建设日渐成型。

十年来，崂山区持续做大创投风

投实力，加快聚集创投风投资源，截

至 2022 年 6 月末，崂山区已登记私

募基金管理人 139 家，在管基金 616

只，在管基金规模 929 亿元，各项指

标均居全市第一。创投风投机构在投

崂山区项目 247 个，在投金额 143.9

亿元，为崂山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等战略产业，尤其是在促

进创新创业发展及科研成果转化效能

提升等方面提供金融服务支撑。

丰富的金融业态为实体经济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助力资本市

场“崂山板块”高位发展。目前崂山

区境内外上市企业达13家，股票16只，

相较于 2012 年末数量（上市企业 6

家、股票 6 只）翻了一番，境内上市

企业数量 13 家、市值 2945 亿、融资

额 317 亿元，均居全市首位，并成功

争创全省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

幸福怡居，打造山海品质新城区
在崂山区，有一座迷人的小麦

岛。这个曾经的荒岛如今变成了一处

“没有围墙”“人人可参与”的网红

打卡地。在这里，远山、碧海、蓝天、

白云、木栈道与城市交织，自然与繁

华共生，如诗如画的美景让游人流连

忘返。今年国庆节期间，崂山区全面

提升公园夜景品质，岛上 1 条近 50

米长的路径在灯光映射下，流光溢彩，

绚烂夺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体验。

肩负着高水平打造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的高品质新城区、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的重任，崂山区通过精心规

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打造更有

幸福感的山海品质新城区。

以“让崂山城区更美，让人民

生活更好”为努力目标，崂山区高标

高效课堂，造就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

教师和骨干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青岛学校校

长刘名卓说：“华东师范大学集聚了

最好的教授团队和学科资源，重点在

教师的专业培训、先学后教、因材施

教大课堂教学模式的推进以及学生的

学法、老师的教法等方面都给予了大

量的支持。”

十年来，崂山区交出了一份份

含金量十足的民生账单。近年来，民

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到 70%；截至 2021 年底，崂山区集

体经济收入过百万元的农村社区达到

60%；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

90%、在全省率先启动了社区门诊保

障制度改革试点、创建了全市首个“全

国健康促进区”……

中流击水奋楫行，潮涌浪高天

地阔。回望非凡十年，一个个成绩的

取得正是崂山区委区政府、崂山区人

民以实干精神书写时代答卷的真实写

照。站上新起点，崂山区将坚定不移

走创新发展之路、产城融合之路、全

域统筹之路、生态怡居之路，以改革

的思维和路径破解难题，高水平打造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

示范窗口区。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Laoshan District 
has actively integrated it-

self in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province, clarified 
its own positioning, given play to 
its own advantages, worked hard to 
be a leader in the city and even the 
province, and made vigorous ef-
forts to build a window for a social-
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O v e r  t h e  p a s t  t e n  y e a r s , 
Laoshan District has fully imple-

mented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a result, its econom-
ic output has continued to rise, 
and it has made continued prog-
ress in urban development. In 
2021, Laoshan District achieved 
a regional GDP of 101.108 bil-
lion yuan, general public budget 
revenue of 20.016 billion yuan, 
and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
er goods of 45.182 billion yuan, 
which were 2.4 times, 2.6 times, 
and 3.2 times as much as those in 
201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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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享受重大利好：11 月 25 青岛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已通过了现场验

收，近日将上线运营。届时园区将为

他们提供普惠公共算力服务，实现“用

户像用电一样使用算力服务”，享受

到数字经济最强算力底座。

用时不到 4 个月，青岛人工智

能计算中心已具备 100P 算力。算力

领域加快布局的背后，是崂山区适应

AI 产业快速发展趋势，不断完善配

套，提升服务水平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崂山区锚定高水平

打造“四新”经济集聚区的目标定位，

全面展开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建

设“四新”经济集聚区三年行动，全

力推进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等 4 个

“千亩”专业化园区建设。聚焦 7 条

重点产业链，按照“一楼一产业、一

楼一园区”的布局，全力打造新动能

产业载体。建立产业链专班，制定实

施产业链行动方案、绘制产业链全景

图谱，梳理产业链重点企业、支撑项

目、招引目标，建立园区建设、招商

促进、管理服务专业化团队，推动产

业链做大做强。

打开“玻璃窗”，打造产业新

秀的专业“孵化器”。针对长期以来，

高校科研成果与市场落地间缺乏畅通

的渠道，存在着“玻璃窗”问题，崂

山区积极探索，综合运用各种服务手

段，支持创新、引领创新，依托中国

海洋大学等 4 所高校和中科院生物能

源研究所等22家科研院所和实验室，

建立“政府引导、企业牵头、高校院

所共建”的创新联合体，培育海洋生

物医药研究院、北航青岛研究院等 9

家新型研发机构，打通产学研壁垒，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机制，

努力突破制约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创新资源流通互补，提

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以产促研、

科技兴产”的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目前，崂山区已形成了青岛国

际创新园、巨峰科技大厦、创智谷、

医疗器械产业园、院士智谷、巨峰飞

地产业园等 11 家创业园区，孕育出

了一批科创“生力军”，为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快速成长提供了成长“沃

土”，支撑起崂山科技创新发展的“骨

架”。一批批大项目，一个个产业园，

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全

区已建立了产业创新服务平台22个、

众创空间与孵化器 47 家，集聚了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 4 家、省级技术创新

中心 6 家；山东能源研究院、山东产

业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端研发机构落

户崂山区。在“中国城市市区创新能

力”排名全省第一，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全省第一。

角逐新赛道布局新产业，
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

设立时间短、信用不足、模式新、

缺乏抵押物……一个个中小微企业就

这样错过了银行等金融机构资本的

“惊鸿一瞥”。越新越难、越难越新——

首次融资难的“恶性循环”，直接让

他们坠入难以跨越的“死亡谷”，许

多科技创新成果从一出生起便无奈深

锁高阁。

“协调投资机构和商业银行，

帮我们先后完成 A 轮和 B 轮融资，

还通过直接股权投资的方式予以支

持，每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崂山

区总能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日前，

在青岛国际创新园，罗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殷述军深有感触地说。

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宽容，投早

投小，一路相伴，共同生长。像这样，

为高精尖、技术前沿企业制造资本“风

“公司在成立之初，就获得入驻众创空间的政策支持，不到 1 年时间便得到了青岛市崂山

区属国有公司 500 万元的天使轮投资，成立短短 4 年多时间里，就实现了从‘跟跑’到与国际‘并

跑’的跨越发展。”日前，在青岛镭测创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华信心满满地说。青岛

镭测创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造了多普勒激光雷达和环境遥感的多项国际

“第一”。先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2022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多项国

家重大活动的气象保障任务。

The Four New Economy on the Rise, Drawing a New Blueprint for the City's Future

四新经济强势崛起，绘就未来之城新蓝图
——青岛市崂山区高水平打造“四新”经济集聚区发展纪实

文 /梁太宏  王霞

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为代表的“四新”经济，是

每一座面向未来加速奔跑的城市都在

大力布局的赛道。目前，在青岛市崂

山区，像青岛镭测创芯科技有限公司

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 628 家，涵盖新

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

等多个技术领域。上半年，“四新”

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继续保持全

市首位……如今，在崂山区，“四新”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长”了起来，像

竹子拔节般“壮”了起来。

“筑巢引凤” 建高地，
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日前，入驻青岛国际创新园的

2022 年上半年，青岛市崂山区“四新” 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继续保持全市首位。（图 / 吕建军）2022 年上半年，青岛市崂山区“四新” 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继续保持全市首位。（图 / 吕建军）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the proportion of the added value of “four new” economy in the regional GDP of Laoshan District of Qingdao continues to rank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the proportion of the added value of “four new” economy in the regional GDP of Laoshan District of Qingdao continues to rank 
first in the city.first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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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放大效应的案例，只是崂山科

技金融成就的冰山一角。如今，罗

博科技已经从创业初期的 4 人小型创

客团队发展成营收过亿的创业公司，

成为跑在整个赛道最前方的“一匹黑

马”。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

环境。多年来，崂山区积极整合资源、

搭建平台、引领发展，综合运用投资、

金融、园区、专业服务等服务手段，

坚持“不会辜负每一个奋进者，不会

辜负每一个创新伙伴，不让任何一个

创新团队孤立无援，不让任何一个创

新点子苦等‘风来’，不让任何一种

新经济新业态受到冷落”，真正让崂

山区成为引领省市高质量发展的创新

高地。如今，枝繁叶茂、蓬勃涌动的

人才队伍，铸就了崂山的产业集群，

一项项技术突破像一粒粒载有创新梦

想的种子，扎根于芬芳的泥土里，静

待花开。

当好产业创新的协同“突击队”。

制定“汇智崂山人才十大工程 ”“一

业一策”产业扶持政策，推动建成青

岛国际创新园、院士智谷、千山高创

园等高能级人才载体，形成了“以产

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互动、深度

融合格局。联合青岛银行、崂山交银

村镇银行畅通政银企渠道，创新推介

“人才贷”产品，帮助企业获取授信、

贷款，助推人才创业、助力企业发展，

切实打通人才企业升级发展的融资壁

垒。截至目前，已为 14 家企业成功

办理“人才贷”，累计放款、授信超

过 9000 万元。

当好产业源头的“天使”投资人。

科技是创新之本，资本是驱动之源。

探索实践“人才 + 产业 + 资本”模

式，依托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率

先创办“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板”，集

聚 80 家挂牌企业、实现融资 1.15 亿

元。聚焦人才型初创企业多元化融资

难的痛点，打造涵盖“人才贷”“人

才险”“人才投”“人才债”“人才板”

相互融合的金融赋能链条。设立总规

模 200 亿元的股权投资引导基金、5

亿元的创新创业引导基金，持续完善

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助力科技型

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初步形成涵

盖各阶段的基金投资产业链。推进市

场化运营“股权投资”，对区内高层

次人才创办的企业以直接股权投资的

方式予以支持。

抢占新风口迎接新挑战，
助力城市格局重塑

走进位于株洲路片区，一片热

火朝天的建设场景。目前，青岛虚拟

现实产业园首批厂房已全部封顶，虚

拟现实创享中心开工建设，国家虚拟

现实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今天的项

目数量就是明天的经济总量，今天的

推动力度就是明天的发展高度。在崂

山，无论是塔吊林立的工地，还是蓬

勃发展的产业园区，处处都能感受到

崂山区全力推进区域发展的“热度”

和“速度”。

大战略带动大机遇，大机遇促

进大发展。2022 年 2 月，青岛实施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

作为全区城市更新的实施的重要战

场，崂山区把握历史机遇，借助全市

强力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的大势，着力

推动张村河、株洲路、创智谷等重点

区域村庄改造和更新升级，自觉承担

起在全市特别是中心城区城市更新中

趟出一条新路子的任务。

围绕打造“四新”经济集聚区，

以未来眼光适度提前布局建设。瞄准

产业前沿布局科创资源，植入优质“四

新”项目、强力推进实体经济振兴发

展行动，推进产城融合。在株洲路片

区打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新一

代信息技术 3 个千亩级产业园区。其

中，人工智能产业园，占地 206.6 公

顷，依托海尔智家、易来智能、云天

励飞等企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人工智能产业园区。青岛虚拟现实产

业园，占地 103.6 公顷，依托歌尔科

技、小鸟看看、聚好看等企业，打造

全球 VR 第一园，项目建成后，将助

推崂山区成为青岛、山东乃至全国虚

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新高地。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园，占地 100 公顷，依托

海信网络、中科曙光等企业，打造中

国软件名园。

以资金融通为城市建设添动力。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上接政府，下接

市场的优势，通过联合央企资本，吸

收社会资本，扩大区域合作基金，实

现资本的层层放大，为全区的城市更

新和城市建设提供充足、及时、低成

本的资金保障。整合市级国有平台资

源，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展产业投

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和大项目招引

落地，加速打造国内一流产城融合示

范区。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成功完成 2022 年首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工作，发行规模为 4 亿元。

与中信基金、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管理中心、朗威控股集团等单位合作

成立了10亿元的中信医疗产业基金，

为医疗类项目落户提供资本支撑，形

成了“园区开发 + 资本支持 + 项目

入驻”的建设招商模式，加速与周边

医疗类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集聚。

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活力。

抓好株洲路等重点片区低效用地再开

发。运用土地整备、“工业上楼”、

成片区开发、地下空间综合开发等方

式，同步推进动能转换与空间转型，

释放低效闲置产业载体新活力。整合

专业资源，与山东松立控股集团建

立合作，导入“慧停车”品牌资源，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管理和运营，及

产业园区智慧改造和升级迈出关键一

步。实施产业园区能级跃升行动，提

高投资强度、亩均税收等项目准入标

准，提升国际创新园等既有园区规划

布局、功能配套和运营水平。新建一

批承载力强、成熟度高的新兴产业园

区，全面提升园区效益。立足于新经

济，建设新型楼宇，开发一批办公＋

N，多场景的特色楼宇，利用高层高

可转换这一模式，实现四新经济上楼，

向空中要空间，向空中拓发展，丰富

楼宇经济新的内涵。

低效用地“活”起来，新动能

在这里“拔节生长”。 目前，一大

批企业、平台抢抓机遇，投身到株洲

路片区这场“焕新”浪潮之中，一批

城市更新成果相继落槌。2022 年，

株洲路、张村河两个重点低效片区共

签约落地项目 44 个、总投资约 513.6

亿元，众多百亿级、千亿级产业梦想

加速照进现实。

千帆过尽皆成序，乘风破浪再

奋楫。今天的崂山，“四新”经济已

成为支撑崂山发展的“新引擎”；放

眼未来，崂山区将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汇入新发展阶

段百舸争流的大江大川，为加快建设

“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贡

献崂山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的

新篇章。

The "four new" economy 
(new technology,  new 
industry, new business 

form and new development mode) 
is a priority of every city working 
vigorously for its future devel-
opment. At present, in Laoshan 
District, there are 628 high-tech 
enterprises such as Qingdao Leice 
Transient Technology Co., Ltd., 
covering several fields of technol-

ogy such as new generation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biomedicin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he 
proportion of the added value of 
the "four new" economy in GDP 
continued to rank first in the city. 
Now, in Laoshan District, the "four 
new" enterprises have sprung up 
like bamboo shoots and grown 
"stronger" like bamboo jointing.

青岛国际创新园。（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部）
Qingdao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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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

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

其中特别强调，未来几年，要高质量

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健全适应数字

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要将数字

元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

维贯穿业务运营全链条，注重金融创

新的科技驱动和数据赋能，推动中国

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

厚成势”新阶段，力争到 2025 年实

现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跨越式提

升。

2 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关于

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

见》，要求银行保险机构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全

面推进银行业和保险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对于正努力谋求城市能级实现

新跨越的青岛而言，数字变革创新的

重要性和战略性不言而喻。正因如此，

自 2021 年以来，数字青岛正加快推

进、全面起势。进入 2022 年，青岛

再提出，努力抢占未来制高点，不断

开创数字青岛建设新局面，推动数字

青岛建设争创一流、走在前列。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数字青岛不可或缺的重要

元素，抢跑数字金融，正为金家岭金

融区所孜孜以求。

此前，金家岭金融区出台《高

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其中特别提出，“聚焦互联网科技企

业、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

产业和供应链金融等重点领域，充

分发挥金融科技对财富管理的撬动作

用，不断提升金融科技服务财富管理

的贡献度。”

打造数字金融先行区，撬动财

富管理新未来，金家岭金融区正在为

数字青岛、财富青岛未来蓄势。

数字金融成为新赛道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数字金融

是金融科技的“升级版”。

数字金融是基于 5G 通信技术、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

新兴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产业的深

度融合，能够促进金融资本的优化配

置，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

不是金融业的选择题，而是金融业及

所有金融机构的必答题，有利于促进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于做大做强

数字经济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意识到数字金融不可忽视

的重要力量，自 2021 年以来，加码

金融创新力度，发展数字的热潮一浪

高过一浪，多个城市“十四五”金融

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重点战略和具

体行动都有鼓励发展数字经济、金融

科技方面的阐述。争取数字金融基础

设施落地，推动数字金融领军企业拓

展发展空间，打造功能鲜明且具有影

响力的数字金融创新集聚区等成为各

地金融改革规划的热门。

数字金融潮起，作为青岛财富

管理金改区核心区与主阵地的金家岭

金融区，岂能缺席？正如金家岭金融

区相关负责人所言，数字金融作为金

融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产物，

是当前最具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的新

兴业态之一，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创新

的重点领域。打造数字金融先行区，

某种意义上正是金家岭面向未来的最

佳选择之一。

对于金家岭而言，发展数字金

融，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即数字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创新、

发展的命题下，崂山区在尝试新发展的过程中收获硕果。而今，一座座商业楼宇拔地而起、一

家家银行扎堆布局、基金机构的纷纷落户，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财富管理”为主体的金改试

验区，金家岭金融区所承载的，不仅是金融科技的未来，更有一座城市的未来。

Jinjialing Financial District, an Icon of Financial Reform of the Fortune Qingdao

金家岭金融区：财富青岛的“金”字招牌

文 /丁响响

金家岭金融区不断变厚重的实

力。沿着“财富管理核心区”“创投

风投示范区”“数字金融先行区”三

大路径持续发力，上半年，金家岭金

融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实现 109.71 亿

元，增长 9.2％。目前，金融区落户

金融机构和类金融企业已达到 1200

余家，涵盖 22 类金融业态；大型法

人机构 23 家，约占全市的 80%。

在业界看来，金家岭金融区已

经成为青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响亮的

“IP”，在全国金融的大棋局中，在

链接京沪、辐射东北亚中扮演日益重

要的角色。

直面挑战，创新提升彰显硬实力
2022 年，数字金融的浪潮扑面

而来。 

青岛市崂山区金家岭金融区不断变厚重的实力。（图 / 赵健鹏）
Jinjialing Financial District of Laoshan District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in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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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是财富管理弯道超车的“利器”，

是财富管理的新赛道。

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有 130 万

亿级的市场规模，是金融行业最大的

业务机会。借力数字金融，链接全国

各地金融机构，建设人工智能超级大

脑，可以突破地域限制，集成金融机

构的相对优势，如证券、银行的客户

资源，券商的市场投研能力，基金公

司的投资管理能力，为养老金、银行、

证券、保险、公募基金、信托等机构

客户与个人及其他地域财富管理需求

导入金家岭。

金融科技成绩斐然
数字金融垂直崛起，是金家岭金

融区打造数字金融先行区的最大底气。

2019 年 10 月 12 日， 中 国 人 民

银行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科

技部办公厅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开展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的

批复》，批复中关于青岛市试点工作

目标明确提出：依托青岛金家岭金融

聚集区，打造具有财富管理特色的金

融科技产业园区，为金融科技企业聚

集发展进行有益探索。并提出了四个

方面的试点工作主要任务：提升信息

技术安全应用水平，推动金融与科技

深度融合；推动金融与民生服务系统

互联互通，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促进

数据资源融合应用，增强金融惠民服

务能力；加强监管科技应用，提升金

融风险技防能力。 

两年多来，金家岭金融区不断深

化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成效斐然，数

字金融的创新成果和应用已小成气候。

青岛聚量融资租赁公司的 Tech+

融资租赁模式，运用物联网、区块

链、大数据等技术，将企业的核心能

源指标、车间运转、产品出入库等固

定资产运转情况全程、动态展示，实

现了租赁资产的数字化、透明化、可

控化，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效

率，此为国内融资租赁领域首次实现

底层资产全面数字化穿透，该项目获

得 2020 年青岛金融创新奖。

金家岭金融区内的另一家金融

科技企业——闪收付从 2016 年开始

探索“数字金融”的落地之法，以“区

块链 + 供应链金融”SaaS 服务平台

为底层逻辑，针对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搭建产融一体化数字平台，从而帮助

企业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2020

年 3 月，闪收付联合青岛海关搭建青

岛海关区块链数据分享系统，实现涉

企海关信息精准有条件分享，为外贸

企业融资提供新的增信砝码。6 年以

来，该平台已为超过 5000 家企业提

供数字科技服务，累计供应链金融交

易量超过 460 亿元。

推进或者争取数字化人民币试

点，是当下数字金融大浪的主流趋势，

深圳、天津等多个城市都提出要深入

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不断丰富

数字货币应用场景，争取建设法定数

字货币创新试验区，推动数字人民币

国际合作和跨境使用。

2020 年 11 月，青岛市成为第二

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经过一年多

的推广，青岛市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

有序扩大，试点场景不断扩容。目前

数字人民币在青岛的应用场景为 50

万个，开立个人、对公数字钱包超过

1800 万个。由数金公共服务 ( 青岛 )

有限公司建设的青岛市数字人民币展

示体验中心，是全国首个以数字人民

币命名的展示体验中心，目前也已建

成开放。

不仅有已显露勃勃生机的数字

金融新生代，金家岭金融区传统金融

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同样“蹄疾步稳”。

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深入推进金融科

技战略，巧用科技力量助推转型发展、

聚焦服务民生，以新金融行动聚力支

持数字青岛建设。持续推进青岛市政

务服务智能化、自助化水平，助力完

善“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加速智慧

政务平台功能迭代升级，通过整合“政

务 + 金融 + 科技 + 网点”资源优势，

将营业网点打造成百姓身边的政务大

厅，解决民生关注痛点，实现政务

服务“就近办、门口办、自助办”。

2021 年，青岛建行已实现辖内网点

STM 政务服务全覆盖，累计上线包

含公积金、医保及社保等在内的事项

71 个。

2022 年 1 月，青岛银行的“数

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入选“2021

年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成果”，

该评选由中国通信学会、中国互联网

协会、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

《求是》融媒体新闻平台联合举办，

针对已经取得实践成果、并在社会上

产生广泛影响的案例进行奖励公示。

青岛银行就“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

台”已深耕多年，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借助积累数据产生贸易关

系中的核心用户画像，创新使用信用

及资金池等融资模式解决企业融资问

题，目前已累计为近 1000 户普惠金

融客户提供了资金支持。

数字金融的“金家岭路径”
面对竞争激烈的新赛道，打造

数字金融先行区，金家岭金融区又将

如何发力？

根据高质量行动计划，金家岭

金融区将从 3 个纬度抢跑数字金融。

在深化国家金融科技应用试点

方面，金家岭金融区支持科技企业发

展金融业务。支持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型企业依法

发起设立金融板块分支机构、金融科

技研发中心、开放式创新平台，促进

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以国家金融科

技应用试点为契机，聚集一批银行业、

保险业和资本市场金融科技机构。

在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

型方面，金家岭金融区将促进数字技

术与金融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数字金

融领域核心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的研

发与创新应用。推动传统金融行业实

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 建立适应金融科

技发展的组织架构、激励机制和经营

模式 , 做好相关技术、数据和人才储

备。着力推进大数据技术在信用体系

建设、风险管理、普惠金融、消费金融、

保险定价、智能投顾等领域的应用。

在培育数字金融产业方面，金

家岭金融区将发挥数字人民币试点先

发优势，丰富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促进数字金融生态建设。支持数字银

行、数字证券、数字保险、数字创投

等数字金融业态加快发展，并在赋能

“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吸引金融机构和大型科

技企业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金融科

技事业部、金融科技研发中心和开放

式创新平台，加快形成金融科技产业

集群。培育、孵化拥有核心技术的金

融科技企业，搭建金融科技协同创新

支撑平台，鼓励机构参与金融科技核

心标准研究与设定，打造“政产学研

用”五位一体的数字金融生态圈。

聚焦塑造现代金融的发展新优

势，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完善政

策保障，不仅在财富管理金融机构集

聚和金融改革创新上实现突破，同时

也努力在数字金融创新方面交出精彩

成绩单。相信经过几年的潜心磨砺，

财富管理与数字金融，将共同支撑起

金家岭金融区的“金色未来”。

It was pointed out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
gress that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is the top priority of build-
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Laoshan District has 
reap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new development. Today, 
in Jinjialing Financial District, com-
mercial buildings have sprung up, 
various banks have established their 
presence, and trust institutions have 
settled here one after another. As 
the only financial reform pilot area 
focusing on wealth management in 
China, the district bears not only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but 

also 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Qingd-
ao.

Jinjialing Financial District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It has made 
sustained efforts to build a core 
wealth management area, a venture 
capital demonstration area and a pi-
lot area of digital fin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the added valu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Jinjialing 
Financial District reached 10.971 
billion yuan, up by 9.2%. At present, 
more than 1,200 financial institu-
tions and quasi-financial enterprises 
have settled in the district, covering 
22 financial formats. And there are 
23 large legal entities, accounting for 
about 80% of the city's total.

在业界看来，金家岭金融区经成为青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响亮的“IP”。（图 / 张虎）
For the whole industry, Jinjialing Financial District has become a shining "IP"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Qingdao's financi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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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的新兴产业专业园区，青岛人工

智能算力中心上线运营；山东能源

研究院项目一期十栋单体建筑实现封

顶，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一期

完成主体封顶……走进崂山区株洲路

片区、张村河沿岸片区、大北海片区，

处处能感受到崂山区抓项目促发展的

澎湃力量；一批投资规模大、效益好、

产业带动强的重大项目在加速推进；

一批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知名

跨国公司、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在崂山落地生扎根发芽。

项目建设是区域经济稳定增长

的“压舱石”。今天的项目数量就是

明天的经济总量，今天的推动力度就

是明天的发展高度。2022 年崂山区

将重点项目作为稳投资、稳增长的重

要抓手，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稳

住经济基本盘。持之以恒用改革创新

的办法、用优质高效的服务为企业破

堵点、解难题、谋便利。坚持一切围

着项目转，顶格协调、顶格推动，每

名区领导至少引进一个大项目。在项

目建设上，聚焦全年固投增长目标任

务，43 位区级领导对 310 个固投项

目分工包联，强化专班推进、“红黄

绿灯”等机制，确保各项任务早见战

果、善作善成。打造审批最快、服务

最好、政策最优的“营商环境。全面

破解 “难点、堵点、痛点”，对崂

山区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

施等工程建设项目，从项目立项到竣

工验收进行全流程改革，推行“拿地

即开工”审批服务模式。对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涉及的立项规划用地许可、

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

四个阶段实行“一家牵头、并联审批、

限时办结”，对各阶段审批的办事流

程、耗时、材料、费用全面优化。在

具备条件的区域，积极开展区域评估，

“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全面实

施多测合一、联合验收。实现“一个

窗口”提供综合服务，“一张表单”

整合申报材料 ,“一套机制”规范审

批运行，全面在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效率。

打破要素“天花板”，换来发

展“一片天”。在项目建设的支撑下，

崂山区交出了优秀的答卷。前三季度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810.71 亿元，

一、 二、 三 产 业 占 比 0.81：30.4：

68.79，二产占比较上半年提升 1.55%，

较去年同期提升 0.8%，实体经济发

展效果逐步显现。

打造政策洼地，
构筑实体经济发展“高地”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底座”和“根基”。实体经济为崂

山创造出 70％以上的 GDP、40％以

上的税收、90％以上的就业……崂山

区因实体经济而生、因实体经济而兴。

树牢“大抓产业、抓大产业”

的鲜明导向，全力抢抓实体经济振兴

发展“窗口期”，在全市率先发布《崂

山区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建设“四

新”经济集聚区三年行动方案》。围

绕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楼宇经济

和高端中介服务四个方面制定 45 条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围

绕全市锚定的七大优势产业、十大新

兴产业和七大未来产业，坚持高端引

领、创新驱动、集群发展，狠抓延链、

补链、强链，坚持面向未来发展、面

向增量崛起、面向生态型产业培育。

围绕四大主导产业，提出重点发展 7

条产业链，聚焦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健

康 4 条高端制造业产业链，坚持高端

化、智能化、集约化，突出全产业链

崂山巍巍，黄海潮涌。初冬时节，崂山大地一片欣欣向荣。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栋栋

厂房拨地而起，一张张订单纷沓而来……一个阔步走在前所未有发展时期的崂山，正昂然向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义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迈进！

"A Demonstration Area" Striving for Solid and New Progress

“窗口示范区”向“实”向“新”再出发
——崂山区加快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纪实

文 /梁太宏  于骁  张辰源

今年以来，青岛市崂山区聚焦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锚定“走在前、作表率”，

以更大力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影响，

全区经济延续稳中向好、进中提质

的态势。前三季度，全区地区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 6.0%，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7.1%，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6%，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增长

7.6%，增速均居全市第一……

项目为王挺脊梁
实体经济步步高

微电子产业园实现“建成即投

产”，虚拟现实产业园成为全市首个

青岛市崂山区因实体经济而生、因实体经济而兴。（图 / 戴毅）
Laoshan District of Qingdao was born and is now prospering because of the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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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发展与关键环节重点突破并重，打

造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总规

模突破 1000 亿元。

坚持把稳增长作为头等大事，

创新出台同心抗疫 12 条“硬核”惠

企服务举措，累计拨付各类扶持资

金 21.2 亿元，惠及区内企业超 1600

家、楼宇 110 余座、在建重点工程

项目 100 余个，切实用“真金白银”

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在全市

率先出台《2022 年崂山区“稳中求

进”政策清单》，涵盖了 4 大方面、

164 条具体举措，分领域分行业召开

宣讲对接会 5 场，确保惠企政策“直

达快享、应享尽享”。实施“汇智

崂山”十大人才工程。从人才、企

业家队伍、科技创新、产业链、专

业园区、责任落实机制等多个维度，

系统集成、配套联动，推动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制定“人才新政”40

条，形成“揭榜挂帅”100 个项目榜单，

奖励高层次人才、优秀企业家超过

5166 万元。

推动汉缆、宏大等 10 家重点企

业实施倍增计划，10 家企业实现产

值 135.6 亿元，同比增长 45%。开展

稳增长拓市场活动。梳理 38 家企业

供需清单，精准匹配需求，实现订单

额 3426 万元，助企解难题、护航促

发展。推动歌尔牵头创建国家虚拟现

实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海威茨仪表

等 9 家企业共 10 项产品入选青岛市

创新产品推荐目录。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新引进抖音、歌尔视界等项目

40 个，新认定市级“专精特新”企

业 319 家、省级“瞪羚”企业 9 家、

新培育储备“小巨人”21 家。青岛

市虚拟现实产业集群、双瑞海洋分别

入选省“十强”“雁阵形”集群、产

业领军企业，总数分别达 6 个、9 家，

数量均居全市第一。培育创新（应用）

场景实验室 6 家、并列全市第一；新

培育市级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 5 家、

数量占全市 50%、位居全市首位。

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8%、全市第一。

有凤来仪 , 非梧不栖。优质的营

商环境是项目茁壮成长的沃土，让在

崂山创业的人信心满满，也推进招商

引资和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势头越来

越好。截至目前，全区新签约落地虚

拟现实产业园、复星 ClubMed 文旅

综合体、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中过亿元

项目 84 个，总投资 953 亿元。

引金融“活水”，
畅通实体经济血脉

10 月，崂山资本市场迎来了“收

获季”。10 月 19 日，歌尔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发上市申请经创业板上

市委会议审议通过；10 月 28 日，青

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上市申

请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审议

会议审议通过。由此，崂山区上市企

业数量将达到 15 家，实现沪深北三大

交易所、四大板块全覆盖，资本市场“崂

山板块”保持稳步向前发展态势。

谁抢得了资本先机，谁就拥有

了布局新经济的蓬勃力量，谁将占

据发展的制高点。推进企业上市，

是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

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有效方式。崂山区坚持市场化方式

支持企业融资筹资，积极搭建企业

与资本对话的平台。为加强企业上

市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大块头、

标杆性以及不同类型的企业早日上

市，崂山区以建设全省上市公司孵

化聚集区试点为契机，崂山区不断

完善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政策环境，

通过组建崂山区资本市场发展领导

小组，建立覆盖 35 个部门、50 个专

员的支持企业上市“服务专员”工

作机制，为企业上市提供精准、高效、

专业的全方位、全链条服务和保障，

助力企业驶上资本市场“快车道”。

开展的“春雨行动”，走访辖区内

101 家企业，精准匹配 15 家银行机

构，持续做好实体经济“金政企”

对接。今年以来，为企业提供无抵

押贷款、信用贷款、授信流贷等各

种类优惠贷款 167.6 亿元。

打好“组合拳”，推出一套“高

含金量”的产业扶持政策。在总结产

业培育和招商引资经验基础上，在全

省率先出台直接股权投资资金管理办

法，原则上对单个项目累计投资金额

不超过 1 亿元，重大项目投资金额可

最高上浮 30％，最大限度满足项目

资金需求，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发

布《崂山区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实施意

见》，包括 4 大类 21 条产业扶持政策，

其中在加大企业上市挂牌政策支持力

度方面，共涉及“上市补助”“新三

板挂牌补助”“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挂

牌补助”“股改补助”“再融资奖励”

等 9 条措施，拿出“真金白银”进行

补助和奖励。其中，对崂山区在境内

外首发上市的企业，最高奖励 1000

万元；给予企业上市前后五年经济贡

献奖励，上不封顶。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放大财政资金杠杆。引导资源

要素向更高效率、更具活力的领域、

成长性强的企业协同聚集，用资本

的力量助推创新创业。作为全球（青

岛）创投风投中心建设的主阵地和

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核心区，崂山区发挥创投风投和政

府引导基金的“双轮驱动”作用，

发掘科创产业机遇，政企高效对接。

实施“市场＋政府”双向资本赋能

举措。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引领、

带动作用。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引导

基金、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创新创

业引导基金，搭建起全方位的金融

服务平台，撬动社会资本，解决创

新创业融资难题。创新推出“小微

快贷”“上市贷”“专精特新贷”“专

利质押贷”等个性化金融产品。联

合交银村镇银行出台并推广专利权

质 押 贷 款 业 务 累 计 发 放 金 额 超 过

7000 万元；联合青岛银行等累计为

区内 8 家企业发放“人才贷”15 笔，

共计 3836.5 万元；抓住青岛银行总

行供应链金融服务云平台建设优势，

累计通过供应链服务平台为中小微

企业融资 62.57 亿元。

丰富的金融业态为实体经济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助力资本

市场“崂山板块”高位发展。截至目

前，崂山区共有上市公司 13 家，过

会待发企业 2 家，交易所在审企业 2

家，青岛证监局辅导备案企业 5 家，

另有 30 家企业入选全省重点上市企

业名单，“培育一批、改制一批、辅

导一批、报审一批、上市一批”的梯

次推进格局初步形成，持续扩容的崂

山“上市军团”，正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Laoshan District has 
been focusing on pandemic 

prevention, a stable economy and 
safe development, and sticking to 
"leading by setting examples". It 
has made greater efforts to coordi-
nate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
trol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
opment, and effectively coped with 
the impact of unexpected factors. 
The district's economy enjoys a 

strong momentum of steady growth 
with improved quality.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the regional GDP 
of the whole district increased by 
6.0% year on year, t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creased by 17.1%, 
the added value of industri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creased by 16% 
year on year, and the revenue of 
district level general public budget 
increased by 7.6%, —all growth 
rates ranked first in the city.

青岛微电子产业园生产线投产。（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部）
The production line of Qingdao Microelectronics Industrial Park is put into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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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以青岛为中心，济南、潍坊、

烟台、威海四市联动，其他市协同的

“1+4+N”虚拟现实产业区域布局。

在全省培育推广百项应用场景及解决

方案，努力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千亿级虚拟现实产业高地。

与此同时，《行动计划》更为

青岛指明了方向。一是优化完善产业

链条，健全产业发展生态，持续丰富

整机产品供给、夯实核心元器件根基、

健全软件技术支撑。加快虚拟现实整

机设备、感知交互设备、内容采集制

作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突破制约行

业发展的专利、技术壁垒，补足电子

元器件发展短板，攻关红外、结构光、

图像等关键传感器核心技术，并强化

核心芯片支撑，打破应用场景开发技

术瓶颈，提升虚拟现实软硬件产品系

统集成与融合创新能力。

二是强化技术协同创新，提升

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构建协同创新体

系、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建设公共服

务平台。充分发挥虚拟现实制造业创

新中心等创新平台作用，搭建产学研

用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平

台，突破一批产业链关键基础、核心

技术、“卡脖子”等薄弱环节，形成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是开展行业应用示范，赋能

前沿新兴领域，持续开展行业应用、

打造行业示范、赋能前沿新兴领域。

在支持企业、高校和行业组织搭建虚

拟现实应用体验中心的同时，大力推

动虚拟现实技术在各行业领域的示范

推广，聚焦虚拟 / 增强现实及可穿戴

智能设备等“元宇宙”入口，加速赋

能前沿新兴领域，构建“元宇宙”时

代下的数字经济新业态。

四是培育壮大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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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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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加强人才引进培育，有力

支撑产业发展，持续深化人才培养、

优化培育平台、强化人才引进。继续

深化校企合作模式，培养一批职业技

能型的虚拟现实专业人才，支持举办

虚拟现实相关职业技能竞赛，促进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提

虚拟现实，是一项不断拓展人类感知边界的颠覆性技术；虚拟现实产业，是引领未来、创

造未来的高成长产业。虚拟现实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如今正呈现出日益强劲的

发展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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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Act Upon the Blueprint

蓝图已绘就，发展正当时
——虚拟现实产业在崂山展腾飞之势

文 /隋斌

高起点策划，
不断做大虚拟现实产业的规模

2022 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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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行

动计划》），提出坚持高起点谋划虚

拟现实产业，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做

大产业规模，做强产业链条，完善产

业生态，推进产业集聚，建设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虚拟现实制造业基地 , 为

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并给予青岛明确定位：支持各地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区分功能定位，

实行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发展，

今年以来，崂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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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张有平）
Since this year, Laoshan District has take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Qingdao's virtual reality industrial park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in its endeavor 
to become a pioneer of the meta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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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虚拟现实专业影响力。同时，用好

重点产业链尖端技术人才奖励制度，

分类型、分领域推进虚拟现实人才队

伍建设，全力打造虚拟现实高端人才

集聚高地。

让“虚拟”，一步步变成“现实”
崂山区在全球 VR 产业发展元

年 2016 年已明确提出打造“中国虚

拟现实产业之都”的战略构想，是全

国各地方政府中最早抓住 VR 产业发

展历史机遇并制定清晰明确的产业战

略定位和发展路径的地区。近年来，

在青岛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崂山区

准确把握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始终坚

持瞄准国际一流，强化担当、积极作

为，争当推动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排

头兵，全面打造“中国虚拟现实产业

之都”，着力构建虚拟现实应用示范

区，一幅布局未来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的宏伟蓝图徐徐展开、一条昂扬向上

的产业发展曲线已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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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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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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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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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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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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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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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在 2022 国际虚拟现实创

新大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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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未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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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连续三年每年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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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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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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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016, the first year of 
global VR industry devel-
opment, Laoshan District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vision 
of building "a capital of China's 
virtual reality industry". It is the 
first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to seize the historical oppor-
tunity of VR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formulate a clear industrial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develop-
ment path.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Laoshan 
District has accurately grasp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tem-
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ways aimed for the best in the 
world, and shouldered its respon-
sibility and taken active measures 
in order to be a front runner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rtual reality industry, build "a 
capital of China's virtual reality in-
dustry" in all respects, and set up 
a demonstration area for 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 A grand blue-
prin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virtual reality industry is 
slowly unfolding, and an upwar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urve has 
been formed.

In particular, since this year, 
Laoshan District has seized the his-
torical opportunity of Shandong's 
building of a strong digital prov-
ince, Qingdao's urban renewal and 
construction and its three-year 
action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has take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Qingdao's virtual reality industrial 
park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in its 
endeavor to become a pioneer of 
the meta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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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与会者谈论的话题。（图 / 张有平）
How to bring virtual reality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let more citizens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mong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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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设施短板正在得到有力解决，一批

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改善生

态环境的实事项目、发展项目正在加

快推进……而这，正是青岛所需要的

速度。

崂山区再次加速度、趟新路
2022 年，崂山区紧紧围绕全市

“一二三四六十”目标定位和思路举

措，把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作为“作

风能力提升年”和“基层基础建设年”

的重点战场，以提升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为前提，以促进城市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找准工作抓手，既

改造城市的“面子”，又改造城市的

“里子”，既着眼于城市的“现在”，

又着眼于城市的“未来”，努力把崂

山区建设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

未来三年，崂山区将集中发力

推进株洲路两侧区域升级改造、张村

河两岸区域开发建设、旧城旧村改造、

市政设施建设、地铁建设及沿线开发

建设、停车设施建设、公园城市建设

等，共涉及预计总投资 1086.3 亿元

的 308 个城市更新建设项目，将崂山

区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的开放创新宜业怡居的山

海品质新城。

其中，作为青岛经济高质量发

展进程中的“一抹亮色”，株洲路片

区的未来走向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

点。依托总面积约 10.34 平方公里的

株洲路两侧区域，崂山区计划利用三

年时间，推动总投资 150 亿元、规划

总建筑面积 150 万平方米的 14 个项

目开工建设；推动总投资 170 亿元、

规划总建筑面积 180 万平方米的 20

个项目建成投用；多渠道处置低效或

闲置用地，收回、盘活土地 66.67 公

顷以上，并重点发展虚拟现实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打造千亿级规模的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此外，张村河片区是青岛市最

大的“城中村”，在青岛市城市更新

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中，张村河

片区被列为重点攻坚的青岛市十大低

效片区之一。

其规划定位为“水脉智城”，

重点发展商业商务、文体休闲、居住

配套三大功能，打造成为生态环境优

美、设施配套完善、宜居宜商宜业的

高端综合型社区。

5 月 22 日，青岛市举行重点市

政设施暨张村河片区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标志着崂山区张村河片区升

级改造步入“快车道”，体现了青岛

城市更新建设工作的新成效。

以此为新起点，市区两级将加快

施工进度，加大拆迁改造力度，整体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将张村河片区打

造成全市低效片区开发建设的标杆。

期盼中迎来发展
发源于崂山西麓的张村河，蜿蜒

十几公里，被视为崂山区的母亲河。“七

张村，八下庄，离流落落韩格庄。”这

句老一辈崂山人耳熟能详的俗语，其所

指代的就是分布在张村河两岸，地处海

尔路以东、辽阳东路以北、松岭路以西、

株洲路以南区域的 18 个社区。

城市在迭代、经济在发展，此

前处于城乡结合位置的村庄一步步被

包围起来，成了“都市里的村庄”，

即“城中村”。在青岛，围绕“城中

村”的改造一直都在不间断地进行着，

以点带面、梯次推进。无论是基于满

足居民当下改善工作生活环境强烈期

盼的考量，还是基于城市未来发展的

需要，加速这一片区的改造提质都显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重要指示要求，年初，青岛市顶格

召开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会议要求，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

斗志，坚决打赢城市更新城市建设攻坚战，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这意味着这项旨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正式启动。

这既是青岛对山东省 2022 年工作动员大会精神的具体落实，也是一次针对城市品质改善

提升的全面动员和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积极探寻。

The Future Is Here in Laoshan

未来已来，崂山蝶变升级
文 /隋斌

而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

是不断提升城市能级、补齐短板，增

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让 1000 多

万“城中之人”共享城市的发展红利，

实现“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

的幸福图景。

2022 年是推进“十四五”规划

建设的关键之年，也是青岛实施城市

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开局

之年。一分按部署，九分靠落实，城

市更新、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涉

及面广、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更是

充分发扬“严、真、细、实、快”工

作作风，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抓

在手上、把措施落在实处。今天，一

批关系城市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全局

性重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批长

期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和交通出行的市

2022 年是推进“十四五”规划建设的关键之年，也是青岛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开局之年。（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部）
2022 is a key year to advance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also the first year for Qingdao to implement the three-year campaign of urban renewal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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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尤为迫切。

近年来，随着崂山区发展势头迅

猛，已经成为“寸土寸金”的主城区，

可以腾挪的空间愈发有限，必须“精

耕细作”，走高亩产的路子，才有未来。

崂山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

提出，全力推进“五区同创”。张村

河片区既是“四新”经济集聚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崂山区打造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高品质新城区的重要依

托。张村河片区改造将为崂山区整理

腾挪出可观的发展用地，成为产业的

新承载地和崂山区的新增长极。

正因此，致力于打造高品质新

城区的崂山区，对张村河片区寄予厚

望。于是，按照“区域统筹、连片开

发”的原则，崂山区计划利用三年时

间分批启动张村河沿线 12 个未改造

社区的村改工作，彻底改变张村河沿

线居住品质低、环境脏乱差、安全隐

患多的面貌。要想尽快改变这一现状，

首先要加快施工进度，抢抓施工黄金

期，资金、审批以及其他服务保障要

紧紧跟上，为项目加快建设提供良好

条件，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发挥

效益。同时，要加大拆迁改造力度。

坚持“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压茬

做好协议签订、土地征收等工作，千

方百计加快拆迁进度。优化回迁房建

设方案，同步完善教育、医疗、文化

等公共服务，确保广大居民如期回迁

入住，努力将张村河片区打造成全市

低效片区开发建设的标杆。并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尽力把计划项目往前安

排，加快启动一批新的改造提升项目，

推动城市更新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各相关国有平台公司要主动服务城市

发展战略，发挥城市更新建设的特有

作用，助力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张 村 河 片 区 的 未 来 靠 什 么 支

撑？答案是人才、产业、品质，三者

合一，缺一不可。

于是，奋力打造新时代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的

崂山，以张村河片区“焕新”为契机，

深层次谋划，选择张村河片区中心地

带打造国际人才核心聚集区。

此前，在中共崂山区委人才工作

会议暨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上，崂山

区首次发布国际人才社区推进计划。

根据规划，以张村河、株洲路和滨海

大道为关键发展轴带，崂山国际人才

社区将打造综合服务区和核心聚集区

两个核心，范围涵盖了张村河两岸、

株洲路两侧、创智谷三大片区，规划

总面积约 42.8 平方公里，其中城镇

建设用地 29.2 平方公里，生态空间

13.6 平方公里。除依托已建成的青岛

国际创新园打造国际人才综合服务区

这一个核心外，中期到 2025 年，崂

山区将在张村河片区的中心地带打造

集居住、工作、休闲、消费等功能于

一体的国际人才核心聚集区。

众所周知，产业是人才施展才

华的舞台，是支撑区域发展的基石。

在全省“1+4+N”的虚拟现实产业区

域布局中，山东赋予了青岛“核心”“1”

的位置。青岛能否当好这个“核心”，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崂山——坐拥全国

首个国家级虚拟现实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崂山区汇集了全国约 70% 的

虚拟现实科研力量，而这些要素资源，

很大一部分集聚在张村河片区。

在张村河片区，虚拟现实产业

园一期项目将为青岛搭建更为广阔的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平台。未来，在歌

尔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下，“焕新”后

的张村河片区将吸引虚拟现实产业链

配套企业在此集聚，助推青岛市新旧

动能转换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

为青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虚拟现实

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肩负打造高品质新城区的重要

使命，张村河片区着力打造成为生态

环境优美、设施配套完善、宜居宜商

宜业的高端综合型社区。对标北京、

上海、深圳等先进城市，在张村河片

区，崂山将重点建设“一园、一街、

一基地”。其中，“一园”是指结合

张村河景观设计，高标准打造长 2.3

公里、最宽 400 米的高品质滨河景观

公园；“一街”是指打造长 1.3 公里、

集咖啡馆、酒吧、购物中心等多元业

态的国际化时尚活力商街；“一基地”

是指建设形成集科研孵化、居住生活、

商务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基地。

远期到 2035 年，将全面建成崂

山区国际人才社区，实现核心聚集区、

综合服务区双核引领，张村河、株洲

路、滨海大道轴带展开，融合发展，

布局形成六大产业组团和四个宜居生

活区。张村河片区的蝶变、崛起，将

为崂山区注入强劲发展动力，为青岛

扩展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

In 2022, focusing on the city's 
main targets and task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ne 

overall goal, two visions, three 
breakthroughs, four directions, 
six statuses and ten priorities), 
Laoshan District has taken urban 
renewal and construction as the 
key battlefield of "the year of con-
duct improvement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year of prima-
ry-level organizations improvement 
and fundamentals consolidation", 

taken improving people'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as the 
premise and promoting high-qual-
ity urban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and found the right way to carry 
out work, and to transform both 
the "outside" and the "inside" of 
the city. Looking at the "present" 
and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the city, Laoshan District strives to 
build a demonstration window of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
tropolis in the new era.

致力于打造高品质新城区的崂山区，对张村河片区寄予厚望。（图 / 杨恒秀）
Laoshan District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high-quality new urban area, and has high hopes for Zhangcun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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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清湾旅游小镇被评为首批山东省精

品旅游小镇；南九水休闲艺术示范

带稳步推进，大石社区“名画家工作

室”“综合性文创基地”投入使用；

全省首个艺术粮仓博物馆主体工程基

本完成。在王哥庄街道标山乡村生活

体验示范带，唐家庄社区引入专业团

队组建合资公司打造“崂山·唐庄”

品牌民宿，村集体从每套民宿中获得

不低于 4 万元的年保底收入。在北宅

街道“两河”文旅双创示范带，乡伴

凉泉理想村乡创园吸引了 10 余个项

目落地，拉动更多就业，实现社区、

企业和居民多方共赢，蹚出一条城乡

融合、农旅互促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如今，示范片区着力打造的村

庄、民宿、景点，已让这片区域成为“网

红”，市民纷纷前来休闲、游玩。“流量”

来了，商机亦伴随而来——片区内各

村庄的饭店、商店随之兴起。生活在

这里的居民不仅生活品质得到提升，

还实现了“家门口”增收致富。数字

最有说服力：2022 年上半年，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377 元，同比

增长 6.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

1.76，60% 以上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

收入超过 20 万元。

既塑“形”也铸“魂”，
打造群众精神家园

日前，位于崂山脚下的王哥庄

街道曲家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鼓

声激荡，彩绸欢舞，歌声飞扬……伴

随着铿锵激越的鼓声，和着高亢激昂

的旋律，一场以《新机遇新征程，乡

村振兴再出发》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正

在王哥庄街道曲家庄村文明实践站精

彩上演。表演的是乡里乡亲，观看的

是街坊四邻。如今，一个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已经成为基层群众文化娱乐

聚集地，点亮了乡村精神文化的星空。

乡村要振兴，文化必振兴。崂

山区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传统优势，为

乡村振兴铸魂凝神，让美丽乡村看得

见山水，留得住乡愁。

深入推进新型乡村治理“八小

工程”，通过培育“小乡贤”、争当“小

名人”、亮明“小家训”等，常态化

宽阔整洁的“四好”农村路蜿蜒盘旋在山海间，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民居掩映在青山绿水中，

一个个集文化体验、旅游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文旅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一张张幸福的笑容挂在

群众脸上……时值初冬，行走在崂山 139 个农村社区，到处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欣欣向荣景象。

Striving to Revitalize the Rural Areas

以奋进之姿答好乡村振兴“满意卷”
文 /梁太宏  岳宗庆

链的延展和带动，又注重赋能特色优

质农业和休闲农业，形成可链接的产

业示范图谱。王哥庄街道仰口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坚持乡村产业抱团联动，

推动崂山茶、乡村养老、休闲文旅和

加工业 4 个产业链组团发展，持续做

大做强乡村经营。北宅街道“百果溪

谷”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以“青岛都市

乡村生态新家园”为总体定位，坚持

乡村生态化发展思路，找准“绿色生

态”+“富民强居”契合点，打造山

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

同时开展“百企进百村，促振兴共富

裕”共建行动，12 家企业和社区已

结成共建合作。其中，流清湾示范片

区以国有企业股份混合改制探索为契

机，探索非集体企业融入村庄集体经

济的改革模式，强化大河东与崂山矿

泉水股份制合作，提高村庄经营性收

入和农民增收内生动力。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

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如今，沙子

口街道流清湾滨海度假风情带初具规

模，被评为“青岛十大人气公园”，

今年以来，青岛市崂山区把乡

村全面振兴作为加快推进全市共同富

裕先行区建设的一道“必答题”，锚

定“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目标，

持续发力，高标准推进，奋力绘就乡

村振兴壮美画卷，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

丽画卷向人们徐徐展开……

握指成拳，
走出协作共富新路子

碧海蓝天下，山海相接处。70

多个色彩缤纷的集装箱，时尚酷炫的

灯光秀，青春力十足冰雪互动项目，

丰富时尚的业态……初冬时节走进位

于崂山区沙子口街道的魔方公园，让

人耳目一新。魔方公园是东麦窑、西

麦窑、流清河三个村庄与第三方公司

合作共同打造的文旅项目。目前入驻

了青啤 1903、壹露台西餐厅等多家

业态，已成为有名的网红打卡地，是

崂山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

设，实现群众共同富裕的缩影。

独木不成林，一花不成春。今

年以来，崂山区坚持高点定位、成方

连片的思路，探索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的崂山经验。顶格推进。建立示范片

区区领导包联制度，中共崂山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分别联系省市级示范片

区打造，街道层面成立至少一个工作

专班、一个专家团队，聚焦问题、研

究路径。高点定位。聘请高水平专业

团队研究深化各示范片区建设方案规

划，组织专家团队论证重点项目策划

方案和推进计划，推动各示范片区策

划规划达到前瞻性、系统性、落地

性、实用性和可持续性的成果标准。

突出优势。既突出都市乡村休闲产业

锚定“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目标，崂山区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图 / 孙逊）
Sticking to the goal of building "a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ndong", Laoshan District is working vigorously to paint a magnificent 
pictur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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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德孝文化品牌，

其中，“海誓山盟”新时代婚礼已经

成为当地人特别认同的文化品牌，在

它的带动下，天价彩礼、奢靡婚礼、

恶俗闹婚等婚嫁旧俗陋弊已经一去不

返，文明新风悄然遍乡野，一批群众

喜爱、乐于参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正遍地开花。

围绕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不断拓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找准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结合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

家庭创建活动，持续抓实乡风文明建

设，帮助群众除陋习树新风，共同建

设新时代文明乡村。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探索建立“道

德银行”，楼长、志愿者可以通过文

化活动、志愿服务、疫情防控、小区

微治理和特别加分项进行日常积分，

使用积分到“道德超市”兑换商品，

激发党员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积极性，

用“小积分”撬动“大文明”。曲家

庄旗袍秀、峪夼柳腔等一系列文明实

践品牌，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 文

化惠民演出 99 场，深受百姓喜爱；开

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等各类乡村

文化活动 1000 余次，营造了浓厚的文

化氛围，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实用管用相结合，将非遗

传承保护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中，围绕传承经典文化、继承非遗匠

心，组织优秀非遗传承人走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通过技艺展示、互动

教学等形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丰

富群众精神生活。打造全市首家山东

手造·非遗体验中心，认定 9 家崂山

区非遗工坊，3 项非遗项目入选省级

非遗名录、3 项入选市级名录。

文明花开满庭芳，春风化雨润

心田。在崂山，一处处焕然一新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一项项特色鲜明

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一场场丰富多

彩亮点纷呈的文明实践活动，奏响乡

村文化振兴新乐章，为崂山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

精神动力、丰厚的道德滋养。

打造 “新引擎”，
擘画数字乡村“新蓝图”
推进建立崂山茶数字化管理系

统，构建从田头到餐桌全过程农产品

质量监管体系，推进崂山茶生产质量

安全全程控制体系（CAQS-GAP）试

点工作……

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着力方向。围绕强化乡村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

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点

内容，崂山区积极探索创新，瞄准转

型升级，发起“数智创新”战役，数

字乡村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聚合数智资源，搭建数智创新资

源平台，筹备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

衔接高校智力资源和平台优势，组织

各类专家学者参与乡村振兴规划编制

相关工作，对全区 103 个社区进行实

地调研，目前已组织调研研讨 10 余次。

打造智慧平台，开展“智慧渔港”建

设，在全省率先建立群众性渔港长效

管护机制，设立专项资金维护日常管

理，初步建成集岸基雷达、船舶识别

等于一身的“5+X”智慧平台，获得

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的高度评价。推

进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建

设，目前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预警平台

体系，涵盖区内 19 座库塘、17 条主

要河道，衔接各个监测站点和预警终

端的山洪灾害 ( 防汛 ) 监测预警平台

平稳运行。强化农品监管，抓好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管，24 家基地、

15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和 7 家家庭农场

均建立了二维码追溯系统，并纳入追

溯监管平台。开展整建制推进崂山茶

质量安全全程控制体系（CAQS-GAP）

试点工作，8 个崂山茶有机食品企业

已经完成试点申报工作。建立“崂山

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对全区茶园面

积进行详细测绘，打造崂山茶大数据

平台和物联感知平台，实现崂山茶“一

图知茶园，一网管追溯”。

“链”上寻合作，“圈”内促双赢
崂山区茶产业党建联盟成立不

到半年，就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

单：举办了“崂山龙须品鉴会”“崂

山龙须杯斗茶大赛”“ 崂山茶歌征

集”等 10 余项大型活动。党建为媒，

催化链上企业深度融合。多家企业在

党建联盟的帮助下，达成合作，为茶

企直接促成订单 60 余万元，合计增

收 500 余万；带动 1000 余户茶农增

收 20% 以上……集群联盟在抱团中

开辟创新发展新路径，实现茶产业转

型升级，走出了一条党的组织建设、

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乡村振兴新路径。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

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的振兴

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更决定着

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

崂山区抓住基层党组织这个关键，

通过组织共建、事务共商、活动共办、

资源共享，打造共驻共建、共享共

赢的党建共同体。

“我们茶产业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了，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了！ 50 家成

员单位，以党建为引领，共商合作、共

讨谋划、共同发展、共享成果，打响崂

山茶品牌、打入市场，我们企业发展的

底气更足了。”谈到今年成立的崂山茶

产业集群党建联盟，青岛初春茶业有限

公司负责同志深有感触地说。

崂 山 茶 产 业 集 群 党 建 联 盟 是

在 崂 山 区 委 组 织 部 具 体 指 导 下，

由 崂 山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牵 头 发 起，

由区直相关部门单位、科研院所、

社 会 团 体、 崂 山 茶 企 业、 相 关 金

融 机 构 等 主 体 共 同 参 与 成 立 的 非

法 人 性 质 的 联 盟 组 织。 联 盟 坚 持

“党建赋能、统筹规划、抱团发展、

互 促 共 赢” 的 工 作 理 念， 整 合 社

会各界资源和力量，把以往的“单

兵 作 战、 单 打 独 斗 ” 转 变 为“ 纵

队 作 战、 集 群 推 进 ”， 通 过 组 织

共 建、 事 务 共 商、 资 源 共 享、 发

展共促、品牌共创，在茶叶生产、

外 闯 市 场 以 及 品 牌 培 育 等 各 个 环

节 进 行 深 度 合 作， 努 力 形 成 茶 产

业 上 下 游、 左 右 侧 相 互 补 台、 相

互 成 就 的“ 红 色 朋 友 圈 ”， 赋 能

助力崂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联盟成立以来，积极搭建合作

共赢平台，先后开展了“茶树抗逆试

验专题分享”“崂山茶产业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 “崂山区农特产品展

销”“崂山茶十二时辰系列宣传片”“崂

山茶歌 MV”制作和发布等活动，把

党建优势转变为产业发展优势，推动

党建工作与茶产业在更高层次、更广

领域上互融互促、同频共振，为进一

步提升崂山茶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

率、打造乡村振兴“崂山样板”贡献

力量。茶农种植管理更加规范，鲜叶

采摘更加标准。

截至目前，崂山区共组建 7 个“党

建产业联盟”，以区域化党建统筹产

业发展资源，推动抱团融合发展。近

两年，培育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省

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各 1 个。

田野上“长”得出专家，
田间地头也能出“秀才”
基层一线是发现人才的大舞台，

田间地头的实践锻炼催生出一批又一

批懂农村、懂农民的技能乡土人才。

崂山区建立起以《崂山区推动乡村人

才振兴工作方案》为统领，领导、考核、

协调、服务四大体系为支撑的乡村人

才支撑“1+4”工作体系；强化乡村

能人的示范引领作用，深入挖掘本土

人才，实施乡土人才“四个培养”计

划，努力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

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社区干部培

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培养

成合作社负责人，先后培育种茶制茶

能手等“田秀才”“土专家”30 余名。

注重为基层一线选用人才。实施年轻

干部“一线墩苗”计划，选派优秀年

轻的干部“下沉”到基层；今年共为

街道选聘工作人员 40 名，向乡村学

校交流优秀教师 29 人。

实施社区后备力量培养计划，每

个社区有 3 至 5 名优秀后备干部，为

乡村振兴储备了一批优秀人才。统筹

安排 39 名区级领导同志担任 70 个社

区（村）干部的帮带导师。扎实做好“乡

村之星”“乡村好青年”等先进典型

品牌培树，评选“新乡贤”“小名人”

和孝道之星等先进典型 100 余人，推

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1 名、齐

鲁乡村之星 2 名。新获批青岛市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 4 家，青岛市专家工

作站 34 家。组织各类招聘会引才，

组织 1000 余家企业发布岗位需求 1.5

万余个，引进各类人才 11211 人。

实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头雁领

航”工程。积极培育农业农村工作先

进典型，更好地发挥其模范带动作用，

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工作者的积极

性，社区（村）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

理机制持续健全，5 名社区（村）党

组织书记被授予“崂山区基层基础建

设贡献奖章”。 加强基层组织“清廉

建设”，指导创建 9 处阳光村务示范

点、5 个村级议事协商示范点、10 个

“阳光村务·清廉农安”示范村，实

现 5 个街道市级清廉示范村全覆盖。

田野，凝聚着丰收的热望；乡村，

激扬着振兴的号角。下一步，崂山区

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超常规的力度和举措全面激活各类

要素，加快打造一批共同富裕标志性成

果，为全市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提供崂山

示范，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Since this year, Laoshan 
District has taken rural re-
vitalization in all respects 

as a must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a pilot area for com-
mon prosperity in the city, stuck to 
the goal of building "a demonstra-
tion area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ndong", continued to work 
vigorously to paint a magnificent 
pictur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le 
adhering to high standards, an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beau-

tiful picture of rural areas with 
thriving businesse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ity is slowly unfolding to 
people.

Going forward, Laoshan District 
will step up efforts to make some 
landmark achieveme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become a demonstration 
area for the city's rural revitaliza-
tion, and strive to build a livable, 
pro-business, harmonious and beau-
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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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一号”驶向深蓝
Guoxin-1 Vessel: a Mobile Fish Farm on the Sea

世界海洋渔业的“青岛印记”
2022 年 5 月 20 日，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

1 号”交付运营。3 个多月的时间里，

海上巡游近 4000 海里，这艘“渔业

航母”从北到南、从春到秋，终于在

金秋时节迎来了这金灿灿的收获——

首批游弋式船载舱养的大黄鱼在离岸

100 多海里的深远海起捕。当一条条

金色的大黄鱼 “鱼贯而出”，意味

着“国信 1 号”在技术层面所代表的

“船载舱养”模式取得成功，青岛在

世界上首次完成了深远海工船养殖的

技术路径验证。

实际上，中国海洋渔业专家早在

上世纪 70 年代末就构想了“未来海

洋牧场”建设蓝图，提出了养殖工船

的初步设想，并持续开展大型养殖工

船系统研究。然而，水产养殖技术和

船舶技术虽已发展多年，深远海船载

舱养却仍是待拓荒的全新领域。建设

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大战略任务。2018 年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

议时指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

地，山东要更加注重经略海洋，努力

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青岛国

信集团立足助力海洋强国和海洋强省

建设，服务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组建深远海养殖工船创新团队，自主

研究、集智攻关，积极探索中国渔业

发展转型升级新道路，研发建造全球

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

船“国信 1 号”，作为真正意义的封

闭游弋式“船载舱养”海上养殖设施，

“国信 1 号”实现全球范围内从 0 到

1 的突破，推动海水养殖产业进一步

从近海走向深远海，在产业发展和技

术创新应用方面具有前瞻性、引领性

和示范性作用，为世界提供了深远海

养殖的“中国样本”。

据介绍，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全

封闭游弋式大型养殖工船由青岛国信

集团发起并联合中国船舶集团、中国

水科院渔机所、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

国家实验室等单位合作研发建造。

“国信 1 号”养殖工船项目被农业农

村部列入 2020 年现代化海洋牧场建

设综合试点项目，山东省科技厅列入

2021 年深远海设施渔业科技示范工

程。项目开辟了海上“移动牧场”的

工业化养殖新模式，向世界提供了深

远海养殖的“中国方案”，为中国抢

占全球高端渔业养殖装备市场制高点

留下了“青岛印记”。

“国信 1 号”总投资 4.5 亿元，

设计年产大黄鱼等高品质鱼类 3700

吨。船体总长 249.9 米，型宽 45 米，

型深 21.5 米，设计吃水 12 米，载重

量 约 10 万 吨， 排 水 量 13 万 吨， 设

计最高航速 10 节，可以说在渔业工

业化养殖领域创造了养殖渔船单船

吨位和养殖规模最大、单舱水体量

最高、具备高度自动化和信息化等

多项国内外纪录，填补了行业空白。

作为首个 10 万吨级全封闭可游弋式

大型养殖平台，“国信 1 号”可移

动躲避台风赤潮等恶劣气候，在全

球海域开展养殖作业。全船 15 个养

殖舱能提供 9 万方养殖水体，通过

养殖水体交换系统，实现养殖舱内

水体与外界自然海水进行不间断强

制交换，借助深层取水装置获取适

宜温度盐度的海水进行养殖，保持

养殖鱼类一直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进而缩短养殖周期、提升养殖品质。

随季节和水温变化，首艘养殖工船

“国信 1 号”将常年游弋在黄海、东海、

南海海域开展大黄鱼等高品质鱼种

养殖。

文 /张文萱

时代潮起，波澜壮阔。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海洋工程装备技术、苗种繁育技术、养殖技术的提升，走向深远海

是海洋渔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在海洋渔业这条万舸争流的航道上，山东、青岛正在领航深远海领域。

“国信 1 号”是全球唯一一艘建成并运营的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
Guoxin-1 is the world’s only 100,000-tonne large-scale smart aquaculture vessel that has been built and put into operation.

——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向世界
提供了深远海养殖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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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xin-1 is the world’s only 100,000-tonne large-scale smart aqua-
culture vessel that has been built and put into opera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expanding China's deep and open 

sea mariculture space and driv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fishery industry.
Guoxin-1 has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the general secretary's 

all-encompassing food security policy of "harvesting food with high 
protein from rivers, lakes and seas", realized the innovative explo-
ration of mariculture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mode to modern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mode, opened up new space for the sup-
ply of high-quality aquatic protein in China, and kicked off the sixth 
wave of mariculture in China.

孤勇者的探索先行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粮

仓”，拓展深远海养殖空间，是增强

向海图强发展优势、做好经略海洋大

文章的必要途径。面对国内耕地饱和

影响粮食安全、作为海洋渔业大国没

有世界头部渔业企业、国内传统渔业

生产方式落后、进口冷链疫情问题频

发、群众对优质水产蛋白需求高等多

重因素，为加快实现海洋渔业发展转

型升级，“国信 1 号”养殖工船创新

团队应运而生。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向海洋进

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殷殷嘱托，

“国信 1 号”工船团队秉持科技报

国的伟大志向，承担国有企业责任

使命，以海洋产业作为主要发展方

向，以深远海船载舱养模式为重点

课题，积极探索中国渔业生产作业

模式的智能化、装备化、信息化道

路。这支平均年龄 39 岁、知识水平

高、专业背景多元复合的团队攻难

题、闯关口，用时 4 年成功自主打

造出航母级“深远海可移动牧场”，

把深远海充足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

转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利器”，

标志着青岛在拓展深远海养殖空间

利用方面走在了全国领先位置，成

为抢占全球深远海养殖制高点的“中

国力量”。

全球范围内虽已有商船改造为

养殖工船开展养殖实验的先例，但

真正的“船载舱养”模式都没有成

熟经验可借鉴，船如何造、鱼如何养、

产业如何落地等技术和运营方面的

问题都是有待探索创新的“无人区”。

“没有人做过，那我们就整合国内

最一流的行业专家联合技术攻关；

没有数据支持，那我们就自己搞实

验积累数据验证设计。”这是工船

团队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心声。团队

锚定目标、大胆探索，从理论研讨

到技术方案论证，从试验船改造到

舱养模式方案制定，从船舶性质界

定到管理标准规范，联合中国船舶

集团、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

家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

单位，组织各类专家论证会 80 余次，

考察调研 100 余次，澄清船舶技术、

养殖产业化问题 1000 余个，使“养

殖工船”从一个模糊的概念，逐步

丰富成详细的图纸集和报告集，最

终顺利完成养殖工船研发、建造及

海试，开创工业化封闭式船载舱养

模式的先河。

据介绍，“国信 1 号”养殖工船

可有效选择深远海适宜海域进行长期

游弋式养殖，既克服了传统的海水陆

基循环水养殖、近海筏式养殖、网箱

养殖等形式受近海海洋污染、品种局

限等限制，也避免了目前主流的深远

海养殖平台存在的躲避恶劣天气能力

弱、养殖密度有限、无法真正进入深

海等不足。工船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

的 4 至 6 倍，养殖周期可缩短 1/3，

成活率 95% 以上，且能有效规避台

风、赤潮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

成为流动的“蓝色国土”。

自主创新攀技术高峰
海洋科技是推动新时代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建设海

洋强国的重要支撑力量。“国信 1 号”

养殖工船项目推进过程中，面对养殖

舱水体振动噪声影响适鱼性等各类困

难，工船团队整合专业领域科研力量

集智攻关，突破了船载舱养、水体交

换、减摇制荡、减振降噪、清污防腐、

智能集控六大关键技术，构建起养殖

环境因子可控的“高效绿色工业化”

养殖模式。

在水体交换方面，以低扬程大

流量养殖泵供水，使 50 米深的优质

水源源源不断注入养殖舱中，达到每

天最高 16 次的总换水次数，确保高

密度养殖鱼群始终处于优良的海水生

存环境；在智能集控方面，构建全流

程养殖集控系统和船岸一体化信息平

台，全船 2108 个测点对养殖舱内水、

氧、光、饲、鱼进行集中控制与实时

监测，使整个生产养殖数据实时传输

到岸基，确保船岸一体联动、岸基远

程监控，真正实现养殖工船智慧化；

在成鱼加工方面，设计配备专门加工

流水线，从起捕、分级，到冰浆速冷

锁鲜或冷冻加工后装箱运出，全程

45 分钟机械化高效完成，使新鲜度

高的深海水产品尽快直达百姓餐桌。

目前，“国信 1 号” 养殖工船

累计获得软件著作权和专利40余项，

输出技术体系文件 14 个，海试阶段

48 项常规船舶和养殖装备实验结果

均超过预定指标，其中养殖舱减振降

噪技术静音水平超越中国最先进的静

音科考船。

构建陆海联动全产业链条
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打造海

洋经济新的增长点，是发展蓝色经济

的关键。青岛国信集团按照“深耕一

产、撬动三产、拉动二产”的发展思路，

在吸引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要素、打

造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上狠下功夫，

奠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围绕深远海养殖工船上下游产

业补链延链强链，构建“科技 + 资

本 + 产业”资源要素生态体系，收

购浙江台州大陈岛股份公司和东方

海洋陆基循环水养殖业务，控股上

市公司百洋股份，拓展布局苗种选

育、饲料加工、病害防控、销售贸

易、物流运输等上下游产业，基本

形成养殖工船产业链雏形，辐射带

动海产品精深加工、船舶设计研发

与制造、现代渔业装备、海洋物联

网、船载信息感知与通信设备等高

端新兴行业，并将面向全球进行“养

殖工船”订单输出，促进形成以青

岛为中心的世界养殖工船产业策源

地和千亿级工船产业集群聚集地，

形成万亿级产业新蓝海。

在推动产学研联动方面，则与国

内涉海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科技成果转

化基地，设立“科技成果奖励基金”，

共建深蓝渔业产业研究院、海水鱼营

养与饲料联合研究中心，形成深远海

养殖、装备设计研发的技术领先优势

和持续迭代升级能力，为现代海洋产

业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未来五年，青岛国信集团将陆续

投资建设 50 艘养殖工船，形成总吨

位突破 1000 万吨、年产各类海水鱼

40 万吨、年产值突破 500 亿元的深

远海养殖产业链条，带动造船业、海

水养殖业、装备制造业等新的产业革

命，向海图强、经略海洋，打造国家

海上“蓝色粮仓”。

（本文图片由青岛国信集团提供）

“国信 1 号”实现了海水养殖由传统农业化向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创新探索。
Guoxin-1 has realized th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mariculture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mode to modern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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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耀崂山  大爱满格

Great Virtue and Love Shine in Laoshan

是你们，在寒冷冬天给予我们炙热温暖；是你们，用不平凡的事迹书写下属于你们的“好

人故事”；是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是你们，用无私奉献传播正能量。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多年来，青岛市崂山区始终高度重视公

民道德建设，连续开展七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推选出众多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典型模范人物，叫响“上善若水 德耀崂山”道德品牌。2021 年，崂山区涌现出山东好人、

“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王仁江，“感动青岛”道德模范提名奖林先锋，青岛市文明市民任春先

等先进典型，今年一季度，崂山区申报的王仁江成功入围“诚实守信类”中国好人候选人。

德耀崂山，让大爱满格。

今年年初，王仁江荣获2021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荣誉。（图/杜永健）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Wang Renjiang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the 2021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模范关爱更加科学规范、高效高质。

礼遇道德模范  致敬崂山好人
道德模范引领社会风尚，凡人善举

温暖山海新城。道德引领文明，文明推

动进步。今年 5 月，崂山区举行“道德模

范关爱月”活动。汇聚来自社会各界的

爱心善举，通过线上形式发布 2022 年

道德模范关爱清单，礼遇道德模范，致

敬崂山好人，大力弘扬尊重道德模范、

弘扬新风正气、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

浓厚氛围。

今年，崂山区汇聚来自全区各街道、

各部门、各单位、众多爱心企业关爱联

盟成员企业的善行义举，最终确定走访

慰问、公共服务、医疗服务、资金帮扶、

教育文化和游览景点六大板块、总计 36

项道德模范关爱举措。自5月启动以来，

崂山区集中开展“道德模范关爱月”活动，

道德模范可凭“崂·好人卡”享受各项关

爱服务，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关爱、

礼遇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树立崇德尚

礼、见贤思齐的价值导向。           

在关心关爱道德模范方面，崂山区

率先设立“道德模范关爱周”，并逐步

升级为“道德模范关爱月”，首创“道德

模范关爱联盟”，逐步扩展为“爱心企业

公益联盟”，发放“崂·好人”礼遇卡等

帮扶礼遇制度，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

法律援助等方面为各位道德典型提供

了暖心、周到的礼遇措施，许多做法走

在了全市全省前列。为确保各级各类道

德典型荣誉称号的权威性、先进性、纯

洁性，崂山区制定了《道德典型管理办法》，

进一步明确了推荐命名、褒奖礼遇和日

常管理等工作，让道德典型的挖掘选树、

学习宣传和关爱工作更加制度化、常态

化。崂山区还制定了《道德典型关爱实

施办法》，为全体道德典型提供荣誉命

名、走访慰问、志愿服务等 11 条关怀礼

遇措施，为生活困难的道德典型提供资

金扶助、基金救助、医疗救助等关心帮

扶措施。

为进一步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

用，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崂山区以“道德模范关爱月”为契机，号

召带动广大居民向道德模范学习，争做

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

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不断为崂山精神、

崂山价值、崂山力量增添新的内涵，为

加快建设开放创新宜业怡居的山海品质

新城贡献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模范激扬时代精神
榜样引领文明新风

在崂山，你常常能听到好人的故

事，他 们 朴 实 善良、无 私 奉 献。他 们

的 事迹让 人印 象。长 久以 来，在“ 文

明市民”“道德模范”“感动青岛”等

荣誉从来不缺少“崂山人”的名字。在

2021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颁奖

典礼上，由崂山区挖掘选送的王仁江成

功获评“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称号，林先

锋获评“感动青岛”道德模范提名奖。他

们是每一个崂山人学习的榜样，向道德

模范学习，向身边好人致敬，争做崇高

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

好生活的创造者。

今年 7 月，2022 年第二季度青岛市

“文明市民”中，崂山区有两位模范荣

膺上榜，他们是孝老爱亲、悉心照顾公

婆 34 年的刘秀珍，助人为乐、14 年笃行

不辍献身公益的郭俊杰。文明市民来自

平凡大众，又以不平凡的道德力量感召

大众，为社会注入满满正能量，值得我

们为他们点赞。

截至今年 7 月底，崂山区近年来共

评选出国家级道德典型 8 人、山东省道

德典型 11 人、“感动青岛”道德模范 8 人、

青岛市“文明市民”50 名、区级道德模

范 70 名，一个个平凡而又闪亮的模范

名字，如同夜空中引路的明星，汇聚成

照亮山海的“道德银河”，将“上善若水 

德耀崂山”文化品牌不断锤炼出新精神、

提升新境界。

模范的成长、好人的接力需要社会

道德沃土的滋养，近年来崂山区通过政

府宣传引领，打造了如“道德模范关爱

月”、《崂·好人说》、道德模范先进事

迹巡演等一批形式各具特色、内容丰富

的宣传方式，引领全民形成一股崇德向

善的浓厚氛围。除此之外，崂山区文明

办还制定推出了《崂山区道德模范管理

办法》和《崂山区道德典型关爱实施办

法》，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模范管理与

青岛市道德模范故事汇崂山专场举行，反响热烈。（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部）
Laoshan Session of Qingdao Moral Model Stories is held and receives a warm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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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食品安全、索证索票、餐具消毒、明码

标价等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和培训机

制，同时分享了餐饮行业协会在节假日

作为志愿者看望照料孤寡老人、疫情时

对一线工作人员发送爱心盒饭的故事。

崂山风景名胜区巨峰游览区管理服

务中心主任李勇分享了全国文明名胜区

的崂山巨峰游览区应该有的高度、深度、

温度和气度，从这 4 个方面讲述了不同

维度的文明行为，尤其对于“无痕游崂

山”的打造，除了开展“观山不废山、空

瓶带下山”主题活动外，还通过垃圾分类、

和孩子互动游戏传递文明旅游知识；以

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呼吁游客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提升自

身文明素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

崂山区坚持群众主角，立足群众

视角，建 立完善“1+9+100”文明创建

战略体系——制定印发《崂山区“大干

实干 500 天 争创文明典范城”攻坚行

动方案》，以顶层机制谋划催动文明创

建引擎；重点实施环境卫生、社区小区、

占路经营、文明素质等领域“九大行动”，

以切实举措落地文明创建成果；发布

实施“创城百件小事清单”，小切口大

民生，让文明创建普惠百姓日常生活点

滴。让文明成为城市底色，让群众成为

幸福主角，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

明人、建文明城，汇万千文明小行动，

筑起文明城市高品质！让文明，再多一

点！

A great era calls for a great 
spirit, and a lofty cause 
r e q u i r e s  r o l e  m o d e l s 

to set examples. Over the years, 
Laoshan District has always at-
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aising 
public moral standards. It has car-
ried out seven consecutive editions 
of moral model selection, through 
which many role models with great 
influence in the city, the province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have 
been selected, and the morality 
brand of  "Virtue and Kindness 
Shining in Laoshan" has grown in 
popularity.  In 2021, many role 
models emerged in Laoshan Dis-
trict, including Wang Renjiang, a 
winner of the titles of Good People 
of Shandong and "Moving Qingdao" 
moral model; Lin Xianfeng, a nom-
inee for the title of "Moving Qing-

dao" moral mode; and Ren Chunx-
ian, a winner of the title of Model 
Citizen of Public Civility in Qingd-
ao.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Wang Renjiang who represented 
Laoshan District was successful-
ly listed as a candidate for "Good 
People of China" in the category of 
"honest and trustworthy".

Great virtue and love shine in 
Laoshan.

道德模范引领社会风尚，凡人善举温暖山海新城。（图 / 杜永健）
Moral models lead the social trend, and ordinary people's good deeds warm the new city of mountains and sea.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部、崂山区文明办主办，崂山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崂·好人说》栏目，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话题直播访谈类节目。
（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部）

Hosted by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Laoshan District Committee and the Laoshan District Civilization Office, and organized by Laoshan District 
Integrated Media Center, the "Laoshan · Talks with Good People" is a live interview program on the topic of public civility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theme 
of civic moral education. 

《崂·好人说》，这是大爱的底色
据悉，为进一步树立“德者有得、

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激

励更多的人尊重道德模范、关爱道德模

范、争当道德模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崂山区委宣传

部、崂山区文明办主办，崂山区融媒体

中心承办的《崂·好人说》栏目，是以公

民道德教育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话

题直播访谈类节目。每月录制一期，邀

请崂山区各级道德模范、文明市民、身

边好人等“崂·好人”代表，生动鲜活地

讲好崂山人身边的故事，倡导崇尚模范、

争先创优，培育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

社会风尚。多年来，《崂·好人说》栏目

深受人们追捧 ，多角度展现“好人”风采。

今年清明前夕，《崂·好人说》栏目

以“清明祭英烈 文明树新风”为主题，

邀请青岛市崂山烈士陵园讲解员刘竹、

2021 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王仁江，

同时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对话青岛市新

时代好少年、崂山区第七届新时代好少

年、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学生刘家辰，

共同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与发扬英烈精

神，推动文明祭祀时代新风。

近日，《崂·好人说》栏目以“崂山 

文明多一点”为主题，邀请崂山风景名

胜区巨峰游览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李

勇；崂山物业协会理事、青岛锦绣前程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海丽；崂

山区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王金亮做客

演播室，就创建文明典范城市中的文明

餐桌、文明旅游等方面分享了感动温暖

的故事。山海城区，文明崂山。城市文

明气质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各单位机

构的强力举措、各行业部门的协力配合

方成涓滴汇海之功。

本期《崂·好人说》邀请到 3 位嘉

宾，他们来自群众，又服务群众，是来自

群众发挥能动性推动文明创建过程中

一股温暖铿锵的力量。他们用自己“多一

点的行动”，传达文明城市多一点尊重、

多一点学习如何做好文明、多一点关爱

和温暖。

小小餐桌“端出”城市大大的文明，

一日三餐，折射出的是城市整体文明最接

地气的部分，3 位嘉宾就“公筷公勺、光

盘行动”等话题感受餐桌中的文明脚步。

崂山区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王金

亮讲述了餐饮行业协会发起的“大干实

干 500 天争创文明典范城市”倡议书，

今年 7 月，2022 年第二季度青岛市“文明市民”中，崂山区有两位模范荣膺上榜。（图 / 杜永健）
In July this year, among Qingdao's "Model Citizens of Public Civility"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22, 
two are from Laosh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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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文明实践阵地
打造群众精神家园

2022 年，崂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亮点纷呈，成绩亮眼。目前，崂

山区拥有 1 个区级文明实践中心、5 个

街道文明实践所、167 个社区文明实践

站，实现文明实践阵地 100% 覆盖。同

时，崂山区将文明实践中心与党群服

务中心有机结合，创新设置“7+X”标

准化建设体系，架起链接党建、社会

工作、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心理疏

导等多类资源的桥梁。

近年来，崂山区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的指示精神，创新实施

“六基工程”，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通过整合多方资源、聚焦群众需求，

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

延伸服务触角，打通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推动文明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如今，在崂山，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已逐渐成为人们学习理论政策的学校、

丰富文化生活的舞台、倡导移风易俗

的平台、推进文明创建的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

塑形，更要铸魂。近年来，崂山区坚

持党建引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理念，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

里，为文明实践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围绕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在乡

村振兴中的作用，不断拓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找准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结合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

创建活动，持续抓实乡风文明建设，

帮助群众除陋习树新风，共同建设新

时代文明乡村。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探索建立“道德银行”，楼长、志愿

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深入社区街道。
Various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in the communities and sub-districts.

文 /方童

文明，崂山鲜明的城市底色
Public Civility, a Distinctive and Inherent Character of Laoshan

文明是一盏明灯，照亮城市的每一个地方；文明是一阵清风，吹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青

岛市崂山区各街道、各部门以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抓手，精准出击，切实落地，倡树新风，

将志愿服务融入百姓生活、将集体婚礼形式推陈出新……不断地将更多文明的种子在崂山种下，

以实际行动推动文明在辖区蔚然成风。

者可以通过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疫

情防控、小区微治理和特别加分项进

行日常积分，使用积分到“道德超市”

兑换商品，激发党员群众参与文明实

践的积极性，用“小积分”撬动“大

文明”。

独有的浪漫，引领婚恋新风尚
新风尚与新行动，海誓与山盟，

是崂山区送给新人的独特浪漫与祝福。

今年 8 月，在崂山区会场湾新时代文

明实践婚礼殿堂，一场新时代文明实

践婚礼正在举行。活动由中共青岛市

委宣传部、青岛市文明办指导，崂山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中共青岛市

崂山区委宣传部、青岛市崂山区文明

办主办，崂山区融媒体中心承办。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中华优良家风，

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孝敬父母、敬

业奉献。也希望更多青年朋友，树立

积极健康的婚姻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

倡树文明新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

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婚礼

现场，出席仪式的相关领导作为证婚

人为新人送上祝福。随后，一对新人

将彼此对婚姻的承诺与期许写在心形

许愿牌上，一同悬挂在“爱情许愿墙”

上，亲友团纷纷为新人送上真挚祝福，

一同见证他们的美好爱情。

“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激动的日

子，婚事新办、喜事简办，这么时尚、

简约、浪漫的婚礼形式，让我们感受

到了新时代婚礼的新风尚，更加珍惜

这份纯粹的爱意，这场婚礼比我们想

象中的婚礼更加浪漫与特别，我们对

此感到很满意。”谈到这场新时代文

明实践婚礼，新郎赞不绝口。

崂山区推出“海誓山盟”婚礼殿

堂品牌、曲家庄旗袍秀、峪夼柳腔等

一系列文明实践品牌，组织开展“戏

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 99 场，深受

百姓喜爱；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等各类乡村文化活动 1000 余次，营造

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在推动乡风文明

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文明花开香满园
2021 年以来，崂山区金家岭街道

立足社区、面向群众，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阵地作用，以党史学习教育

青岛市崂山区多次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深受年轻人的追捧。
Laoshan District has held many collective wedding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ublic civility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quite popular with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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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传播，让爱传递
为深化家庭文明建设，深入推进

家庭教育普及，促进家庭多元化发展，

在金家岭街道妇联的指导下，同盛路

社区妇联开展“巧手慧心展风采”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由专业的手工制

作老师为社区居民科普手工布艺制作

过程，让传统文化走进社区，体会中

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活动现场，老师向居民普及生活科

学小常识，居民可以在生活中学以致用。

随后，在老师的讲解和帮助下，学员们

用提前准备好的布料、丝绵等物品，开

始穿针引线制作复古包。在缝制过程中，

无论手法生疏还是娴熟，大家都愉悦其

中，一针一线缝出缤纷生活。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只只做工精美的

复古贴布手拿包展现在大家眼前，“你

这个配色真雅致”“这只手工包针脚真

细密”……居民们互相欣赏着，真诚地

赞美着彼此的布艺作品。

文明花开满庭芳，春风化雨润心

田。在崂山，一处处焕然一新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一项项特色鲜明的

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一场场丰富多彩

亮点纷呈的文明实践活动，为崂山区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

强大的精神动力、丰厚的道德滋养。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崂山区文明办提

供）

Public civility is a beacon that 
illuminates every part of the 
city. And it is a breeze that 

blows all over the city. The sub-dis-
tricts and departments of Laoshan 
District, taking the building of a 
national model city of public civili-
ty and social progress as a starting 
point, have taken targeted and con-
crete actions to promote public civil-
ity, advocated new trends, integrat-
ed volunteer services into people's 
lives, and introduced new forms of 

collective weddings. They continue 
to plant more seeds of public civility 
in Laoshan and have taken practical 
measures to foster an atmosphere of 
public civility in the district.

In 2022, Laoshan District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public civility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Laoshan Dis-
trict has one district-level center, 
5 sub-distr ict- level  off ices and 
167 community-level stations for 
promoting public civility, realiz-

ing 100% coverage of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promoting public ci-
vility. At the same time, Laoshan 
District has combined the center 
for promoting public civility with 
the  Party -mass  serv ice  center , 
innovatively set up a "7+X" stan-
dardized construct ion sys tem, 
and built a bridge linking various 
resources such as Party building, 
social work, civility advancement, 
voluntary service, and psychologi-
cal counseling.

老师向孩子们普及生活科学小常识。
Teachers popularize common knowledge of life science to children.

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的形式备受关注。
Collective wedding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ublic civility in the new era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为导向，以文化惠民建设为契机，以

提高民众满意度为抓手，以疫情防控

为前提，突出红色主题，大力组织引

导辖区居民开展全民参与、喜闻乐见、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不

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明

旅游宣传、志愿公益服务、爱心订单

上门……金家岭街道开展丰富多彩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犹如连心桥，

将党心、民心紧紧相连，真正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 7 月，金家岭街道王家麦岛

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麦

岛中学的学生们，一同走进冰山之角

景区，向游客分发“文明餐桌 从我做

起”宣传资料，详细讲解资料中的内容，

提醒消费者在生活中要讲究科学饮食，

号召大家树立健康理念，主动使用公

筷公勺，让“公筷公勺、合理分餐”

成为餐桌文明标配，打好“舌尖上的

防疫战”。现场，志愿者们发起光盘

行动，号召大家杜绝餐桌浪费，节约

粮食，并向群众普及餐桌礼仪，倡导

用餐时不抽烟、不大声喧哗等，提倡“民

以食为天，用餐礼为先”的文明餐桌

礼仪。同时，志愿者们积极投身文明

旅游宣传行动，呼吁大家文明出游，

戴好口罩、主动亮码，提示游客遵守

相关防疫要求和注意事项。

与此同时，颐都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在石老人海水浴场开展“文明

旅游，你我同行”志愿服务活动，通

过互动的方式宣传文明旅游。

“ 请 问 您 是 从 外 地 过 来 的 吗？

您 对 青 岛 的 旅 游 有 哪 些 了 解？ 提

起 青 岛 崂 山 您 最 先 想 到 的 是 什

么？”“ 现 在 正 值 暑 假， 好 多 家 长

都 是 带 着 孩 子 出 来 旅 游， 我 们 在 旅

游 中 怎 样 做 到 身 体 力 行， 为 孩 子 树

立 文 明 旅 游 的 榜 样？” …… 志 愿 者

们 来 到 景 区， 向 过 往 游 客 宣 传 文 明

旅游知识，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

宣 传 崂 山 文 化 底 蕴， 同 时 对 游 客 的

不 文 明 行 为 进 行 劝 导， 教 育 引 导 广

大 游 客 提 高 环 保 意 识， 自 觉 爱 护 景

区 环 境， 人 人 争 当 文 明 游 客。 活 动

中，志愿者们还积极参加清洁活动，

他 们 不 怕 脏、 不 怕 累， 将 捡 到 的 垃

圾 投 进 垃 圾 箱， 引 导 游 客 自 觉 遵 守

社会公德，主动践行文明旅游公约。

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以 饱 满 的 热 情、 真 诚 的 服 务 赢 得 了

景 区 管 理 人 员 和 广 大 游 客 的 一 致 好

评， 他 们 热 情 的 笑 脸 成 为 景 区 一 道

靓丽的风景线。

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在崂山区举行。
Various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are held in Laosh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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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之间的慢生活
Slow Life Amidst the Mountains and Sea

春天的崂山，挣脱了料峭的寒，

一片草木欣然，“春暖花开，面朝大海”

的日子，仿佛不在诗里，而在脚下；

夏天的崂山，洁白如玉的浪花伴着潮

起潮落，深深浅浅的白与蓝，如诗如

歌亦如画；秋天的崂山，只将怡然秋

色奉上，空气里也染上了几分宁静致

远的闲，云卷云舒间，是风吹落了花；

冬天的崂山，像一杯茶，暖暖的，沁

着香，让人爱不释手……

都说奔赴山海，相信没人会拒绝

崂山之约——自在的日子里，静静享受

崂山的慢生活，邂逅梦中的诗与远方。

乐山乐海又乐天
风从海上来，带来悠扬婉转的歌

声。小麦岛被层层的音浪包裹着，更

加令人心生向往。

不知从何时起，小麦岛成为爱乐

之人的乌托邦。爱唱的和爱听的，不

约而同聚到了这里。蓝天碧海青草地，

是最美的舞台，风吹浪涌鸟嘤咛，是

最美的和声……轻轻一曲，海风微醺，

无论是歌者还是听众都已心醉。作为

青岛“网红打卡地”中的后起之秀，

小麦岛不仅是音悦之岛，还是旅拍胜

地，更是年轻人相约野餐的好去处。

小麦岛只有一条路与陆地相连，环形

的岛屿绿意深浓，像是麦岛湾这条美

丽项链上的精致吊坠，这座海中花园

有大片平坦的草地非常适合户外野餐，

铺上一块格子桌布，摆上精心准备的

野餐篮，面朝着湛蓝的大海，品尝着

可口的食物，微凉的海风中是内心深

处的一片满足；临海的礁石未经雕琢

保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前来旅拍的

文 /王一如

见过崂山最美的样子吗？

如果你问，便会得到许多回答。

青山秀水间的“向往生活”。（图片提供 / 乌衣巷田园会客厅）
An ideal life amid the picturesque scenery. 

空中俯瞰小麦岛。（图 / 冷金城 )
A birds-eye view of Xiaoma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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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随意几个亲昵的动作，举手投足

间就是独一无二的景致；喜欢骑游的

恋 人 还 可 以 在 此 体 验 风 中 骑 游 的 快

乐……无论是日暮，还是晚霞，小麦

岛公园都有让人恋恋不舍的理由。

当海风的脚步停在石老人海水浴

场，城市会客厅便成了人们心灵度假的

港湾。迷恋轻旅行的人，总会选在风

和日丽的日子里，扎帐篷支天幕，然

后对着大海发呆一整天。而到了周末，

小巧可爱的帐篷更像是五彩缤纷的巧

克力豆，洒落一地铺满金色的沙滩。欢

声笑语伴着阵阵海风，干净纯粹的海天

白云仿佛是漫画书里的场景，令人深深

沉醉。而石老人沙滩房车露营公园，更

是露营控们的宝藏地，凭海临风烧烤露

营，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情了。

停留在崂山，你要做的，就是放

慢脚步，用心感受她的闲适和自在。

花前树下，海畔田间，有面朝大海的

春暖花开，也有田园诗意和梦寐以求

的“远方”。来了，便只想与世隔绝。

远离都市的流清河，一派丘陵起

伏的田园风光，星罗棋布地点缀着一

些漂亮的渔村山庄，清丽而雅逸。过去，

当地人的生活仿佛与世隔绝；如今，

这里的魔方公园成为迅速崛起的摩登

地标，占地 5000 多平方米的场地中，

70 多个集装箱被涂成缤纷的颜色，明

媚的黄、清爽的蓝、优雅的灰、纯粹

的白、梦幻的粉……它们像一个个小

小的积木组件，被看似随意却心思巧

妙地组装拼搭，与周围的青山、渔村、

碧海、沙滩一起营造出独树一帜的美。

作为展现崂山旅游青春活力的地标，

魔方公园不仅是沙滩娱乐休闲地、高

端民宿聚集地，还是文创研学体验地，

引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

拍摄基地、腾讯 WE 城市特展、青啤

1903 啤酒吧等众多业态落户。当夜晚

降临，One Terrace Restaurant 露台咖啡

西餐厅的露天电影会准时开场，与青

岛浮山湾海岸的热闹不同，这里的露天

电影更为沉稳文艺，白色的三角棚与湛

蓝的海搭配出清新的气质，傍晚时分，

远处的崂山影影绰绰，像是天然巍峨背

景，在这里看一场电影，似乎就要融入

到崂山脚下的山海梦境中去。

车马很慢的柔软时光
古韵崂山茶，四季果蔬香，崂山

北宅的青山秀水间，藏着一个乌衣巷，

那里，有另一种“向往的生活”。

青草、远山、朗朗笑声，诗意的

慢生活从这里舒展开来。有人喜欢这里

的山林民宿、田园美术馆、果园餐厅，

有人被这里的星空露营所吸引，还有人

单纯迷上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书房、乡野

咖啡……坐拥山林、身处云野，没人抵

得住清新自然的诱惑。乌衣巷田园会客

厅更是提供了无数种有关慢生活的“可

能”，让来到这里的人可以沉浸式探索

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乡村读书会、山

边诗歌节、创意新闻发布会、田园美术

展、乡村特色研学、室外草坪婚礼……

丰富的特色活动，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小

小的文艺又清新的世外桃花源。

钟灵毓秀的北宅，还隐匿着一片

小小的“绿野仙踪”的世界。走进餐

霞山房，仿佛走进了热带花园，又像

玛丽安娜·诺斯笔下的艺术世界。独

当一面的落地玻璃墙幕高大通透，隔

绝出两个世界：山房之外是浓密的绿

林，山房之内则更像画中世界，阳光

碎金散银般洒进来，迷醉着眼睛。每

个来到这里的女孩，瞬间变身花房姑

娘，淡淡暗香中，阖眸轻唱《从前慢》。

崂山是个让人相信天长地久、海

誓山盟的地方。如果你相信爱情，一

定不要错过石墉城堡。来过这里的人，

都对这座美得不像话的欧式城堡念念

不忘，这座用古朴岩石堆砌而成的城

堡，没有现代的痕迹，与周围的景色

十分搭调。浓密的植被给城堡增添了

几分神秘的色彩，静谧的草地能听到

林间的啼鸣，登上城堡的平台，能够

看到远山和大海……在阳光和海风中

享受下午茶，会以为身处欧洲；夜宿

城堡的一晚，不仅能拥有一夜好眠，

还能体会到被小鸟叫醒的美好。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

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崂山有太多地方，让你忍不住哼唱这

首歌。北宅南北岭村的爷司露营咖啡

馆用一片翠绿的山锁住你的心；四水

的昨日乡村原木工坊用山间第一缕晨

光迷醉你的眼；凉泉村的囍柿小酒馆，

凭着那一句句泄露真情的肺腑之言拴

住了你的人；青山渔村里，度假的袋

鼠西餐厅不仅有美景，更用美食俘获

你的胃……这种“慢时光”，渐渐让

崂山成为人们放下疲惫、放松身心的

养“心”之地——大自然赋予崂山的

美丽海滨自然风貌和宜人的气候，没

有被辜负；那份舒心、惬意的感觉在

留在崂山的那一刻由然而生。

许多人，因为崂山的“慢”放缓

了旅行的脚步，只为慢慢品味她的点

点滴滴，只为心头“住下来，爱上这

座城市”的念头。也因此，每一杯咖

啡的时间，都能换来一段令人沉醉的

时光。除了山村深处、渔村小巷里的

咖啡馆，崂山闹市之中的咖啡馆也会

让体验“慢生活、轻旅行”的人们不

户外草坪婚礼 , 打造别样浪漫。（图 / 刘曙光）
The outdoor lawn wedding creates unique romance. 

石老人海水浴场，美得如诗如画。（图 / 杨雪梅）
The picturesque Shilaoren Bathing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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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sk people whether they 
have seen Laoshan in its most 
beautiful from,

you may get various answers.
In spring, Laoshan breaks free of the 

chill and produces a landscape of lush 
grass and trees. The days of " 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flowers blossom-
ing" don't only exist in the poem, but 
are within your reach. In summer, the 
waves as white as polished jade rise 
and fall with the tide, and the blend 
of white and blue presents a poetic, 
song-like and picturesque view. In au-

tumn, Laoshan presents spectacular 
autumn scenery, with an atmosphere 
of tranquillity and leisure in the air. 
As the clouds gather and spread, the 
flowers are blown off by the wind. In 
winter, Laoshan is like a cup of warm 
and fragrant tea one can hardly bear 
to put down. 

As people all enjoy the scenery 
of mountains and sea, it's believed 
no one will say no to Laoshan where 
you can live the life of your dreams: 
a slow-paced life free of worldly 
views.

质新城，有青春时尚、活力动感的一面，

也有温柔缱绻、岁月静好的一面。而后

者，需要你走进艺术空间细细品味。

石老人海水浴场的最西端，廊艺

美术馆独自矗立在空旷的沙滩，美术

馆空间与滨海景观自成一体，像是在

俯瞰世界的尽头，又像是假装不经意

地回眸，无论怎样，抬头是海转身是

画的氛围给人一种宁静致远的美。在

这座山东离海最近的美术馆中，除了

赏画还可以静静阅读。在大海与展厅

之间，悠长的木制书桌上，球形的阅

读灯将为每一位阅读者开启图书馆阅

读模式，唯一不同的是，抬头所见不

是书友的脸，而是阳光之下一片璀璨

山海。而青岛文化品牌中最具代表性

的“嘉木”，也在崂山留下了印记——

作为青岛最具品牌影响力的民营美术

馆，嘉木美术馆曾 5 次获评青岛市文

艺精品，新设立的崂山馆秉承嘉木“美

美与共”精神，以“传承文化精华、

激昂时代精神”为愿景，立足青岛，

虚此行。比如，石老人浴场的花神书咖、

如是书店咖啡馆，极地海洋世界附近

的浮生十味、久仰咖啡、小团月·饮

舍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咖啡

馆更像是为甜剧男女主准备的，浪漫

清新又超然脱俗，面朝着大海随意一

坐，捧起咖啡便能融入风景。

在 崂 山， 你 不 仅 会 爱 上 咖 啡，

还 会 爱 上 Brunch—— 轻 旅 行、 慢 生

活的目的，在于让疲惫的身心得到深

层次的放松。凭海临风，静心于欣赏

崂山的山、海、城中，让自己过一段

前所未有的疗养生活、去享受崂山的

温柔时光，让一天从一份精致美味的

Brunch 开始。

Brunch 代 表 着 一 种 休 闲 和 慢 节

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

欢睡到自然醒之后再开始享用食物，

特别是在旅行中。从某种意义上说，

Brunch 还与中国的早茶文化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崂山有许多西餐厅专门提

供 Brunch，它们大多在上午九十点钟

营 业， 比 如，The Brunch Club 的 班 尼

迪克蛋、牛油果三明治、番茄辣肉酱

汉堡、牛油果温泉蛋简直垂涎欲滴；

再如，OTF·All day brunch 的自制乡村

烤鸡让人、奶油培根蘑菇可丽饼，让

人食髓知味；又如，U KITCHEN 优餐

厅的墨西哥鸡肉烤饼让人爱上芝士与

肉的美妙搭配；而 AFS Brunch·Bistro

的 taco 和迷你和牛小汉堡，让人体验

碳水的快乐；昨日乡村原木工坊的鳗

鱼饭、咖喱饭、云吞面则用朴实无华

的简餐搭配绿意清新的风景，让你觉

得鼻尖的空气都鲜美极了。

崂山的慢生活，处处散发着一种

优哉游哉的气息。在这里，时间仿佛

突然就慢了下来，你会发觉，一天中

竟然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赏云

发呆，彻底放松。

邂逅崂山的文艺感
避开车水马龙和人山人海，你会

在街头转角邂逅崂山的文艺感。精致

小巧的“口袋公园”，曲线优美的滨

海步道，极具创意的城市雕塑，无不

彰显着这座山海品质新城的时尚和活

力。当然，崂山蓬勃的艺术气质，也

氤氲在其中，等你邂逅。

崂山优美的海岸线上，坐落着青

岛雕塑园。这座中国最早的专业性雕

塑艺术陈列园占地 8 公顷，由室内雕

塑艺术馆和室外雕塑公园两部分组成。

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在这里实现完美

契合，海光山色更是被染上浓浓的艺

术气息。你可以沿着 1.5 公里滨海木栈

道散步，在习习海风中接受艺术的熏

陶，你还可以漫步绿意深浓的绿地公

园，去偶遇那一处处情感丰沛的人文

雕塑、装置艺术和园艺造景，与艺术

家进行隔空对话。而位于雕塑园西侧

的青岛雕塑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座专

业性、学术性的雕塑艺术场馆，汇集

了中外艺术家们的优质艺术品，在这

里有一场接一场心灵的洗礼。

崂山区是座开放创新怡居的山海品

让人流连忘返的沙滩帐篷集市。（图 / 张张）让人流连忘返的沙滩帐篷集市。（图 / 张张）
A tent market on the beach that makes people linger.A tent market on the beach that makes people linger.

面向全国，为文化复兴尽一份力。

你见过水彩画中的崂山吗？传统

的、意象表现的、当代观念性的，张

张明澈动人……水彩画不同于其他画

种，无论外表风貌还是创作技法都透

着淋漓酣畅、自然洒脱的意趣。众所

周知，青岛水彩是山东水彩的发源地，

也是中国水彩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最早引入水彩画的地方之一，

青岛无论城市风格或是气候特征，天

生就蕴涵着水彩表现的“代入感”，

并形成了对青岛地域文化的高度提炼

与浓缩的“山海画风”。不知不觉间，

“水彩”与“崂山”碰撞出了火花，

8 年时间，“水彩崂山”成为崂山文化

的一笔浓墨重彩，并逐渐成为影响青

岛文化和现代产业发展的符号——这，

正是第八届“水彩崂山”青岛当代水

彩艺术展带给人们的感受，青岛老中

青三代水彩画家和艺术学子们的 120

余幅水彩作品让人大饱眼福。

爱上崂山的 N 个瞬间
崂山，是个让人来了不想走，走

了还想来的地方。在这里，心动似乎

更容易一些，一处风景、一片碧海或

一地阳光，都让感性的翅膀呼之欲出、

欲罢不能，那些欢喜的情愫总在不意

间萌芽、舒展、怒放，所以，人们喜

欢留下来，一遍一遍感受崂山的美好，

一遍一遍回味那些怦然心动的瞬间。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崂山

会用诗画人生诠释着慢生活，会用一

场细雨便朦胧渔村的轮廓，也会用薄

雾隐约勾勒出山村的超凡脱俗。那些

石头墙斑驳了回忆，泥土路散发着芬

芳，老院子承载着家和万事兴的故事，

而老树上的嫩芽香花讲述着生命的奇

妙；那些淳朴的民风展现出只关乎自

然、宁静、人文的生活方式……动人

的风景无处不在，正如早晨目睹东方

海岸线上的第一缕阳光，夜晚聆听仙

境传来的悠悠之歌，炊烟、渔歌、背

靠青山、把酒桑麻。

山海之间的茶园里，茶农们温柔

撷取，再用心烘焙，最终成就了一杯

好茶。崂山春茶是大自然的恩赐，清

澈甘甜的泉水冲泡着嫩嫩的茶芽，闭

上眼睛细闻细品，仿佛能感受到这杯

茶的前世今生。要知道，崂山春茶是

不能将就的，采摘的月份和时间、茶

芽的鲜度、加工的技艺、冲泡的用水

等等，无不彰显着一杯崂山春茶的讲

究和品格。一杯茶的工夫，便是一段

细品人生的慢时光。

如果有一个地方，能让“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幻化成生活，那就是崂山。

去拥抱山海，感受明媚阳光下，大自

然的葳蕤生意，一边消磨时光，一边

体会慢生活的惬意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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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仙境，最美乡村
The Most Beautiful Villages, a Wonderland with Mountains and Sea 村子里危房林立，生活垃圾堆积。

变化始于崂山区引入作为国内乡

村文旅投资运营先行者——乡伴文旅

集团。作为乡伴文旅集团在北方的第

一个理想村项目，秉着“振兴乡村，

绿色赋能”的初衷，集团以“生态振

兴”为基础，以“福报文创”为特色，

深入探索崂山乡村振兴的新旧动能转

化路径，通过“生态理念指导、乡土

创意复兴、福报文化推广”打造乡村

生态振兴的齐鲁样板，乡村文旅生活

的崂山特色。

基于此，乡伴文旅集团采用“整

体租赁、统一划分、分期改造、精品

运营”的模式，通过精品策划设计、

环保理念植入、构建社区平台、引进

乡创人才、城乡联动共创，将荒芜衰

败的村落复兴起来，倾力修复和打造

成有精致亲切的生态环境、有浓郁热

情的生活邻里、有活力创意的生产社，

构建起了一个让人安居乐业的村落、

一个理想社区。

山海之间的“味道”
在距离崂山区流清海滩不远处，

一条密松掩映的悠长小路进入，眼前

便豁然开朗。即使见惯了青岛“红瓦

绿树 碧海蓝天”的城市风韵，也依然

会被林立在这山海之间的红瓦石头房

所吸引。远远望去，别有一番韵味，

这里便是崂山区沙子口街道的东麦窑。

有利的地理位置加之自身的资源

条件为东麦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

加上近年来对于当地文化、艺术氛围

的挖掘，将山海渔村的风貌与生活巧

妙地融合到崂山广袤清冽的大环境中，

让这个昔日小渔村摇身一变，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山—海—村”乡村空间

布局。如今，随着民宿产业的兴盛，

东麦窑更是声名远播，成为青岛休闲

度假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在这里，

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次乡村之行，

更是一次放空自我的问道之行。

回溯历史，东麦窑的文化脉络也

几经更迭，互相交织，如今成就了这

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其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东麦窑的历史不算短，相传第一

批居民是清朝乾隆年间迁徙而来，仔

细算来也有 200 余年历史了。早在清

朝乾隆年间，李氏先民李东玺从现在

沙子口街道的南崂村迁到这里。当时

这里还荒无人烟，仅残存着不知哪朝

哪代人所遗留的几座烧炭用的黑窑，

遂称“墨窑”，后取其谐音为“麦窑”。

文 /隋斌

旧村换新颜 
破旧的老屋变身精品民宿、废弃

的厂房变身乡创中心。白天有热闹的

咖啡厅，晚上有悠扬的音乐会……位

于崂山区北宅街道的凉泉老村如今可

谓旧貌换新颜。

凉 泉 老 村， 于 1958 年 为 支 持 崂

山水库建设从水库搬迁至现址，并在

1998 年二次搬迁至凉泉新苑，由于当

年搬迁安置匆忙、选址评估不足、建

设周期短暂，凉泉老村遗留了大量问

题，老村曾荒废多年。二次搬迁后老

村仅有十几户居民居住，因无人打理，

田间有村，村后有山，山上古树浓荫；村前有水，水倚田园，园内风光恬然……在崂山，这样

的乡村美景处处皆是。

游走在崂山的乡村，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因为这里有独属于崂山的美好。

怀着不同的心情，在不同的时间，也许只是在你的不经意间，就会在这里邂逅最美的风景。

游走在崂山的乡村，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因为这里有独属于崂山的美好。（图 / 吕建军）
Walking in the countryside of Laoshan, one can gain a unique experience and enjoy the beauty unique to La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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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tranquil and pictur-
esque villages featuring white 
walls and black tiles that are 

nestled among the fields, with lush 
mountains covered with green trees 
and clear waters can be found every-
where in Laoshan.

Wandering around the countryside 
of Laoshan, you can gain a unique 
experience, feel the beauty peculiar 

to Laoshan, and encounter the most 
stunning scenery, no matter what 
time you come and what mood you 
are in.

The beautiful villages, each one like 
a shinning pearl, are joined together 
and surround Laoshan like a beautiful 
necklace. The vision of livable villages 
featuring "picturesque scenery and har-
mony" has been turned into a reality.

后来小河东村的王姓先民又在村北的

半山坡上平土造房、垦荒种地，这里

被称为“独角坡”。又过了些年，村

民们相继搬到西边山坳处定居，遂有

了东麦窑、西麦窑之分。也因此，村

里现存的老房子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所建的石头老屋，经过多年沉积，

形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景观。

在东麦窑走一走，除了桅杆马灯

造型的路灯外，几乎看不出这里曾是

崂山脚下的一个小渔村。

近年来，依托紧邻崂山景区的资

源、环境和市场优势，东麦窑开始积

极发展旅游业，开拓旅游市场，提高

旅游吸引力，鼓励村民发展住宿业和

餐饮业，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积极发展农家乐和民宿业。特别是按

照“政府引导，规划引领，社区参与，

市场运作”的原则，投入 7000 万元开

发利用社区闲置老旧民居，成功打造

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家庭旅馆品牌——

“仙居崂山——东麦窑主题民宿”，

旅游业成为带动东麦窑经济发展的重

要产业。这里也因此被评为“中国乡

村旅游模范村”。

所以，在东麦窑，你不仅可以观

山看海、享受美食，还可以切身感受

当地渔家文化的崂山最大名宿——仙

居崂山。这里将传统文化、自然风貌、

居住民俗相结合，展现给游客的既是

一种只关乎自然人文的生活方式，同

样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之旅。改造之

后的每一间民宿，都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名字，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字

谜”，房屋的名字有“喜上眉梢”“学

海无涯”等等……来到这里的每一位

游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寓意，

选择自己钟爱的房间。因为保持着原

本石头房屋的外观，既生动又富有诗

意，含蓄地保留了私密性的同时又令

人感到舒适惬意。

背倚仙山、面朝大海的东麦窑总

是有着无穷的魅力。红瓦、青石、炊烟、

渔歌……最自然的风光就在这里。

白云飘渺的雕龙嘴
沿着滨海大道一路向东，穿过仰口

隧道，经过蜿蜒的山路，不久后，就可

以到达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沿着景区道

路向街道办驻地东南行驶大约 6 公里，

一处山海奇观——“雕龙嘴”就映入眼帘。

只见海岸一岬角深入海中，悬崖下插大

海，岩石颜色赤黄，犹如龙头。海水烘

托着一块大的圆石悬空探出，酷似骊龙

颚下珠，这里的村民称它为“钓龙矶”。

危岩顶部有两棵古朴树，像两根龙须。

每遇潮来，这里就会波涛翻涌翩翩欲飞，

云雾缭绕，远看犹如巨龙在戏珠。雄居

此石西的村庄由此取名为“雕龙嘴村”。

远远望去，雕龙嘴村呈长方形坐落在山

海之间，房子依山而建，错落相连，在

密密麻麻的林木掩映下，露出点点红瓦

白墙，山上巨石嶙峋、奇峰突兀、白云

缥缈、青翠照眼。“山海相连，山光海色”，

正是雕龙嘴村的特色。在全国的名山中，

惟有雕龙嘴是在海边拔地崛起的。村西

南的白云洞、棋盘石等都是雕龙嘴村的

著名景点，当你漫步在雕龙嘴的青石板

小路上，一边是碧海连天，惊涛拍岸；

另一边是青松怪石，郁郁葱葱。会让你

惊觉，仿佛来到了欧洲的某个小镇，而

这只是属于青岛的一个人间仙境。 

精美如画的青山村
龙王晒钱搬上岸，八仙墩涛拍断崖，

左邻太清宫右靠明霞洞……这样一番景

象已经让人无法拒绝这个位于青岛市崂

山区里的小渔村——青山村。其实，在

崂山深处散落着许多古老而又神秘的美

丽渔村，而青山村又是这其中极具代表

性的一个。刚过太清宫，“青山渔村”

的牌坊便映入眼帘，紧接着环山路上青

山处隐着一片红瓦绿树的村落，与远处

的碧海蓝天交相辉映，仿佛置身画中一

样。海风徐徐吹来，让人忍不住驻足观

看。渔人乡村风情尽收眼底，青山、梯

田、茶园、村落、渔港、海岛相互映衬，

共同形成了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

优美渔村风景。“不减山阴道，迂回一

径通。”这是明朝即墨道家学者江如瑛

对青山村的评价。400 年历史的青山村

有着独特的文化气质，漫步在村中很容

易被这种气质所感染。 

沿着村里的码头漫步，会看到一

处 200 多米长的文化长廊，一幅幅生

动的图画都是青山村的真实写照。说

起青山村，不得不说的就是试金湾和

晒钱石等地标性符号。因为，在这些

美丽地方的背后，还有着许多引人入

胜的故事和传说。而只需穿过文化长

廊越过山头，就可以充满着神秘色彩

的试金湾，据说滩上的石头出水后，

在太阳的照射下，金光闪烁，光亮耀

眼，湾上的石头或重达千斤或轻至几

两，但即使再小的石头也是硬比黄金，

因此又称试金湾。如今，试金湾也已

经成为青山村的一个文化符号。另一

处景观“晒钱石”的历史故事就更有

意思了，根据青山村志的记载，位于

崂山头北靠近山根，在山头后顺山根

伸展出一石碴，碴上石矶有一平处，

历代相传名曰“晒钱石”。相传每隔

几年东海龙王在农历六月初六这天会

把龙宫的金银钱财拿到石矶上来晾晒，

晾晒完后把完整无损的钱收回去，剩

下那些损坏、缺边的全都丢在石矶上，

让赶海的人拾捡。但是，村里的渔民

告诉我们，实际是早年前，南来北往

的商船经过崂山头时，不管船上运送

什么货物，经过此地船上都要往海里

抛扔钱财及物品，敬奉龙王，保佑行

船一路顺风平安无事。但是由于此处

水深流急，特别是遇上有风浪的天气，

巨浪盖天，会把海底的沉物抛到海岸，

铜钱也就这样“上岸”了。不管怎样，

青山村的美需要仔细品味、慢慢感受。

“小希腊”式的会场村
崂山有个村，风景独美，没有过

多的喧嚣，有着幽静恬淡的乡村生活。

蓝天碧海，海涛拍岸，绝美的海景视

角，一栋栋色彩斑斓的小洋房屹立海

边，又不乏传统的村落建筑，传统和

文艺小清新的碰撞，超凡脱俗，这里

就是——会场村。

会场村呈半岛形状，仰口湾的无

敌海景在这里展露无遗，延伸至海面

深处的断桥造就画龙点睛之笔。断桥

是摄影爱好者最钟爱的地方，海浪拍

打岸边、欣赏落日余晖，随手一拍就

是大片。

地中海蓝白风情，文艺的小店，

圣罗尼克庄园就是藏在会场村里的一

个欧洲风情小镇——圣罗尼克庄园。整

个庄园占地总面积 6 万平方米，南依崂

山，北靠小蓬莱，东临大海，环境优美，

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距仰口风景区

仅 5 公里。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淳朴的民

风民情，会让你深深爱上这里。

随意找一家临近海边的咖啡馆，

看潮起潮落，树影婆娑，门前的风铃

随着风声叮叮作响，咸咸的海风扑面

而来，只一种无尽的享受。

总而言之，会场村是多彩的，村

民们修建的一栋栋色彩斑斓的民居成

为当地一景，为这里添加了几分文艺

小清新范儿。

漫步在这里，你会发现，会场村

是洋气的又是传统的，传统的村落散

布在湾畔山间，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这里的村庄生活，幽静恬淡而又美好。

村中的房屋就地取材，大多由石头、

红砖、水泥盖成，穿梭于房屋间的羊

肠小道，好似走出去就会面朝大海。

这里既有异国风情的建筑文化，也有

无与伦比的海岛风光，还有齐鲁大地

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里可以感受到

独属于青岛的韵味。

有人说，崂山的每一秒，都带着

故事，即使你马不停蹄地游走，也需

要很长时间才能看遍它每一个角落。

这里不但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气息，制

造了许多的城市经典，还拥有一个个

独特的网红打卡地。

崂山，有着依偎于蓝天碧海的魅

力，更有着不动声色却让人流连忘返

的风情。春暖花开、盛夏游海、入秋

赏叶、深冬映雪，变幻春秋、日夜不同，

却让你沉醉其中。而一个个美丽村庄

聚点成片、连点成线、盆景变风景，

就像一条美丽的珍珠项链环绕着崂山，

“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

的宜居乡村已由构想变为现实。

雕龙嘴村美得让人过目不忘。（图 / 鞠焕宗）
The picaresque Diaolongzui Village is unforgettable.



时尚·打卡青岛 napshot 
in QingdaoS

060
SAILING CITY

061
SAILING CITY

拥山抱海  醉美一夜
A Beautiful Night Among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一杯香茗；或是选一本简单的书，看

一场文艺范儿的电影，享受山海间自

然的清新与浪漫，在陌海，遇见最好

的时光。

小隐宿居间，品曼妙生活
小隐隐于山野茶园之间，栖息、

休憩，当心怀执念时，有人谓之为痴，

而这种“痴”则会给人一种力量，如

需要这样一方空间，在这里可以遇见。

从 日 暮 的 夕 阳， 夜 的 晚 景 与 繁

星， 到 刚 柔 并 济 的 崂 山， 继 之 一 路

向 海 而 行， 接 着 是 小 隐 民 宿 的 茶 园

景 致， 就 是 一 次 无 上 享 乐 体 验。 小

隐 位 于 崂 山 的 二 龙 山 脚 下， 山 脚 下

有 成 片 的 茶 园， 小 隐 就 隐 藏 在 这 片

茶园之中。

在 1300 平方米占地面积、460 平

方米的建筑面积中，有精美客房 10 余

间，以及布草间、管家值班宿舍、厨房、

餐厅、接待大厅、影院、茶室、咖啡吧、

茶座、花园、停车场、儿童泳池、户

外露台、院子等设施，还配有中央空

调、中央热水器、人脸识别系统，虽

耗资巨大，却只为精致、雅致、舒适、

舒心。

小隐最大的特色还在于，一步一

景，一窗一画，漫步在小隐中，一步

路便是一美景，一扇窗便框住了一幅

画。一晃至今，小隐在青岛已经许多年。

先后被评为“2020 年度十大最具人气

民宿”“青岛十美民宿”“山东精品

民宿”“年度十佳潮流民宿”等荣誉，

这是小隐取得的成绩，更重要的是，

小隐也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休闲度假

旅游方式，也为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而贡献力量。

在繁星的陪伴下入梦，在朝阳的

光照下醒来，伴着鸟鸣花香，小隐在

等你，等你读懂青岛、融入这里，然

后讲述你与小隐的故事。

依山傍海中，看日夜星辰
我 们 最 向 往 的 居 住 环 境 是 怎 样

的？一半是山居、一半是海景，是否

能满足你的所有幻想。位于崂山区流

清河附近的石墉城堡就是国内首家依

山傍海的半山城堡 , 它伫立在绵长的海

岸线上 , 恍若世界尽头的见证者 , 更似

一个童话里的世界。

远远看去，塔楼、箭楼、透景楼

错落有致，石墉城堡传承了欧洲城堡

的典型高度标志。而且，它的来头亦

是不小，其前身是“赵氏城堡”。城

堡主人曾亲自踏勘 29 个欧洲古堡，并

特邀 11 位老石匠设计，在不采用任何

现代机械参与打磨的情况下，以原石

工艺纯手工雕凿。用 10 余年的时间，

将一块巨石凿成近 20 万块，以名副其

实的匠人精神，筑造了中国人自己的

城堡，可谓是匠心之作。

来到这里，不仅是身心的享受，

更是精神的满足。城堡外浓密的植被给

这里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推开榆木

大门，就可以去探索这座城堡的浪漫与

神秘。拾级而上，在长廊里自由穿行，

找寻城堡里最美好的记忆，登上最高

处，则是一个空中花园，可以在近 170

平方米的观海大露台上远眺无垠的海

岸线，用相机记录如画的美景。

如今这里是一家民宿。所以它的

室内空间也颇具设计感，8 间客房集合

了各种异域风格，可一站式打卡多国，

但在轻奢的外观设计之外，细节与服

务又不失朴素之心。就如同这里所倡

导的居住理念，即：“自然之道即朴

素之心，朴素的本源在于天然形成的，

顺应生活本源的审美体验，不拘于泥

某种哲学理念，而以返璞归真的态度

实现这种理想生活。居住之美，就是

讲自然材料植入，为日常带来朴素的

奢侈物。”

不论房间是后现代主义的颓废破

文 /隋斌

田园诗意中，赏曼妙风光
在崂山深处，有一处世外桃源式

的僻静之地，它隐藏在山水之间，是

一个可以看山观云听涛，心安理得虚

度时光的地方，拥有独具一格的生活

方式和怡然自得的旅宿体验，它就是

青岛·陌海美墅。

陌海美墅位于崂山区仰口风景区

深处的返岭前村，是青岛唯一一个集

白沙滩、茶园、群山、阔海为一体的

高端民宿，被评为“青岛十美民宿”

之一。背靠崂山，面朝大海，拥有崂

山景区最佳的观海位置，凭栏远眺，

青山入海，碧海云霞尽收眼底。

店主在海边的悬崖上开辟梯田，

种下成片的藤月、蔷薇和凌霄，如同

陌上花开，向崖而生。最休闲惬意的

无边泳池早已成为网红打卡点，是摄

影爱好者的最佳取景点。嗅着阵阵花

香，在无边泳池享受游泳观海的乐趣，

闲适而浪漫。

此 外， 陌 海 美 墅 的 设 计 融 合 了

现 代 简 约 和 中 式 禅 意 风 格， 配 套 设

施 有 中 餐 厅、 咖 啡 厅、 烧 烤 平 台、

会 议 室、 免 费 停 车 场， 客 房 以“ 如

一、观山海、水上光、绿野、晨曦、

栖 迟、 晨 云、 山 舍” 命 名， 处 处 透

露 着 山 海 间 的 清 雅。 清 晨 在 山 间 鸟

鸣 声 中 醒 来， 站 在 全 海 景 豪 华 套 房

的落地窗前，感受微咸的海风拂面，

一 览 青 山 入 海、 崂 山 日 出 的 浩 渺 美

景，看霞光万道彩云飘。

除了住海景房，这里的时令养生

菜也是一大特色。崂山是道教养生的发

源地，是人们向往的最佳养生休憩港

湾。陌海作为崂山养生文化的示范区，

它的餐饮正是在提倡健康、自然、营养

的基础上，融合崂山各个季节大自然带

来的丰富物产，辅以中医养生之法，形

成了独有的四季膳食养生食谱。

在陌海，你可以煮一杯咖啡，品

千载人文崂山、万般山海风情，这风情里，可谓一步一行，处处美景。

依山而建，面海而居，在崂山，山与海自然地融为一体，而这里的民宿则彰显出它无与伦比的

自然气质……

在东麦窑感受青山绿水间的惬意。（图片提供 / 东麦窑社区）
Enjoy the green mountains and lucid waters in Dongmai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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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aoshan, a place that boasts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pictur-
esque landscape, you can find 

beautiful scenery wherever you go.
Laoshan features a natural blend 

of mountains and sea. The homestays 
here are perfectly blended into na-
ture.

In early winter, Laoshan shed its 
colorful clothes and changed into el-
egant, enchanting and plain clothes. 
The wind passes through the moun-
tains, the sea, the streams and the 
city, and sprays them with winter col-
ors, making people intoxicated with 
just one look.

旧风，还是坐拥超广角海景露台的波

西米亚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而内置

开放式浴室的 LOFT 美西木屋房、含吊

床与 CAN 铸铁壁炉的怀旧古堡房、多

元又迷人的新德里房、浪漫又唯美的

卡帕多西亚洞穴房等都会让你感到无

比的惊艳。

在这里，你可以手持一杯咖啡或

红酒，遥望远方，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可以与闺蜜来一场温馨的下午茶；或

是参加一场以“美酒”为媒的轻奢派对，

亦或是于爱人一次浪漫的漫步……

山与海，岛与沙，关于生活的美

好期许都在这里。

在净心山居，看万千变幻
从都市到山间，从嘈杂到纯粹，

净心山居，居于自然，却也融于自然，

为你的身心，在崂山深处安个“家”。

净心山居是一座为都市人准备的

休闲度假别墅，位于崂山区沙子口街

道竹窝社区北部的柳树台。青山苍翠，

三面环山，宛如“躺在”崂山的怀抱中，

被称为沉浸在崂山之中的“世外桃源”。

这里汇集了崂山的茂林、水沛、清潭、

峻岭，却难得的还处在未充分开发的

自然原生态中。探险般漫步在周边山

林，随处都是别致的风景。斑驳的绿植、

蜿蜒的小径以及错落丛生的草木自有

意趣。

当你选择步入净心山居院子的那

一刻，等待你的将不仅仅是崂山的自

然之美。所有房间均可观山景，推开

窗子，入眼是苍翠的崂山，入鼻是草

木的清新之气。这里的全素宴则保留

了食物的本真味道。自家菜园里的瓜

果蔬菜自然生长，不打药不施肥，用

水也是纯净甘冽的崂山泉水，就地取

材制成山间美味。坐在半封闭餐厅的

长餐桌上，与朋友们共享山间的美食，

共览无尽山景。

院中的大叶柳是柳树台的原生植

物，柳树台的得名也源于此种树，但

目前仅留下院中这棵，如今已有百年

树龄。大树与草坪相映成趣，成了一

个天然的凉亭。绣球、百合、蔷薇、

月季等多种鲜花点缀在院落各处，花

开之时，阵阵芳香。每物每景都让人

从内心放慢生活的节奏，感受生活的

静美。

在茶余饭后，夕阳西下、月上树

梢时，来到看似随意却精心打理的庭

院，与家人、朋友坐在院中的露台，

静看连绵远山，与山林、星夜、清风

为伴，赏月、数星，把烦恼和杂念都

洒落无形，置身于安宁喜乐的氛围。

或是在山居的书屋里，用甘甜的

崂山山泉水沏泡一壶优质崂山绿茶，

与朋友、孩子一同读书、说笑，淡看

太阳西下，拥有一段恬静的时光。

净心山居一年四季景致各有不同，

春暖花开、蝉鸣苍山、秋叶灿灿，不

必赘言。冬季的净心山居虽然没有葱

郁山景，却是赏雪的绝佳之处。

在蓝天白云下，净心山居只留一

条条红瓦檐，为清雅的崂山增添了一

抹鲜亮的色彩。四时美景荟萃于此，

葱郁的崂山之美在此绽放。

在东麦窑，品仙居崂山
在距离崂山流清海滩不远处，一

条密松掩映的悠长小路进去，眼前便

豁然开朗。即使见惯了青岛“红瓦绿

树 碧海蓝天”的城市风韵，也依然会

被林立在这山海之间的红瓦石头房所

吸引。远远望去，别有一番韵味，这

里便是崂山区沙子口街道的东麦窑。

有利的地理位置加之自身的资源

条件为东麦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

加上近年来对于当地文化、艺术氛围

的挖掘，将山海渔村的风味与生活巧

妙地融合到崂山广袤清冽的大环境中，

让这个昔日小渔村摇身一变，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山—海—村”乡村空间

布局。如今，随着民宿产业的兴盛，

东麦窑更是声名远播，成为青岛休闲

度假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在这里，

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次乡村之行，

更是一次放空自我的问道之行。

在东麦窑走一走，除了桅杆马灯

造型的路灯外，几乎看不出这里曾是

崂山脚下的一个小渔村。在这里，你

不仅可以观山看海、享受美食，还可

以切身感受当地渔家文化的崂山最大

名宿——仙居崂山。这里将传统文化、

自然风貌、居住民俗相结合，展现给

游客的既是一种只关乎自然人文的生

活方式，同样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之

旅。改造之后的每一间民宿，都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借助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字谜”，房屋的名字有“喜

上眉梢”“学海无涯”等等……来到

这里的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与寓意，选择自己钟爱的房间。

因为保持着原本石头房屋的外观，既

生动又富有诗意，含蓄地保留了私密

性的同时又令人感到舒适惬意。

进入房间内，却是别有洞天，由

中央美术学院操刀设计的房间内饰，

与 朴 素 的 建 筑 外 观 形 成 了 鲜 明 的 对

比，无疑是给游客的另一份惊喜，可

谓推窗见海，卧床听涛，远离城市的

喧嚣，却又让你感受到五星级酒店的

奢华。

背倚仙山、面朝大海的东麦窑总

是有着无穷的魅力。红瓦、青石、炊烟、

渔歌……最自然的风光就在这里。

初冬的崂山，褪去了一身华彩，

换上一身清雅又不失妖艳的素衣，穿过

山海、淌过溪流、掠过城市，喷洒上属

于冬日的色彩，只一眼，就让人陶醉。

民宿内不仅有齐全的设施，更有温情的服务。（图 / 吕建军）
Equipped with complete facilities, the homestay also provides warm services. 

隐藏于山海间的小隐民宿。（图 / 刘明元）
A small homestay hidden among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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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The Best Time of the Year is Late Autumn

1507 种，其中，崂山巨峰风景游览区

旅游循环线是青岛植物种类分布最集

中的地段，分布着映山红、山樱、黑

松、榉树、三桠乌药等 100 余树种，

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科普价值，被称

为“天然植物园”。走进秋季的巨峰，

就如同走进了一幅油画，可以在这里

近距离观赏形状各异、颜色渐进的红

叶，遥望绯红、橙黄、深黄的“调色盘”

蔓延山野间。

游览巨峰可以从东、南、西、北

不同方向攀登。东路由上清宫或明霞

洞上山，越过会仙山，穿过林中道路，

就可到达巨峰；南路从流清河谷上行，

沿烟云涧向北到寿阳宫，从寿阳宫北

上 2.5 公里为明代的砖塔岭，再行 1.5

公里至风口， 过风口、小风口、柬住岭，

北上数公里就到巨峰；西路由旱河向

东上行，经下十八盘到柳树台，自柳

树台乘车一路向东上行，经上十八盘

可到巨蜂。西北路由鱼鳞口往东南而

上，这一条路虽然不是大路，但走起

来并不困难，约行 5 公里即可到达巨

峰；北路由蔚竹庵先向东朝明道观方

向前进，行至路程中段折而向南至滑

溜口，沿滑溜口再上巨峰，路程约 5

公里。

深秋的崂山有多美？这里有太清

宫的黄叶，有北九水的溪流奔腾，有

巨峰之巅的云雾缭绕……仙山之美本

就不分季节，深秋，自然是最好的时候。

在巨峰之巅远观  在绚烂间近看
时下的崂山巨峰，各种林木的树

叶呈现出绿、红、黄、紫等不同的颜色，

每一种颜色又有着深浅的不同，如同

被画笔点染而成。五颜六色、层林尽

染的秋叶，与壮观的山峰石壁互相映

衬，让巨峰更加壮观美丽。

巨峰风景游览区位于崂山中部，

以崂山最高峰——主峰“巨峰”而命名。

巨峰景区以山海、天象、山林、奇峰、

怪石、人文胜景构成了雄伟壮美、离

奇多变的绝顶风光。登上崂山极顶，

可以居高临下，观赏碧波万顷的滔滔

黄海、如珠似玉的礁盘海岛、五彩云

霞的美妙变幻、奇峰竞秀的山峦风情，

不仅可以领略“云海奇观”“崂山火球”

的壮美气势，更能观赏到“银峰晶挂”

的万千景象。在崂顶观海上日出，更

是令人叹为观止。“巨峰旭照”这一

奇观被列入“崂山著名十二景”。

作为山东半岛植物区系的典型代

表之一，崂山风景区已统计的植物有

一树橙黄斑驳的秋影  
  一场风花胜过春朝

崂山素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名庵”

之说，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就

是距今 2100 多年的太清宫。它位于崂

山最南端的宝珠山下，环围七座山峰。

始建于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

崂山道教的兴盛始于唐宋年间，明朝万

历年间太清宫得以重建，1622 年重修

时正式确定了三官、三清、三皇殿为三

个院落的格局。该三院都建有围墙，各

立山门，并有便门相通，使太清宫初成

规模，从此香火日盛。经清、民国，新

中国又多次修缮，日趋完善，被誉为“道

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太清宫的后山

屹立着一尊高达 60 米的铜像，在阳光

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据导游介绍，这是

为道教尊奉的道祖——太上道祖而铸

制。圣像依据唐代画圣吴道子所画的老

子像，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道教传

说中老子出生时 “天上地下，唯道独尊” 

的形象。

沿着山路台阶一路而上，“赤橙

黄绿青蓝紫”的斑驳秋色尽收眼底。

枫叶正红，远看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火

焰，又如一顶顶红伞撑在路旁山间。

正翩翩起舞，笑迎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文 /韩海燕

崂山的深秋，自有它温润优雅的一面，阳光穿过疏疏朗朗的枝杈，洒落在山谷间，映照在海面上，

光与影的搭配，和谐得无可挑剔……如诗如画的绚丽秋色恍若童话世界、胜似人间仙境……每一处秋

色都值得期待，每一片秋景都值得品味。

秋天的崂山，五彩缤纷，绚丽极了。（图 / 刘同福）秋天的崂山，五彩缤纷，绚丽极了。（图 / 刘同福）
Laoshan in autumn is colorful and gorgeous. Laoshan in autumn is colorful and gorg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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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ate autumn, Laoshan looks gentle and elegant. Sunlight streams 
into the valleys and on the sea through the sparse branches. The 
light and the shadow complement each other impeccably. The 

picturesque autumn scenery, which transforms Laoshan into a wonder-
land, is worth expecting and savoring.

太清宫 2000 多年的银杏树是秋末

初冬的绝美风景。密集的树枝直上云

霄，在古老的道观之上，历经风雨，

仿佛讲述着千年的历史。一阵风吹来，

银杏叶或飘落在青瓦上，或散落在地

上。道士开始打扫落叶，沙沙声中，

透露出繁华褪去的一丝宁静。历经千

年时光流逝，古人栽种的植物吸收天

地灵气，圆柏、龙头榆、银杏早已劲

如苍龙，韵厚无声。历代名家游历至此，

也留下无数珍贵的墨宝石刻，信步其

中不知不觉便能静心修性。

有人独爱落叶，也有人独爱建筑，

这里的道观建筑也充分体现着道法自

然、无所不容的道家思想，并且巧妙

地融入了崂山的山海之中，庭院错落

有致，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华严寺是崂山目前唯一一处现存

佛寺。与闻名遐迩的“那罗延窟”遥

相呼应，每年的秋末初冬，寺庙周围

的几株百年银杏便落的满地金黄，与

深山古刹风雨相守，禅意幽幽。进入

华严寺，会先经过“塔院”，虽然院

子不大，但古树参天，塔身耸立，好

像诉说着世事变迁。塔院对门，有一

石刻字，大小近 1 米，上面“观澜”2

字十分醒目，也正应了此处的风景，

透过石后的林间，便可远望东海碧涛，

潮起潮落尽收眼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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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水观秋瀑，醉美崂山秋
北九水位于崂山白沙河上游。河

水经山脚而折流，有九折，人行河畔

小路，转折处须涉水而过，亦九涉，

每涉一次为一水，故称“九水”。九

水又分内九水、外九水（即北九水）

和南九水三路，其中以北九水的景观

最为著名。

正因此，北九水成为崂山风景区

的一条旅游主线。北九水又有内外之

分，自大崂至太和观为外九水，自北

九水疗养院到鱼鳞瀑为内九水，长约 3

公里，鱼鳞瀑因河水遇断崖跌落，浪

花状如鱼鳞而得名，又因其声如潮，

亦名潮音瀑。瀑布三折而下，注入二

潭，上潭较小，深约 4 至 7 米，口缘

若缸，水靛蓝色，称靛缸湾；下潭较

大，旁有石柱亭，崖上刻叶恭绰题“潮

音瀑”三大字。瀑布西岩顶有观瀑亭。

靛缸湾下里许有石门峡，亦名鱼鳞口，

俗称“衙门”，两岩对峙，中断成门，

岩高数十丈，门宽仅 3 米，水自门中出，

人从涧底过，仰视巨岩悬空，摇摇欲坠，

惊险万状，蔚为壮观。

顺着蜿蜒的盘山路向上行走，不

经意间，纤尘不染的漫山红叶便出现

在眼前，犹如“人在林间行，宛如画

中游”。步行其中，你会发现五角枫

树可谓千姿百态，“枫”情万种。

枫叶以其色彩绚丽而闻名，五角

枫的色彩更为斑斓奇特。在这神奇的

枫树林里，更能让人领略到“雁啼红

叶天，人醉黄花地”的浪漫。秋霜掠

过，五角枫树脱去充满生机与希望的

“绿装”，换上鲜艳夺目的收获“盛

装”。远眺枫林，层林尽染，五色斑斓，

美不胜收；近观枫叶，形态各异，颜

色有别，疏密相间。置身于林间，俨

若置身于童话世界、梦幻仙境。秋风

拂过树梢，片片枫叶似彩蝶起舞，妩

媚妖娆，婀娜多姿。一棵棵的五角枫，

在秋风中轻轻摇动着枝叶，一片片五

角的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有的像船只

乘风行驶，有的像杂技演员翻着跟头

落下，有的像滑翔机缓缓地兜着圈子

盘旋而下，树下的山坡已经落满了一

片红色，艳丽而夺目。

站在高处眺望远方，多彩的深秋

尽收眼底。漫山遍野的赭黄、淡绿、

暗红交织在一起，像是上帝打翻的颜

料盘，在山峦之间肆意挥洒。

崂山的山海之中，庭院错落有致，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图 / 张有平）
In Laoshan, the courtyards are well arranged and look even more spectacular than those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银杏与红墙的巧妙邂逅，让崂山的秋更曼妙。（图 / 刘明元）
The perfect blend of gingko tree and red wall adds charm to Laoshan’s autumn.



时尚·打卡青岛 napshot 
in QingdaoS

068
SAILING CITY

069
SAILING CITY

乐动山海，谱写崂山华美乐章
Composing a Beautiful Movement in Laoshan Amidst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了无限的活力。该艺术节最受瞩目的奖

项——“巨峰奖”由刘茹婷摘得，她以

精妙的演奏水平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夺

得桂冠，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青岛，这座因海而生、向海而兴

的城市，一直以来引领着独具特色的时

尚潮流，这里曾开办了中国人经营的第

一家电影院，上映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影

片，诞生了中国第一把小提琴……青岛

国际吉他艺术节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

淀，汇聚国际一流演奏家、国内外顶尖

专业选手，展示了吉他艺术的顶尖水

平，每一次都是高水平的国际文化交流

盛会。山海印象·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

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专业化吉他赛事，

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成为新时代时尚音乐城市的引领

者，对营造大众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

艺术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 4 天之内多场赛事的激烈角

逐，各位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留下了精

彩的演奏。最终评选出本届青岛国际

吉他艺术节“巨峰杯”的获奖者，古

典 吉 他 儿 童 组 A 组、B 组、C 组 和 D

组的冠军以及古典吉他少年 A 组、B 组、

指弹吉他组和吉他弹唱组冠军。

在崂山，丰富多彩的音乐节轮番

上演，受人瞩目；精彩绝伦的吉他节

年年为这座城市掀起艺术高潮，让人

一次次感受青岛浓郁的艺术氛围，越

来越多的音乐人汇聚崂山，让观众在

音乐中找寻快乐，而音乐，也在崂山

谱写出最华美的乐章。

日渐成熟的“吉他艺术节”
今 年 8 月， 为 期 4 天 的 山 海 印

象·2022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在青岛

崂山圆满落幕，为这座美丽的青岛增添

在曼妙的音乐声中，开场舞《乐

起山海》正式拉开闭幕式的神秘面纱，

舞台上热情洋溢的舞蹈让全场观众心

潮澎湃，飘扬的裙摆和绚烂的灯光交

相辉映，共同为这场闭幕式增添了靓

丽的色彩。

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宛如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在黑夜起舞，舞步和乐器

被演绎为这片场地上最灵动的音符，

最后国际友人 JD 和国内民族乐器演奏

家钱栋钢共同演奏一曲《乐动山海》，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闭幕式在阵阵

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本届艺术节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

部、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青岛市崂山区人民

政府主办，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

部、崂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青岛

市音乐家协会、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吉

他专业委员会、青岛市音乐家协会吉

他专业委员会、上海音乐家协会吉他

专业委员会、青岛市崂山区原创音乐

协会、青岛魔方文化等协办，艺术节

共有两百余名选手参与，近 50 个专业

吉他组织支持，20 余位演奏家亲临现

场，为打造“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

文 /魏浩浩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人生意义的华美篇章。拥有山海风情的崂山，仿佛为音乐提供了

绝佳的“背景”，而音乐更是为这片热土增添了诸多色彩。

今年 8 月，为期 4 天的山海印象·2022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在青岛崂山圆满落幕，为这座美丽的青岛增添了巨大的活力。今年 8 月，为期 4 天的山海印象·2022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在青岛崂山圆满落幕，为这座美丽的青岛增添了巨大的活力。
In August this year, the four-day Mountain and Sea Impression · 2022 Qingdao International Guitar Festival was successfully concluded in Laoshan, Qingdao, In August this year, the four-day Mountain and Sea Impression · 2022 Qingdao International Guitar Festival was successfully concluded in Laoshan, Qingdao, 
adding great vitality to the beautiful city of Qingdao.adding great vitality to the beautiful city of Qingdao.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每一次都是高水平的国际文化交流盛会。
After year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Qingdao International Guitar Festival has become a high-level in-
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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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a universal language of mankind, is a magnificent part of the 
meaning of life. Laoshan, with mountains and the sea, has provided 
a perfect "background" for music, and music has also added much 

color to this hot land.
In Laoshan, various music festivals are held in turn, attracting wide 

attention; the wonderful Guitar Festival sets off an artistic climax in 
Qingdao every year, allowing people to feel the rich artistic atmosphere 
of the city. More and more musicians have gathered in Laoshan, en-
abling the audience to find happiness in music. And music has also cre-
ated the most beautiful movement in Laoshan.

人之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

内外吉他演奏者持续激发音乐创意，

青岛人民持续提升文化自觉的共同努

力成果，更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

集中表现，必将为青岛文化旅游发展

打开新局面。

美景为伴音乐为伍
与崂山共快乐

以音乐之名，为热爱相聚，一同

聆听这座音乐之岛耀眼的璀璨印象。

今年 8 月，为期两天的“青岛·山海印象”

沙滩音乐会，在青岛崂山区石老人沙

滩圆满落幕。

现场精心布置的天幕帐篷、星光

灯带等营造出在星空下音乐露营的质

感，向公众传递低碳环保理念，以原

创歌曲唱响青岛。激情的乐队撩开曼

妙的夜晚，呈现出一场山海之间的完

美视听盛宴，吸引了大批音乐爱好者

及青岛市民来到现场。

据悉，此次活动内容涵盖入围原创

歌曲展演歌会、大众评审全面启动、帐

篷营地音乐生活氛围体验等，为大家带

来了一场沉浸式营地音乐全新体验。通

过各大媒体发布、直播、新媒体传播，

沙滩音乐节直播观看人数超 110 万人次。

“青岛·山海印象”第四届原创

音乐征集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来自

全球音乐人及音乐爱好者的关注和支

持，现场由音乐人倾情演绎了十首入

围奖项原创作品，同时启动大众评审

团“评选最喜爱歌曲”环节，让参与

的听众为喜欢的的歌曲进行终极评选

助力，大众评审团的数据将作为终极

评选的重要依据。

活动伊始，原创歌手李森为现场

观众带来了一首《蜕变》，开启原创

音乐展演环节，全情投入的演绎，让

观众们迅速置身于音乐的深蓝海洋。

刘宇浩的《旅途》、李小刚的《生命

如虹》、付文鑫的《中国青岛》等优

秀曲目，向现场和线上观众充分展示

了原创音乐的魅力。

一场年轻人的活力音乐派对。活

动现场的轻奢帐篷营地体验区，为现

场观众带来了别致的帐篷营地音乐生

活氛围体验，音乐不停，畅饮无限。

天幕、灯光、沙滩、音乐……现场氛

围感拉满，可尽情地享受幕天席地的

露营生活。在微风拂面，静谧美好的

石老人沙滩上，为观众们带来一场贴

合自然的新休闲生活方式。

不负美好时光，现场还有好玩的

沙滩极限互动游戏：平衡挑战、拖鞋

大战……朝气蓬勃的人群里，笑声洒

满石老人沙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以音乐为纽带，用青春的方式邂逅八

月，用最惬意的姿态迎接心灵深处的

愉悦时光。

生活化的音乐派对，受到越来越

多年轻人的青睐。观众可以在沙滩中

享受音乐带来的休闲时光、认识有趣

的人，建立积极向上的社交互动模式，

还能通过现场多元化的音乐活动亲近

自然，深入了解户外生活方式。

“青岛·山海印象”沙滩音乐会

将演绎创新，探索音乐呈现的更多形

式，助力青岛“活力海洋之都 精彩宜

人之城”创建，“破壁”续写时尚浪

漫、精彩无限的青岛故事，以更贴近

自然、贴近生活的原生态形式，源源

不断地为青岛城市品牌注入崭新内涵，

让这座城市以原创音乐的风姿打响“音

乐之岛”的名片。

夕阳西下的“音乐美好”
落日余晖似一双大手抚摸大地，

风从海上来，而歌声则是从小麦岛传

出，悠扬动听，令人神往。在青岛麦岛，

每个周末的傍晚，都会有一场音乐会，

名为“小篷车音乐会”。它的发起人

是一个名为陈哲的年轻人，他和伙伴

在这里漫步玩音乐，一弹一唱之间，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起，他们眼前的观众，伴着麦岛的

发展，也越来越多。

小麦岛上的小篷车音乐会，一定

程度上是借助小麦岛翻新改造契机。早

在 2016 和 2018 年，陈哲和朋友们已经

数次踏上小麦岛，在夜空下面对大海弹

琴、歌唱、看流。2020 年春天，疫情

稳定后，陈哲再次登上小麦岛，此时

小麦岛经过翻新改造，模样大不一样，

他们最终选择了岛的西南一角作为音

乐会的场地，不太陡的草坪，突出的一

块开阔地正对着大海，形成天然舞台，

几把吉他、一个麦克风、一个音响，他

们的小麦岛音乐之旅就此启航。　　

从 2020 年的 5 个人，到如今拥有

50 名正式成员，30 名“预备”成员，

小篷车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而伴随数次

翻新改造，小麦岛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清冽的海水、烂漫的花草，越来越多

的市民和游客知道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小麦岛渐渐变得热闹起来，陈哲的音乐

小篷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几乎每次演出山坡上都坐满了听众，当

夕阳给小岛镀上金灿灿的光，飞扬的歌

声、欢呼声，在落日余晖中浪漫至极，

一个个音符、一次次掌声为青春之岛注

入生机勃勃的活力。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中共青岛市崂

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黑夜起舞。
The wonderful performances are like bright pearls dancing in the dark.

小麦岛上的小篷车音乐会，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图 / 陈哲）
The mini-caravan concert on Xiaomaidao is popular with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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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茶香染山海

一缕清风拂过脸庞，一抹茶香浅浅袭来，暖阳下满目皆是茶之芬芳。

从远古以茶充饥到“神农尝百草”，从“南方之佳木”到“从来佳茗似佳人”，历经悠悠数千载，可

见小小的一片绿叶孕育出的深厚文化底蕴。 

“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好山好水孕育了崂山的一方好茶。可谓，名山蕴名水，名水育名茶 。 

Wafts of Tea Fragrance Permeate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文 /隋斌

再说说“奠茶”，即用茶供神。

在崂山，这种受道家影响明显的民俗

仪式至今依然很盛行。人们会在春节、

元宵、清明等岁序节令和喜事丧亡中，

在“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等神位

前“奠茶”以示虔敬。因为从道士佛

徒到文人学士以至平民百姓，都把茶

看得圣洁非凡不可方物，不敢独自享

用，不仅祭祀时“奠”，甚至在会宾

客大宴时，为了表示对来客的敬重和

尊贵，也要在酒宴之前先上茶， “上

茶”的“上”，既表示“敬上”之意，

也表明这是“上好”之茶。 

你对茶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据了

解，茶的种类可以按照季节，分为春茶、

夏茶和秋茶。其中以春茶最为有名，

具体来讲，春茶是指当年 5 月底之前

采制的茶叶，即由越冬后茶树第一次

萌发的芽叶采制而成。清明之前采摘

的茶，被称为明前茶；谷雨前采摘的茶，

被称为雨前茶。这两种茶，因其品质

优良，常被视为茶中珍品。这是因为，

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分，再加上茶

树经过了冬季的休养生息，使得春季

茶芽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且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特别是氨基酸，

因此春茶滋味鲜爽，香气强烈，外形

条索紧结重实。 

如今，随着南茶北移的成功，崂

山遍布着郁郁葱葱的茶园，用甜沁心

崂山茶也因此被誉为“江北第一

名茶”，崂山区王哥庄街道作为“崂

山茶”的主要生产基地，茶叶种植面

积达万余亩，年产干茶近千吨，则被

誉为“江北第一茶乡”。依山傍海、

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酸性土壤多，

特别是崂山水中矿物质元素丰富，造

就了崂山茶味香俱佳、耐冲泡的独特

品质。52 公里的海岸线、大面积的山

区和海拔的差异，也让崂山茶在王哥

庄街道的不同区域被孕育出不同的品

质、香味和口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区域茶”。无论在海拔较高、日照

充足的青山、长岭等“山上的区域”，

还是在海拔较低的晓望、庙石等“山

下的区域”，一山春意，缕缕茶香。 

在崂山，茶早已经从方士神仙、

道家文士走向了民间，茶成了“家家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

一件，可见茶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清代莱州举人林钟柱说：“潮落

儿争蛤，春深女摘茶。”明代《华楼

次韵》中曾记载“烹茶供野栗，春稻

煮山菁”，意思为村庄中的百姓用野

栗子佐茶水来招待客人。明代官员张

允抡将采摘春茶比喻说：“潮落人争鳆，

烟香灶制茶。”清代进士赵似祖也言：

“网得海物形容怪，制得山茶气味清。”

把崂山临海的特点和制茶情景写得形

象生动且有趣。 

脾的崂山泉水泡制一壶淳厚清香的崂

山绿茶，那种愉悦，那份享受，岂是

语言所能道明的。而茶文化的发展过

程更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创新的过程。

崂山茶文化创新需立足于崂山特有的

文化脉络和地域特色。其中，道教文

化作为崂山文化的主脉，为崂山茶文

化的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沃土，

使其养生茶文化与休闲茶文化等更为

融合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实现

了崂出茶文化历史与时代的接轨。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崂山茶文

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也更加适应现

代文明的要求。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网

络手段，采取雅与俗、赏与品、表演与

体验、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等多样化的茶

文化设施和活动，全面推动了崂山茶文

化及产业的发展。此外，茶文化建设与

城市建设相结合，塑造了“青岛有酒、

亦有茶，既有啤酒的热情奔放，又有绿

茶的自然清雅”的崭新城市形象。 

此外，以消费者为导向研发的茶

文化产品、建设的独具特色的主体茶

文化设施、打造的茶文化旅游载体、

积极倡导的养生文化，都从不同角度

提升了茶的品质，使崂山茶成为中国

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更使崂山茶成

为青岛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和“旅

游名片”。正是这种融合了地域性、

包容性、时代性的特点，折射出“江

海、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酸性土壤多，特别是崂山水中矿物质元素丰富，造就了崂山茶味香俱佳、耐冲泡的独特品质。（图 / 秦玉利）海、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酸性土壤多，特别是崂山水中矿物质元素丰富，造就了崂山茶味香俱佳、耐冲泡的独特品质。（图 / 秦玉利）
The proximity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mild climate, sufficient sunshine and abundant acid soil, especially the rich mineral elements in Laoshan water, The proximity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mild climate, sufficient sunshine and abundant acid soil, especially the rich mineral elements in Laoshan water, 
have created the unique quality of Laoshan tea with good taste and fragrance and the ability to remain fragrant after being brewed several times. have created the unique quality of Laoshan tea with good taste and fragrance and the ability to remain fragrant after being brewed several times. 



时尚·食尚青岛 ashion 
Food in QingdaoF

074
SAILING CITY

075
SAILING CITY

Laoshan tea is known as "the most famous tea in the north of the Yang-
tze River". Wanggezhuang Subdistrict of Laoshan District, as the main 
production base of Laoshan tea, has a tea planting area of more than 

10,000 mu and an annual dry tea output of nearly 1,000 tons, earning its name 
as "the most famous hometown of tea in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ue to 
the 52km coastline, a large stretch of the mountain area and the difference in 
altitude, Laoshan tea in different areas of Wanggezhuang Subdistrict has a dif-
ferent quality, fragrance and taste, with each area's tea having its own charac-
teristics. Whether it's areas on the mountain like Qingshan and Changling with 
high altitude and sufficient sunshine, or area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like 
Xiaowang and Miaoshi with low altitude, spring is in the air and wafts of tea 
fragrance also spread in the wind.

In Laoshan, tea was already brought by alchemists and Taoist priests 
to the common people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seven necessities 
for every family (firewood, rice, oil, salt, soy sauce, vinegar and tea)", 
from which we can see the popularity and importance of tea.

北第一名茶”的魅力，使崂山茶成为

中国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

一个节庆叫响一个产业
时间回到 2017 年，国家“大力发

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区”的消息传来，对于亟

待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山东

来说，无疑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其中，崂山区因其“全民皆从旅”

的良好基础，以“乡村振兴”为路径，

率先探索实践出一条“全域共建、精

明增长”的全域旅游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全域皆景

区”，不仅是美景、美丽乡村，更重

要的是，崂山拥有以崂山茶、王哥庄

大馒头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这不

仅是崂山农业产业的优势所在，更成

为其探索“全域旅游”的全新突破口。

以崂山茶为例，作为崂山区兴农、

强农、富农的重要载体，崂山茶不仅

承担着区域内就业和增收任务，更是

实现崂山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产

业基石。将优势产业融入全域旅游大

格局，不仅意味着采摘或农家乐等传

统旅游方式的实现，对崂山来说，“文

旅融合”依然是其打造“全域旅游崂

山样板”的主旋律。

而创办于 2004 年的崂山茶文化节

则是以茶为媒，集开幕式文艺展演、

茶文化研讨交流及茶叶展销、旅游文

化活动于一体，以“承传统茶文化、

兴现代茶经济”为主题的特色节会活

动，旨在整合茶文化资源，做强崂山

茶品牌，在弘扬崂山茶文化的同时，

打造富有崂山文化特色的“全域旅游

乡村样板”。

事实上，在此之前，青岛早已拥

有众多知名的文旅节庆活动品牌，都

与其行业产业一道，在岁月积淀中成

为这座海滨城市的“金名片”，在积

极构建城市形象的同时，也在潜移默

化中传递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元素。

对崂山区来说，以节庆活动品牌

的打造，推动文旅融合向纵深发展，

助力产业寻找新增长极，不仅是这座

“山海品质新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

突破口，更是其推动乡村融入全域旅

游大格局的新路径。

因此，在崂山区开启“全域旅游”

时代的同时，王哥庄街道也以崂山茶

为抓手，探索出了一条以节庆活动打

造文旅品牌，突破乡村旅游融入全域

旅游格局的新路径。

每年 5 月，谷雨前后，是崂山茶

上市的季节，王哥庄街道的茶园里一

片忙碌，茶农们开始采摘春茶。在王

哥庄街道，每年春天都是茶农增收致

富的好时光。如今，借助崂山茶文化

节的举办，每年春天也成为了王哥庄

街道乃至整个崂山区的文旅“黄金期”。

更重要的是，崂山茶文化节走过

近 20 年，其中的文化因素正在文旅融

合的大背景下被不断放大。值得一提

的是，2020 年，崂山茶文化节上，文

化创意产品卡通形象“崂山茶宝贝”

的发布，成为讲述崂山茶文化的最佳

载体。这一卡通形象中充满了崂山茶

元素：以山、海、茶的颜色为设计基调，

象征青山绿水、山海茶园风光；“崂

山茶宝贝”身穿山海主题服装，上衣

为“青山”，裤子为“碧海”，寓意

崂山为海上第一仙山，突出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头部将崂山茶的形状动

态化，嫩绿的茶鲜叶元素寓意着依山

傍海的生态优势突出，为崂山茶生长

绝佳之地；水汪汪的大眼睛映照着翠

绿的茶田，寓意钟灵毓秀，仙山圣水

孕名茶，展现出茶叶长势喜人、产业

蓬勃发展。除了发布“平面文创”，

为了弘扬崂山茶文化，王哥庄街道还

以“崂山茶宝贝”为主人公制作了主

题片《山海小城王哥庄   请您来喝茶》，

讲述“一片茶的故事”，让更多的人

了解崂山茶、爱上崂山茶。

多年来，中共崂山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崂山茶产业的发展，牢固树立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崂山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崂山茶

产业发展资金扶持办法》等一系列惠

农政策，连续 13 年实施了有机肥、生

物农药和苗种改良直补，创新实施了

茶叶气温指数保险和茶产业项目贷款

贴息贴费等普惠政策，崂山茶效益和

品牌影响力连年提升。

通过着力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

制定了《崂山区一体化扶持茶企发展奖

补细则》《崂山区茶产业项目贷款贴息

贴费办法》等扶持政策，涌现出一批

有广泛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企业品牌，

现有中国驰名商标 3 个，山东省著名商

标 4 个，山东省名牌产品 4 个，山东省

知名农产品品牌 4 个。并高度重视茶产

品质量安全，22 个无公害茶基地全部

纳入青岛市质量追溯监管平台，每年抽

检 800 多批次，达标率均达到 100%。

同时，积极培育新型农民，连续多年开

展茶农“万人培训”，积极引导茶农标

准化生产新技能，不断提升茶农的科学

化种植、采摘、加工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崂山茶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以茶兴业、以茶富民。小小的一

片叶子，承载了一段历史，更成就一

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下一步，

崂山区将持续打造崂山茶区域公用品

牌，并以此为引领，推进崂山茶产业

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品牌影响力。不

断加强惠农政策，调整完善各项扶持

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撬动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凝心聚力

加快崂山茶产业健康发展，在凝聚各

方共识上展现新作为。始终坚持创新

发展求突破，建设崂山茶数字化管理

平台系统，打造崂山茶产业创新团队，

提升崂山茶数字化管理水平，研发适

应崂山生长繁育的优良品种，提高病

虫害绿色化防控水平，在创新驱动上

取得新成效。

每年春天都是茶农增收致富的好时光。（图 / 杨雪梅）
Spring is a happy time for tea growers as they get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小小的一片叶子，承载了一段历史，更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 图 / 刘同福 )小小的一片叶子，承载了一段历史，更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 图 / 刘同福 )
The small leaf has witnessed a period of histor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n industry, and increased The small leaf has witnessed a period of histor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n industry, and increased 
local people's income.local people's income.



时尚·食尚青岛 ashion 
Food in QingdaoF

076
SAILING CITY

077
SAILING CITY

寻味崂山

依山傍海的崂山，因其独特的环境与气候，孕育了丰富的资源与物产，勤劳聪慧的青岛人也因此创

造出了独属于青岛的美食。

崂山的美食有很多，海鲜、卤味、山珍、面食……每一样都值得你为此停留。

A Bite of Laoshan

文 /高原

作的魅力之一。

每年的节庆活动期间，王哥庄大

馒头的香气都吸引着市民游客前来大

批量下“订单”。枣饽饽、莲蓬花、鱼花、

糯米糕、花卷……成为“下单量最多”

的产品，一个个礼盒堆成山，时常会

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

对于我们而言，王哥庄馒头不仅

是一种简单的面食，更是一种对家乡

的思念，每一口的香甜，都是一种安稳、

笃定、踏实的感觉，那是这种食物带

给我们的满足和幸福，是独属于崂山

的一份记忆。

冬日艳阳北风劲  正是崂山晒鱼时
每到秋末冬初，穿行在崂山的码

头鱼市或渔家小院，有一种美食随处

可见，那就是甜晒鱼，几十个品种的

新鲜海鱼通过处理和晾晒，海风一吹，

大海的腥咸味夹杂着海鱼的鲜味儿扑

面而来。

甜晒鱼是山东沿海地区，特别是

青岛渔民对不咸的咸鱼的一种统称。

很多外地游客甚至年轻的青岛人，对

“甜晒”有点不理解，“甜晒”并不

是放糖不放盐，而是经自然风干不放

其他调味的干鱼产品。这样风干的鱼

民以“食”为天 ，网红馒头首当先
提起面食，首先想到的就是崂山

的网红大馒头。

一 代 又 一 代 巧 女 俊 媳 妇 们 传 承

发扬着富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面塑

技艺，在一双双巧手下，做出了“王

哥庄大馒头”这一远近闻名的品牌。

2015 年，崂山面塑成功入选青岛市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如今，崂山的“王哥庄铁锅蒸大

馒头”已经成为青岛美食中不可或缺

的一种，为了更好地发扬王哥庄传统

馒头工艺，形成产业化一条龙的管理

服务模式，崂山区王哥庄街道于 2006

年 8 月注册成立了青岛王哥庄艺术花

样大馒头生产基地，基地就位于崂山

区王哥庄街道办事处。

其实，走进王哥庄，你会发现，

在这里家家户户都会制作大馒头，并

在传统馒头的基础上，经过改良、精

细加工逐渐形成了以大馒头为主打产

品，配以老虎、燕子、锁、圈、福寿桃、元、

富贵鱼、枣花糕、花卷、神虫、萁馏、

圣虫等花样馒头。与此同时，家家户

户又有着不同的“秘方”，每一家蒸

出的馒头口感各不相同，但却总有一

家能满足你的味蕾，这也是纯手工制

表面干、鱼肉嫩，口感劲道、味道咸鲜，

别有一番风味。

那么，甜晒鱼又是从何而来呢？

早些年渔民出海捕鱼时，船上并没有

冷藏设备，如果不能及时返回港口，

那么捕捞上来的鲜鱼就很容易腐烂，

聪明的渔民就想到，应该将鱼脱水保

存。而脱水的方法大体有两种，一种

直接加盐腌制做成咸鱼；一种便是将

鱼切开直接挂在船头快速风干，这就

是甜晒鱼。渔船到岸后，或是送亲朋，

或是留着自食，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

特别风味的鱼产品，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地方特色。

品味海蜇文化 振兴海洋经济
崂山的东南部，因其曲折蜿蜒的

海岸线，诞生出了许多鬼斧神工的天

然海景和令人神往的绝美渔村，比如

以海蜇宴而闻名的黄山村。黄山村东

面崂山湾，隔海与大管岛、狮子岛相

望，西依黄山崮，南邻黄山口村，北

邻长岭村，整个地势西高东低。高处

俯瞰，房屋树木错落有致，美不胜收。

因为黄山村有着十分优良的天然码头，

村民大多以渔业为主，码头与停泊的

渔船自成一景，独具风格。与此同时，

崂山的美食有很多，海鲜、卤味、山珍、面食……每一样都值得你为此停留。（图 / 董志刚）崂山的美食有很多，海鲜、卤味、山珍、面食……每一样都值得你为此停留。（图 / 董志刚）
There are many delicacies in Laoshan, including seafood, braised dishes, mountain delicacies and pasta, all of which are worth a try. There are many delicacies in Laoshan, including seafood, braised dishes, mountain delicacies and pasta, all of which are worth a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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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香味俱全的崂山风味令人印象深刻。（图 / 刘明元）
Laoshan impresses people with beautiful scenery and delicious food. 

时一天可以捕捞 10 余万斤海蜇，因此，

黄山村也被誉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

村”。

居民们世代以渔业为生，有近半

数居民从事海蜇捕捞，捕捞加工海蜇

也成为渔民世代传承的技艺。2010 年，

海蜇里子加工技艺被列入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此后，黄山社区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因地制宜，

突出品质，不断创新，着力打造“一

村一品”，在海蜇上书写了一本致富经。

时间回到 2016 年，坐落于黄山社

区的崂山湾海洋民俗博物馆建成投入

使用，该馆面积 1200 平方米，以实物、

图片等形式，丰富详实的介绍了崂山

湾丰富的海产资源和民俗文化，并展

黄山村的周边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奇

山秀峰，比如黄山崮、望海楼、万年

船等。可谓，自然、人文景观都十分

丰富，既可游览古刹，又可登山观日、

下海垂钓，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这份原始、古朴的渔家风情，如

同一缕清风，让游客在这里感受到远

离城市的宁静和舒适。当然，也只有

设身处地的体验，才能懂得黄山村真

正的魅力所在。在黄山社区以北的海

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是

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每年七八

月则是海蜇大量上市的季节。由于近

海，占据独特地理优势的黄山渔民，

驾驶渔船从码头到捕捞区只需要十几

分钟，一天可出海作业几次，甚至有

示了诸多深海鱼类、贝类、珊瑚类等，

使游客在这里能够尝海产品、品崂山

茶，感受崂山海洋民俗文化。与此同

时，村民们还成立了海蜇专业合作社，

开起了渔家宴，制作的“黄山海蜇宴”

名扬青岛，享誉全国，深加工的海蜇

系列产品也走进了千家万户。值得一

提的是，社区逐渐形成了“黄山海蜇”

产业链，进一步推进品牌化、规模化

建设，不断拓展王哥庄特色旅游的深

度，以此不断提升区域旅游休闲度假

的吸引力，努力将“黄山海蜇”做成

具有当地特色。

每年开海前，黄山码头上到处是

一片繁忙的景象。出海捕捞的渔船满

载而归，渔民们尽享收获的喜悦。如今，

从出海捕捞海蜇、现场粗加工收购，

再到运输销售，当地渔民们不仅传承

了海蜇的分离、加工技艺，还创新了“黄

山海蜇宴”系列菜品，让海蜇产品不

断深加工，逐渐形成了黄山海蜇特色

一站式完整产业链。

一条鲅鱼传孝道  一方美名永流传
青岛素有“鲅鱼跳、丈人笑”的

民谚，说的是每年三四月，鲅鱼肥美，

送几条鲜活的鲅鱼给岳父岳母，是青

岛人富含文化意蕴的传统习俗，表达

的是晚辈对长辈的感恩和孝顺之意。 

据了解，每年从沙子口上市的鲅

鱼占整个青岛市场销量的 70% 以上，

因此沙子口有“鲅鱼之乡”的美称。

鲅鱼礼俗以鲅鱼为载体，传递亲情，

传承孝道，蕴藏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基

因，是沙子口人孝道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鲅 鱼 礼 俗 对 于 传 承 孝 道、 增 进

亲 情， 增 加 区 域 文 化 认 同 感，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具 有 重 要 价 值。

鲅 鱼 礼 俗 中 的 各 种 鲅 鱼 菜， 还 成 为

海 洋 饮 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具

有 重 要 的 民 俗 和 文 化 价 值。 为 了 更

好 地 保 护 发 扬 这 一 文 化 遗 产， 沙 子

口 当 地 制 定 了“ 鲅 鱼 礼” 的 保 护 计

划，陆续开始举办“鲅鱼之礼”“鲅

鱼美食节”等节庆活动。 

为了传承和发扬这一孝道文化，

发展壮大海洋渔业及旅游、餐饮等相

关产业，自 2005 年开始，沙子口街道

每年举办一届沙子口鲅鱼节，如今已

经连续举办了 17 届，沙子口鲅鱼节已

成为了沙子口一张响亮的节庆名片，

并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如今，经过多年的宣传推介，沙

子口鲅鱼节已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

品牌效应，尤其是鲅鱼节以及“鲅鱼

之礼”所承载的孝道文化更成为了青

岛一道浓浓的人文风景，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进一步提升

了沙子口鲅鱼节的文化内涵，大力弘

扬了鲅鱼之礼承载的传统孝道，吸引

了更多市民和海内外游客走进沙子口，

品鲅鱼美味，赏山海风光，感受人文

风情。 

与此同时，鲅鱼节期间，沙子口

街道还会同时推出一系列特色产品。

例如，崂山水产商会联合船歌鱼水饺

推出鲜美鲅鱼饺子馅、八大海珍等地

域特产；东麦窑村联合青啤文旅推出

麦窑三宝海珍品系列，三宝有即食的

扇贝柱、虾仁和崂山茶，系列产品还

有鱼胶、老丈人鲅鱼等；马鞍子村联

合区文联推出崂山十二景文创丝巾，

以崂山十二景作为主题元素，同时辅

以其他能够体现崂山特点、凸显青岛

人文风貌的元素，意在展现崂山独特

的地域文化气质。 

细腻的青岛人赋予美食更多的含

义，而沙子口的鲅鱼也成了十足的名

牌，可谓以一道美味成就品牌，一条

鲅鱼传播孝道。

崂山人的“山珍海味”
崂山农家宴是以崂山地方传统农

家饮食风俗为源，以崂山之海、山原

料为本，以崂山农家菜为主体的农家

宴席。崂山农家宴的种类颇多，临海

的渔家往往偏重海鲜菜肴，而山里的

农家又侧重山珍菜，总之，无论是山

珍还是海味，无不体现出一种浓浓的

农家风味。

据了解，青岛近郊及沿海地区的

饮食渊源形成于 2000 多年前的春秋

战国时期，是由崂山地域的气候、人

文、历史和经济等多种因素长期孕育

而成的。多年流传在民间的“崂山十

珍会”“摩侠过海”“二婶蒸虾酱”“丈

母鱼丸汤”“虾酱烩三菇”等，让崂

山家常菜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

为古老的鲁菜锦上添花。

许多人来到崂山都会对“农家宴”

这种用餐形式印象深刻，一方面将崂

山人热情好客和质朴实在融入到饭菜

间，另一方面即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方

式：临海的渔家以海鲜为主，靠山的

农家侧重山珍，二者均是丰富而鲜美。

崂山农家宴是以崂山地方传统农家饮食风俗为源，以崂山之海、山原料为本，以崂山农家菜为主体的农家宴
席。（图 / 刘明元）

Laoshan rural feast mainly consists of dishes made with ingredients from the mountain and sea 
based on Laoshan's traditional rural food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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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个体的农家菜看似寻常，但

要组成一桌宴席，就有了一定的形式

和讲究。因此，通常为“四冷、八热、

一鱼、一汤、四饭、二果蔬、一茶”，

一桌完整的农家宴，应该是先摆几个

干果碟子，然后是凉菜、热菜，热菜

之后是汤和面食，面食之后是清口解

腻的果蔬，最后是一杯醇香可口的崂

山茶。

在崂山乡村里，一般是男主外（出

海或上山），女主内（理家主厨），

还要打理菜园。外来客人进入农家，

只要说吃农家宴，自己不用点菜，主

厨就会告诉你。不等客人一壶茶的时

间，一桌农家菜便端上桌了。荠菜拌

花生、海红拌海带、崂菇炖山鸡、鲅

鱼饼子、山鸡蛋蛤蛎炒韭菜、干蒸王

哥庄鲅鱼、海水豆腐炖茼篙、白菜炖

脂渣、熬鼓眼鱼、清蒸仰口鲳鱼、大

饽饽……丰富纯正的崂山菜肴就会展

现在眼前，面对大盘大碗的庄户菜，

常常让客人震撼不已，思绪万千。如

果你留心观察，多听多问，就可以从

服务员的口中、主厨的身上学到鲜为

人知的厨艺，一种自然的、清纯的、

绿色的，让人不能忘怀的厨艺，这就

是崂山农家宴的魅力所在。

此外，香甜可口的当季水果更是

重要的山珍。例如，每年春末夏初，

崂山区北宅街道的上万亩樱桃成熟时，

整个北宅从一派花海的醉美变成了世

外樱桃的甜蜜。自 1996 年以来，北宅

樱桃节已连续举办了近 30 届，成为北

宅街道生态旅游的龙头，也成为青岛

市最成功的节庆活动品牌之一。正因

此，如今一说起樱桃节，很多人首先

想到的就是崂山区的北宅樱桃节。为

何都说这儿的樱桃格外美味呢？崂山

区北宅街道四面环山，无污染、光线

充足、昼夜温差大等无可比拟的自然

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北宅樱桃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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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oshan is endowed with rich resourc-
es and products, thanks to which the 
hardworking and ingenious Qingdao 
people have created many delicacies 
unique to Qingdao.

There are many delicacies in 

Laoshan, including seafood, braised 
dishes, mountain delicacies and pas-
ta, all of which are worth a try.

In a word, with vegetables in 
spring, fruits in summer, seafood in 
autumn, and stored food in winter, 
Laoshan has a lot to offer all year 
round in addition to different scen-
ery.

美可口的品质。目前，北宅街道拥有

崂山小樱桃、崂山樱桃、乌梅极早、

红灯、砂蜜豆、沙蜜脱等数十个品种，

每年樱桃节期间，万亩樱桃园将等待

市民和游客采摘，共享北宅樱桃好品

质。

在崂山，除了樱桃，山杏同样值

得期待。每年 6 月，各地的杏慢慢开

始成熟，压满了枝头。此时，青岛的

崂山蜜杏同样也到了可以采摘的季节。

麦黄、关公脸、大扁杏等各品种山杏

可谓“纷至沓来”。值得一提的是，

不同的时期、不同种类的崂山杏，各

有着不同的味道。与其他地区不同的

是，崂山蜜杏颜色呈橘黄色，肉质厚

实，绵软香甜。很多人都有疑问，为

什么同样的杏树，同样的杏花，结出

了同样的杏，但唯独只有崂山蜜杏如

此好吃呢？其实这一点也不足以为奇，

崂山蜜杏的存在，得益于不一样的崂

山水，不一样的崂山气候，以及传传

承下来的古法栽培……

因此，在游览景区之余到附近乡

村里采摘品尝新鲜水果，也是打卡崂

山的最美方式之一。

总而言之，一年四季的崂山，不

仅赋予了各色各异的风景，更赋予了

鲜咸醇香的美味。

一年四季，不仅赋予了崂山各色各异的风景，更赋予了鲜咸醇香的美味。（图 / 张张）
The four seasons of the year endow Laoshan with not only a variety of landscapes but also various kinds 
of delic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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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城事”

点亮一座城市的灯光，就是点燃一座城市的活力，灯火通明的夜，代表的是都市人更多的休闲文化

空间、更热闹的消费场景，体现着一座城市的“软实力”。

夜晚的崂山区，古朴与现代并存，自然与繁华相依，山海盛景与国际范儿完美融合，安逸的生活与

梦想的颜色，这里都能寻到。

A City with Stories under the Moonlight

文 /高原

文旅综合体，分别围绕海洋文化、精

品家电、体验式消费、互动式演艺等

不同主题，突出特色文旅体验业态，

引知名品牌酒吧、咖啡吧、音乐书吧、

特色餐饮企业进驻，高水平设计建设

沿海一线“灯光秀”，打造以极地为

中心的标志性城市景观带。

同安路文体消费聚集区东至海尔

路，西至劲松七路，南至银川路，北

至辽阳路。依托如是“上街里”酒吧街、

国信体育场馆和餐饮街区、古早文化

城、大拇指广场、崂山大润发等文化、

体育、商业载体和设施，统筹整合同

安路、劲松七路周边体育场馆、图书

馆、影剧院、公园、演艺游乐、商业、

餐饮等资源，围绕特色酒吧、体育休闲、

文化创意市集等主题，建设文体消费

型夜间经济聚集区。

崂山区通过因地制宜建设这些夜

间经济聚集区，有效地整合了夜间消

费资源，丰富了夜间消费场景，释放

了夜间经济活力。

此前，崂山星光里时尚休闲街区

的打造，恰好满足了当下年轻人对夜

生活的需求。开街后的星光里街区进

行了街区亮化，灯火通明，霓虹闪烁。

热恋中的情侣可以走进咖啡厅延续甜

在时尚街区感受夜晚的浪漫
随着“90 后”“00 后”消费能力

的崛起，夜间休闲娱乐与夜间旅游的

需求日益多元，文化体验为需求的主

要构成，因此，聚集城市文化景观与

多元业态的综合型聚集区是未来夜间

经济开发的主要发展趋势。

因此，按照本区域内城市总体规

划、“十四五”文旅规划、商业布局

和城市管理规定，崂山区高起点规划

创新打造了石老人商务休闲聚集区、

海尔极地文旅体验聚集区和同安路文

体消费聚集区这 3 处各具特色的夜间

经济聚集区。

石老人商务休闲聚集区东至松岭

路，西至海尔路，南至城市客厅，北

至仙霞岭路。依托金狮广场、金鼎广场、

丽达购物中心、协信星光里、石老人

城市客厅、青岛文博中心、青岛大剧

院等多个商业综合体、文化旅游场馆、

酒吧街区，分别以文旅体验、商务休闲、

时尚酒吧、特色餐饮等为主导业态，

吸引中高端消费人群。

海尔极地文旅体验聚集区东至极

地海洋世界，西至海尔世界家电博物

馆，南至海边，北至东海路。依托极

地海洋世界、青岛海尔家电博物馆等

蜜，或走进一家餐厅演绎“深夜食堂”

的美妙；三五好友可以相约酒吧，音

乐伴美酒，在这里畅谈宣泄，快意酣

畅。作为一座美食聚集地、时尚玩乐

场、浪漫风情街，崂山星光里时尚休

闲街区深挖街区多元文化元素，汇聚

时尚新势力，以深度体验感、参与感、

即时互动，成为潮流青年的网红打卡

地。

据介绍，崂山星光里时尚休闲街

区建设因地制宜，丰富街区商业资源，

挖掘提升商业文化氛围，在街区内布

局具有时尚化、文化性、体验感的潮

流元素，打造内容健康、服务规范、

富有特色的品质街区，如今已然成为

青岛精英白领最爱的聚会社交、休闲

打卡之地，是青岛夜生活的潮流汇聚

地和时尚策源地，也成为青岛又一张

靓丽的城市名片，并助攻青岛国际时

尚城的建设和发展。

夜生活的形成，支撑了城市经济

发展的另一种驱动力——夜经济。崂

山星光里时尚休闲街区的打造，不仅

促进了消费经济特别是夜经济的时空

延伸，更释放了潜在的消费需求，创

造了一种新型消费形式，为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沉浸式灯光秀为小麦岛平添梦幻之美。（图 / 吕建军）沉浸式灯光秀为小麦岛平添梦幻之美。（图 / 吕建军）
The immersive light show adds dreamy beauty to Xiaomaidao. The immersive light show adds dreamy beauty to Xiaoma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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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on the lights of a city is to inject vitality into the city. The 
brightly lit night represents more cultural space for leisure and more 
lively consumption scenes for urban dwellers, and reflects the "soft 

power" of a city.
At night, Laoshan District blends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nature 

and prosperity, mountain and sea views and international style. Here, 
you can find a comfortable life and realize your dream. Therefore, it 
is not only a place to witness romantic love, a place to enjoy delicious 
food while appreciating the sea view, a place that has coffee and wine, 
but also a place to chase your dream. It allows you to feel the romance 
and beauty of the city under the bright moonlight.

在书店体验夜晚的“明亮”
深夜，是一个冷色调的词汇。很

难想象，它会直接和书店链接，制造

出一种温暖的空间情绪。

但有人说，“身体与灵魂，总有

一个在路上”。夜晚的书店，是热爱

阅读的灵魂的栖息地。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你是否在

寻找一个惬心的地方，是浪漫的、温

情的、温馨的、交织的相约与邂逅。

其实，在城市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暖

窝，只是你常常匆匆走过。如今，当

城市进入午夜，书店就是一盏明亮的

灯火。

如是书店对于很多“书虫”而言，

如同亲人，又如同朋友。2015 年 3 月

诞生于青岛，彼时，台北诚品、北京

三联、广州方所已然成为代表各自城

市的文化地标。而如是书店的出现，

不仅是为青岛增添了一处集图书、咖

啡、演出、讲座、展览、创意等新形

态为一体城市文化综合体，更重要的

是，它以其多元包容的文化产品、公

共开放的文化服务、温暖互动的文化

体验，为市民营造了家和单位之外的

第三空间。如是书店以推动更多人自

觉探索世界为己任，根植于对城市的

热爱和新知的追求，以“泛阅读”为“灯

塔”，迅速引领起青岛乃至山东文化

新潮流的强劲脉动。

开业以来，如是书店累计举办文

化活动千余场，袁隆平、北岛、索达

吉堪布、陈晓卿、林少华等百余名文

化大咖应邀做客开讲，拥有活跃注册

会员万余人，服务各类受众超过近两

百万人。在如是书店这个拓荒者的带

动下，西西弗、天一、墨格、荒岛等

知名书店品牌相继落户青岛。每逢周

末和假日，各种签售、座谈、沙龙、

演出、放映与展览等精彩纷呈，为市

民奉献了一场场探讨与分享的文化盛

宴，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文化的厚

重与创意的飞扬，从而加入深度阅读

与艺术创作的行列。

如是书店仿佛一把打开文化之门

的钥匙，而大门的后面，则是青岛愈

加绮丽的时尚风景。

这种深耕文化产业的态度，满足

了人民群众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探索实

践，如是因此获得了诸多社会认可：

中宣部第一批国家文化产业入库项目、

文化和旅游部双创扶持项目、山东省

第七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第三届山

东省文化创新奖、山东省最美书店……

如是，已成为青岛乃至山东本土原创

文化的领航者、新锐文化发展的助推

器。

其中，如是书店石老人分店作为

一家开设在城市地标性景区内的书店，

致力于打造“让青岛人骄傲、让游客

们喜爱的”城市文化客厅，为阳光和

美景增添了一丝别样的海岸文化气息。

此举也为青岛市民提供了一个始终开

放的文化客厅，更将在青岛海岸线上

点亮一座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目前，

这家开进景区的 24 小时如是书店，已

成为官方认证的城市文旅创新融合的

标志性试点。未来在这座“永不打烊”

的 24 小时书店，将有音乐夜场演出、

“玫瑰时间”朗读会、精酿狂欢 + 主

题观影会、石老人海边观日出、星光

璀璨跨年夜……如是将打造更加时尚、

互动的城市海岸文化空间，这种独特

的夜经济，已成为青岛文化活动的时

尚优选。继续担负起文化产业应有之

担当和作为，力争成为青岛文化灯塔、

能温暖个体的精神家园，能点亮城市

的文化之光。

书店是世外桃源，因此也汇聚五

湖四海之人。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

有过什么经历，进到书店，“淘书客”

就是共同的名字。理想中的书店乃是

一个品味高雅、静谧的地方，书香气

十足。每个逛书店的人，无论孩童，

还是老者，进入这一场所，都会自觉

安静下来，然后沉浸在书的世界里。

在那里，我们听不到任何喧哗声，取

而代之的是那“沙沙”的翻书声，那

是书店里所独有的“唱者”。

时尚活动让崂山之夜更璀璨
与此同时，充分结合当地夜间消

费市场特点，崂山区通过举办啤酒节、

音乐节、美食节等特色节会，开办古

早文创市集、汽车后备箱市集、特色

小吃市集、百姓生活市集等形式，丰

富夜间消费市场供给，培育多元化夜

间消费模式，充分挖掘崂山夜间经济

发展潜力，培育新兴消费增长点，打

造一批常态化、亲民化、特色化的“夜

崂山”消费品牌，持续提升崂山夜间

经济活跃度。

有人说：青岛有两种色彩最美，

一种是大海蓝色的浪花，一种是啤酒

金色的泡沫。而许多游客也正是通过

这两种色彩走进青岛、认识青岛的。

每年盛夏，啤酒浓郁醇厚的麦香味飘

散在崂山的每一个角落，这也预示着

啤酒节的如约而至。如今啤酒节已经

走过第 32 个年头，成为一年一会的老

朋友，成为全世界游客向往的啤酒朝

圣之地。而处于壮年的啤酒节也有了

更多新的打开方式，延伸丰富着节日

的内涵。

音 乐 不 但 是 城 市 的 文 化 符 号，

更 是 市 民 的 情 感 符 号。 自 从 崂 山 区

在 石 老 人 沙 滩 上 启 动 音 乐 季， 大 家

夜 生 活 的 方 式 就 增 添 了 新 内 容。 越

来越多的市民喜欢上了石老人沙滩，

这 里 不 但 有 城 市 音 乐， 还 有 美 酒、

咖 啡 …… 夜 幕 下 的 石 老 人 沙 滩， 星

光 璀 璨， 音 乐 缠 绵， 酒 香 四 溢， 咖

啡 飘 香， 伴 随 着 人 们 的 欢 笑 声， 把

一个个美妙的欢聚时刻尽情地放大、

传 播， 让 快 乐 的 涟 漪 一 圈 圈 荡 漾 出

去， 呈 现 着 崂 山 特 有 的 山 海 音 符。

除 此 之 外， 文 创 市 集、 汽 车 后 备 箱

市 集、 特 色 小 吃 市 集 等 的 举 办 也 让

崂山的夜更璀璨。

夜 色 下 的 崂 山， 是 如 此 的 魅 力

十 足。 这 里 有 浪 漫 爱 情 的 见 证 地、

观 海 餐 饮 的 体 验 地、 咖 啡 美 酒 的 汇

集 地， 还 有 青 春 梦 想 的 放 飞 地。 让

你 在 璀 璨 的 夜 色 下 感 受 城 市 的 浪 漫

和美好。

海边咖啡馆，独有的诗意浪漫。（图 / 杨光）
The seaside cafe has a uniquely poetic and romantic atmosphere. 

在崂山海边露营，怎能错过浪漫又温馨的露天电影。（图 / 张文晔）
A romantic and warm outdoor movie is a must when camping on the beach of La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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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Museums in Laoshan District

博物风采  邂逅崂山
文 /魏浩浩

在崂山的时间，是可游山玩水的绝美时光，是可观海看日的放松愉悦，当然，也能收获纵观博物的

乐趣与满足。当你愿意将时间花在逛博物馆时，那来崂山是不错的选择。这里将会满足你对博物馆的探

索心，一睹博物的风采。

崂山绿石博物馆内设有崂山地质展厅、光辉成就展厅等，收藏了 2 万多件崂山玉石精品，成为奇石和书画艺术收藏、鉴赏与科研的宝库。（图 / 杜永健）
Laoshan Greenstone Museum has Laoshan Geological Exhibition Hall, Brilliant Achievements Exhibition Hall, etc. It has collected more than 20,000 pieces of 
Laoshan jade, and become a treasure house for the collection, appreciation and research of rare stones, calligraphy works and paintings. 

青岛若七珠宝文化博物馆成立于 2019 年，博物馆共有 4 个展区，馆藏固定展品 400 余件。（图 / 杜永健）
Established in 2019, Qingdao Ruoqi Jewelry Culture Museum has 4 exhibition areas with over 400 

permanent exhibits. 

点石成“金” 相遇“石”缘
走进青岛金石艺术博物馆时，仿

佛瞬间进入了石的世界，那些经过亿

万年地球板块运动碰撞、挤压、扭曲、

断裂与结合，享尽日精月华，云浮千秋，

江山万古的石头，被那些爱石如痴的

人们发掘、挚爱、收藏，真是令人庆幸。

要说为何庆幸，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

它们只是不起眼的石头，但依旧也无

法阻挡他们成为至宝的光芒。

青岛金石艺术博物馆是山东省文

物局正式批准成立的以奇石为主要展

品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非国有博物馆，

是一座用现代设计理念设计的博物馆，

建筑形式为框架建筑，总建筑面积为

50313 平方米。金石艺术博物馆分为奇

石馆、美术馆、瓷器馆和雅柏馆。其

中，奇石馆面积约 5000 平方米，主要

展馆有精品奇石展厅、大型奇石展厅、

美术展厅等。馆内收藏奇石均为天然

形成的，并未经过人工雕琢，平日里，

博物馆在面向社会征集的准则也是以

“瘦、透、漏、皱、丑、奇”，无论

在艺术价值还是藏石数量都在国内观

赏石界久负盛名。

博物馆的展品，是从馆藏的 1000

多块奇石中精选出 800 多块奇石陈列

展出。其中，主要有灵璧石、崂山绿石、

彩陶石、大化石、风砺石和黄蜡石等等。

参观过程中，那一块块未经任何手工

雕琢的精美石头令每一位观赏者为大

自然的巧夺天工所惊叹。据悉，这里

所展示的奇石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

都堪称国内一流。

博物馆自开馆以来一直是免费对

公众开放。 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工作方针，呈现出多层次、

多方面、多样式的特点。同时，将专

业性、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观

赏性、参与性有机结合，把天然奇石

自然造化的神奇展示给观众，把国家

级大师的作品展示给普通百姓，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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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aoshan, you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by enjoying the 
beauties of nature, and can also 

get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by 
visiting museums. If you like to spend 
time visiting museums, then Laoshan 
is the right place. Here, you can go to 
museums and explore all things on 
display.

东晋十六国时的南燕地理学家晏谟在

《齐记》中对绿石就有“仰口海底玉，

品胜祖母绿”的记载，宋元时已有人

将其用于案头清供及制作文房用具，

为书香之家所钟爱，明清两代更成为

名贵观赏石。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朱培江开始

开发、收藏崂山绿石 。1985 年，他在

青岛市李沧区滨河路创建崂山绿石博

物馆，并任馆长。1990 年，朱培江赴

北京成功举办绿石艺术展览，使尘封

已久的崂山玉石再一次进入中国奇石

收藏界的视野，从此崂山绿石在国内

外奇石收藏市场上声名鹊起，成为享

誉海内外的“石中娇子”。为普及崂

山地质知识，发扬崂山本土文化，带

动绿石文化产业，丰富崂山文化内涵。

2016 年 10 月，崂山绿石博物馆整合资

源在崂山游客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新馆。

对此，朱培江说：“崂山绿石出自崂山，

极富当地特色，所以时隔多年，我依

旧觉得博物馆理应回到这里，对崂山

绿石文化做集中展示。”

据了解，博物馆内设有崂山地质

展厅、光辉成就展厅、精品绿石展厅、

“他山之石”展厅等，收藏了 2 万多

件崂山玉石精品，成为奇石和书画艺

术收藏、鉴赏与科研的宝库。在地质

展厅，我们看到了崂山特有的地质风

貌。据学者研究，这一构造带经历了

陆陆碰撞、剪切造山等复杂的地质演

变过程，同时伴着强烈的花岗岩浆活

动，就行成了现在具有水平纹理的崂

山风貌。青岛有句话叫“千难万难，

不离崂山”，说的就是崂山地质，究

其原因则为崂山整个山体基本由花岗

岩构成。这里展出的崂山水晶石，十

分炫目。它有“水精”之称，传言为

水中精灵幻化而成。《本草纲目》中

记载，水晶可以去眼火，清肝明目，

益毛发，也使得它地位一度很高。

在崂山绿石展厅，展出的是朱培

金石艺术博物馆馆内收藏的崂山绿石藏石注重现代美学和视觉震撼的融合，山海文化与赏石理念的融合。（图
片提供 / 金石艺术博物馆）

The Laoshan greenstone collection in Jinshi Art Museum features the fusion of modern aesthetics 
and visual impac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ountain and sea culture and the stone appreciation concept. 

列展览更具吸引力、感染力，从而达

到推广文化、普及科学和艺术的目的。

金石艺术博物馆馆内收藏的崂山

绿石藏石注重现代美学和视觉震撼的

融合，山海文化与赏石理念的融合。

崂山绿石形成于天地之震荡、自然之

呵护的青岛仰口海湾，是青岛极具代

表性的奇石之一。崂山绿石带的形成

是与崂山地貌的形成和地壳的变化相

一致，崂山地貌是由大自然雕凿而成

的秀丽景观，鲜亮的景致特色就是剑

峰千仞、山峦巍峨、奇石怪岩。其奇

特的壮美，也造就了崂山绿石的大美。

据了解，崂山绿石大致可分为 3 个层面，

一是高于海平面的，暴露的海水之上，

表面富含色彩丰富、肌理自然的崂山

绿石；二是低于海平面，色彩鲜亮、

节理复杂丰的崂山绿石；三是千万年

自然脱落滚动于海滩的海淘类崂山绿

石。崂山绿石美哉。

除此之外，而大化石也是馆内珍

宝，它也叫大化彩玉石，由于产在柳州

的大化县而得名，学名岩滩彩玉石。大

化石生成于古生界二叠系约2.6亿年前，

属海洋沉积硅质岩。其原岩为火成岩与

沉积岩之蚀变带硅质岩石，石质结构紧

密，摩氏硬度约5至7度，色彩艳丽古朴，

呈金黄、褐黄、棕红、深棕、古铜、翠绿、

黄绿、灰绿、陶白等多种色泽。大化石

石肤温润如脂，富有光泽，层理变化有

序，色韵自然，纹理清晰而具有韵味，

令人有温馨之感。

石头凝聚了大自然的精气神，石

头也揉合了人类的文明、文化和进步。

石的寿、坚、安、实品格，为人们所喜爱，

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冥冥之中与人有

了一种不可言状的因果和联系。

珠光宝气里的挚爱
法 国 著 名 作 家 拉 布 吕 耶 尔 曾 说

过：“除了能明辨是非的灵魂之外，

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钻石珠宝。”从

古至今，珠宝都是人类表达情感的最

高诚意，它表达了真诚，善良，美丽，

爱情及永恒。青岛若七珠宝文化艺术

博物馆，是集珠宝的自然科普、中外

珠宝历史文化展示以及文创交流为一

体的专业性珠宝博物馆。其创始人兼

馆长钟峰更是拥有着才情挚爱和浓浓

的家乡情怀。正是这些情感的渗透，

让一个绝美的博物馆拥有更多的内涵

和温度。

青 岛 若 七 珠 宝 文 化 博 物 馆 成 立

于 2019 年，博物馆共有 4 个展区，

馆 藏 固 定 展 品 400 余 件。 一 走 进 博

物 馆 的 大 门， 清 爽 并 极 富 情 调 的 设

计 让 人 眼 前 一 亮， 那 独 到 的 品 位 质

感 让 你 在 没 看 到 展 品 便 感 受 到 了 精

致 与 魅 力。 据 了 解， 博 物 馆 的 第 一

个 展 区 是 天 然 宝 石 矿 石 晶 体 和 切 割

好 的 裸 石， 主 要 介 绍 的 是 宝 石 的 前

世； 第 二 个 展 区 是 中 国 传 统 珠 宝，

展 示 了 中 国 传 统 的 八 大 珠 宝 手 工，

包括景泰蓝、点翠、簪缂、花丝等等；

博 物 馆 其 他 两 个 展 区 分 别 是 西 方 不

同 时 期 的 古 董 珠 宝 和 当 代 新 锐 设 计

师 的 珠 宝 作 品。 丰 富 的 藏 品， 让 人

们 来 到 这 里 便 会 在 珠 宝 的 科 普 与 美

育方面收获颇多。

而今，在完善博物馆的同时，博

物馆还开办了若七美学空间。在繁忙

的都市中打造了一个安心惬意的场所。

据了解，若七美学空间是一处复合业

态的跨界艺术空间，由几位设计师共

创，着重于在不同领域运用不同工艺

或材质，通过美学的融合，打造出突

破艺术门类壁垒的艺术品或艺术场景，

呈现跨界艺术的美，用惊喜的创意、

精致的质感来表达生活的仪式感和幸

福感。创办的初衷是对文化赋能乡村、

艺术叠加商业的积极探索，一方面打

造乡村里的艺术空间，提升农村居民

的文化、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为商务

区里的高知人群打造有品质的文化休

闲场所，增加有品味的生活体验。

万物皆为灵 醉美崂山绿
崂山绿石，又称崂山绿玉，俗称

海底玉，其色泽静穆古雅，深沉谧静，

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600 多年前，

江馆长收藏多年的各类精品绿石，如

层峦叠嶂：意为根基牢固，事业日上；

神龟福海：意为生活在广阔的幸福环

境；扬帆出海：意为一帆风顺……。

这些绿石都是没有经过雕琢，后期加

工的，完整地体现了崂山绿石的精妙

之处，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除了天然形成的绿石之外，馆内

还展示了朱培江亲自雕刻的绿石作品。

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在没有任何电动

工具的条件下，纯手工雕刻了 1 万多

件作品，在绿石塑品展厅展出的都是

具有代表性和纪念性的作品，众多作

品还在全国荣获大奖，例如：女娲补天、

风采、活佛济公、送子观音等，同时，

朱培江还创作了部分描述崂山故事的

作品，如五虎观海、五猴献寿、开天

辟地等，对崂山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

要作用。

青岛崂山绿石博物馆除了崂山绿

石以外，书画展厅集聚大家名作，包

括齐白石家族作品、启功家族作品、

范曾、欧阳中石、张海、韩美林、冯

大中等罕见作品供文人墨客观赏交流。

一眼看尽杯中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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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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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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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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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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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溱

崇山峻岭都有各自的故事。

崂山的故事太多太多，说的人也层

出不穷，但还是情不自禁要再说。因为

其神韵多多。

许多人知道崂山，是因为那句脍炙

人口的古语：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

崂山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

上第一名山”的美誉。大诗人李白曾为

此留下诗篇：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

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中年谒汉主，

不惬还归家。朱颜谢春辉，白发见生涯。

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愿随父子天

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李白触景生情

诗意传神，惹得唐玄宗对崂山兴趣大发，

不但大力推崇崂山，还专门派遣道士前

去采药，以观崂山秀丽风貌。

时光进入清代初期，在康熙十一年

的夏天，一代文豪蒲松龄与高珩、唐梦

赉、张绂等八人，结伴同游崂山。非常

幸运的是，他们在这个被誉为“神仙之

宅、灵异之府”的高山峻岭上看到了可

遇不可求的海市蜃楼。这成为蒲松龄终

生回味的神奇经历，可以说刻骨铭心。

为此蒲松龄专门创作了《崂山观海

市作歌》，尽显所见的崂山海市景观：

山外水光连天碧，烟涛万顷玻璃色。

或许，崂山优美的景色俘虏了大文

豪的心，抑或崂山深邃的历史和传说让

蒲松龄浮想联翩，蒲松龄在崂山的所见

所闻，让其创作的灵感和激情迸发。在

崂山他挑灯疾书，留下了两篇流传千秋

的短篇小说，让崂山的名气由此更加响

亮，吸引着大批游人前来踏足观赏。直

到今天，凡到崂山一游的游客，必到太

清宫去寻找“穿壁樯”“降雪”石碑和山

茶花，那是脍炙人口小说《崂山道士》

和《香玉》的场景，是蒲松龄游览崂山

“景因人显”的最大收获，也是人们对崂

山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说当年蒲松龄客居崂山太清宫，

月夜之下在一亭内休息，忽然见到对面

墙上有一人一闪而过，像是穿墙而去。

蒲松龄大为惊奇，正在疑惑之时方发现

是来送茶的道士影子作祟。不过道士走

后，那道神奇的影子却依旧缠绕在蒲松

龄的脑海，久久不能消失。于是，灵感

涌上心头，一篇名为《崂山道士》的小

说应运而生。小说以王七这个游手好闲

的年轻人学“穿墙壁”的故事告诫世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光明磊落，心地坦

白，否则总有一天会被无形的墙撞得头

破血流。《崂山道士》的影响力极大，

不仅有连环画，还有动画片，对人们特

别是孩子的教育启发起了很大作用。许

多人一提“崂山”，马上会想到《崂山道

士》，想到那个被碰得头破血流的王七，

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香玉》是一篇浪漫而幻化的爱情

小说。小说中的绛雪是一位孤傲清高、

极有个性的女子。在她的帮助下，黄生

与香玉生死相许的爱情才得以超越阴

阳阻隔而再续前缘。这种成人之美的君

子胸怀，不但感动了黄生，使其由衷感

叹：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良友也！也让

读者看到了人间的柔情与侠义，善良与

仗义，从而更加坚定了正义必定战胜邪

恶的信心。小说中的山茶花，人们俗称

的“耐冬”，是青岛当地最受欢迎的花卉

之一，是青岛的市花。山茶花花语含义

有着理想的爱、谦让、谦虚、品质高洁、

天真可爱等寓意，在它的代表意义中，

还象征着高洁、孤寂、深沉谨慎、了不

起的魅力。太清宫那株高约 7米、胸径

约 60 厘米的特大号山茶花，被传说就

是小说中的耐冬。人们痴迷的认可和相

信，导游们也是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解

说，让许多游客感慨万分，唏嘘不已甚

至顶膜礼拜。寓意和象征往往会呈现一

种美丽动人的人性魅力，崂山太清宫的

山茶花就是如此，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

人执着地去寻找、去观赏、去谒拜。那

碧绿的枝头、朵朵璀璨晶莹的红玛瑙，

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正如诗人杨慎曾

所形容：绿叶红花斗雪开，黄蜂粉蝶不

曾来。

有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中

国的名山与宗教不可分割，无论是五台

山、普陀山、衡山、峨眉山，还是九华

山、武当山、嵩山、青城山、龙虎山、

老君山，都会看到道教的影子，闻到佛

教的气息，而崂山则是两教共存的山脉，

这实属“奇观”，罕见而温馨。

从春秋战国开始，崂山上就有方士、

巫师的修行，到了唐、宋两代道教开

始兴起，元明清时代达到鼎盛。全真

道派“北七真”之一邱处机，曾三次来崂

山讲授道术，影响极大，以至于崂山

的道教皈依为全真教，开创了全真道

教的“龙门派”。丘处机学识渊博，才华

横溢，在崂山期间，触景生情，创作

了大量诗词绝句，许多佳作被后人镌

刻在山岩之上。现在去崂山游览，沿

途仍旧会看到许多丘处机的咏唱崂山

的诗词，其文其景已成为崂山的瑰宝

之一。除了丘处机，在崂山道教发展

的历史长河中，一串与道教发展相关

的名字永载丰碑，他们是李哲玄、刘

若拙、刘处玄、李志明、徐复阳、张

三丰、孙玄清、耿义兰、齐本守，这

些人不仅见证了道教在崂山各开宗派，

争建道观，达到“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

盛，使崂山成了道教全真世界第二大

丛林的盛况，也得到了不同时代宫廷

皇族的重视与青睐，几千年之后，他

们又出现在金庸的作品里，让后人领

略了当年诸侠纵横武林，为民除恶的

英姿风采，成为现代人心目中梦幻而

又触手可及的一代豪杰形象。而秦始

皇崂山求仙，会仙人安期生；徐福入

东海求仙药，也都与崂山有渊源，也

都有道教的沉浸。如今，在崂山中尚

存的太清宫、上清宫、明霞洞、太平

宫、通真宫、华楼宫、蔚竹庵、白云洞、

明道观、关帝庙、百福庵、大崂观、

太和观等道观，折射出不同时代道教

的发展历程。其中太清宫、上清宫、明

霞洞、太平宫，当年曾是道教活动的重

要场所，诸多的教徒在此修行布道。

崂山又是佛教的圣地。早在西晋时

期佛教就传入崂山地区。崂山佛教寺院

有 32 个之多，从隋代前的 6个寺院，

到唐代 4个寺院，在再到宋明清代 22

个寺院，这个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的发

展轨迹，反映了佛教在崂山的辐射力和

影响力。

说佛教不能不提法显大师。法显是

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公元400年，

年逾六旬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用时 15

年，途经 30 余个古国，于公元 413 年

在青岛崂山登陆，翌年撰写《佛国记》。

《佛国记》记载了一个广大地域的地理、

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

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等，无不有所涉

及。其地域范围除了中国本土外，包括

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是研究公元

第 5世纪初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受到

多国学界的重视。

因为法显在崂山登陆，又因为他并

此撰写了《佛国记》，所以崂山自然与

法显文化具有了渊源的历史。这些年随

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佛

国记》中所涉的地域越来越引起世人的

瞩目，青岛、崂山也更加凸显出法显文

化所应有的地位和影响。许多人特别是

研究法显文化的专家学者，对崂山更赋

予了一种新的解读：不仅是一座浩瀚的

自然景观，更是一座丰厚的文化宝库，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山水相依，是高山名山的固有标签。

好山必有好水，崂山当然也不会例外。

想当年夏日来临之时，学校会组织学生

到崂山游玩。玩到尽兴时，浑身冒汗，

于是蹲在水边捧一把清澈的山水洗脸、

漱口，那水是甜的，清凉润肤。胆大点

的男生不怕感冒，干脆把头扎在水里，

山水流过，黑发漂洗，等把头上的水甩

干、晾干，一抹滑溜溜比用了洗发水还

干净顺畅。

崂山水是天然的山泉水，源头在

500 米之下，融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

精华，可谓琼浆玉液。有研究者考证，

崂山水至少经过了长达十几万年的花

岗岩裂隙深循环，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

及微量元素，水质绝佳，营养丰富，被

认为是世界三大地下水系之一。崂山矿

泉水风靡全球，用崂山水酿成的青岛啤

酒更是让人醉美心头。如今许多游客来

崂山，一半是冲着秀丽的风景，一半是

为了品尝甘冽的崂山水。

当然作为“神仙之山”，崂山的景色

不可忽略，更不可掩盖。

崂山醉人的景观有十二之多。巨峰

是崂山众多风景区中最险峻的一个山

峰，也称“崂顶”。巨大的岩石，层叠而

起的石崖，经过亿万年风雨的剥蚀，呈

现出庄严粗犷的面貌。巨峰之巅是一块

数百立方米的巨大岩石，上面设有观景

台，可以观赏日出，可以俯瞰山下绮丽

炫美的景象，是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绝

佳之地。

北九水位于崂山白沙河上游，河水

经山脚而折流，有九折，人行走在河

畔小路，转折时要涉水而过，每涉一

次为一水，故称“九水”。“九水”又分“内

九水”“外九水”和“南九水”三路，其中“外

九水”，亦称“北九水”的景观最为著名。

九水风光素被誉为“滩峡奇秀，清流急湍，

峭壁危岩，水作龙吟，石同虎距，音乐

图画，文本天成。”来崂山游玩，想即

看山又看水，“北九水”可以“两全其美”。

“北九水”尽头的靛缸湾瀑布，虽不如黄

果树瀑布、庐山瀑布那样宽大、险峻，

但在夏秋之交雨水充足时，山上的雨水

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倾入湾中，期间水沫

飞溅，有如细雨，蔚为奇观，引来无数

游客欢腾叫绝。

崂山十二景中唯一的夜景是“太清

水月”，曾被央视评为中国最美赏月地。

而这个景象还与清朝著名才子刘墉有

关。传说当年刘墉在崂山太清宫游玩的

时候，恰逢天色渐晚，此时一轮明月从

海中缓缓升起，刘墉定神相望，只见天

上有月，水中也有月，再看月光下的太

清宫，好一幅意境幽深的景象。刘墉

感到十分震撼，于是挥笔写下了“太清

水月”四个大字。经过央视的推介，现

在来观赏“太清水月”的人络绎不绝。人

们在明月之下，展望天穹撒下的光亮，

回想当下美好的生活，一股幸福美好的

感觉油然而生。此时此刻的再看崂山，

会觉得更加雄壮迷人。

Romantic Charm of Laoshan

再说崂山多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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