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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时尚青岛  共享好客山东
Meet Stylish Qingdao, Share Friendly Shandong

最美的青岛，欢迎您

“城市名片”里的青岛故事

艺术让城市更美好

百舸争流  奋楫者先

“精品项目+”，点亮文旅发展新业态

读懂一山一海的浪漫

辗转时光  探寻建筑之美

用另一种方式“对话”青岛

独享大海的快乐

城之美 夜之魅

拥山海 归田园  醉享乡村生活美学

满载知识和快乐归来

追溯红色记忆

美食，从舌尖到心底的快乐

康养慢生活，最是在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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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Gorgeous City of  Qingdao28

艺术让城市更美好

艺术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体现着一

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和精神气质。建设“艺术

城市”是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艺术

繁荣、现代化建设和国际化水平的综合体

现。如今，在城市里，多样的艺术空间、多彩

的艺术活动日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不

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涵养城市的

文化气息。

Art Makes a Better City38

最美的青岛，欢迎您

3月，2023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在青岛举行。大会以

“相约时尚青岛，共享好客山东”为主题，倾力打造一次

集全民参与、开放共享、成果展示、经验交流、创新发展、

宣传推广于一体的高水平、有特色的旅游盛会。与往年的

旅发大会相比，今年的大会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内涵更

丰富，形式更创新，全面彰显青岛“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

人之城”的城市新魅力。

目录 Contents

Exclusive Joy of the Sea

Glamor of the City, Charm of the Night

60

64

独享大海的快乐

城之美 夜之魅

游子说，在异地最想念家乡的海，回家的第

一件事就是去海边走走，闻闻那熟悉的海味；画

家说，最难描摹的是海的情绪，潮水汹涌时的激

情澎湃、缓缓离去时的浪漫不舍都难以言表；歌

者说，世上最伟大的音乐是海风海浪与沙滩岩石

的合奏；作家说，青岛人都是大海的儿女，谱写了

一曲与海的歌……

要想深入了解一座城市的底蕴，一定

要从夜晚开始。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当炫彩的霓虹

开始闪烁，一场属于夜晚的“盛宴”就这样

悄然来临。

“城市名片”里的青岛故事32 Story of Qingdao in the “City Card”

“浓缩城市精华，彰显城市魅力”。这是“城市名片”

的主要意义和价值。正如企业追求品牌一样，城市作为

千万企业群之母体，“城市名片”将更全面、更立体、多角

度地展示城市价值和魅力。对扩大城市的影响力，提高城

市的知名度，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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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时尚青岛

  共享好客山东

Meet Stylish Qingdao, 
Share Friendly Shandong

突出特色、丰富内涵，推动青岛旅游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图 / 王勇森



相约时尚青岛
共享好客山东

eet Stylish Qingdao
Share Friendly ShandongM

008
SAILING CITY

009
SAILING CITY

山海湾城

  时尚

Fashionable Shinan with Mountains and Seas

揽山海之美，得人文之胜

打造城景一体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游“世界最美海湾”、山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诗和远方”近在咫尺

市南

图 / 李万红图 / 李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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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

在这里，你可以探寻青岛工业发展历程

在这里，你可以享受青岛商贸的精彩

在这里，你可以畅游博物馆的知识海洋

来市北，用脚步在老街刻画岁月流淌的痕迹，用眼睛欣赏城市蜕变的历程

悠游港城

   醉美市北

Wander around Charming Shibei

图 / 吕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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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河城、交相辉映，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商业集群、优势显著

在这里，遇见一座城的美

Travel in Qingdao, Shop in Licang

旅游青岛

   消费李沧

 图 / 秦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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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望远，乐享山水

寻古访幽，感知历史

在时节的变换中，感受四季的韵味

  千载人文

      万般山海风情

崂山

Historic and Cultural Laoshan

图 / 吕建军



相约时尚青岛
共享好客山东

eet Stylish Qingdao
Share Friendly ShandongM

016
SAILING CITY

017
SAILING CITY

海风吹醒春日，一片片花海如梦如幻

浪花轻抚盛夏，一湾湾碧波沁人心脾

秋风拂过树梢，一幅幅美景如诗如画

白雪覆盖街头，一帧帧画面动人心弦

旅居

  海边好生活

西海岸

Visit West Coast, Enjoy Life by the Sea

图 / 袁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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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海、风光旖旎、美得城阳

打造青岛环湾都市现代化主城区

新消费、新场景、新体验，“潮生活 • 夜城阳”您值得拥有

Vibrant Chengyang, a Dynamic Bay Area

湾区都市

   活力城阳

图片提供 / 青岛图片库图片提供 / 青岛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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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岛、泉、滩自然资源丰富

36 座山峰层峦叠嶂，24 个岛屿环抱海岸

来这里，逛即墨古城、泡海洋温泉、品即墨老酒、听即墨柳腔、

探科技蓝谷，总会让人不枉此行

An Ancient Commercial City, 
Jimo with Springs and Sea

千年商都

   泉海即墨

图 / 刘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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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基因传承千年 , 人杰地灵迭代生辉

风光旖旎名胜荟萃 , 乡村旅游精彩纷呈

形胜之地融通四海 , 文博场馆丰富多元

Welcome to the Thousand-Year-Old 
Town of Jiaozhou

千年古埠

   韵味胶州

图 / 王宇翔 图 / 王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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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打造“文旅惠民，点亮百姓多彩生活”文化品牌

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奏响平度时尚最强音

Stunning Pingdu, the Ancient 
Capital of Jiaodong

胶东王都

   大美平度

图 /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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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休闲去何方

        处处好风光莱西

Joyful Laixi, 
a Perfect Choice for Staycation

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交融的生态城市

建设大青岛北部绿色崛起的典范之城

莱西，来了就有惊喜

图 / 王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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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不负时光不负你

青岛地处黄海之滨、山东半岛南

端，是中国北方一座富有人文魅力、

自然禀赋优越的沿海开放城市。青岛

昔称胶澳，后因有海中小岛“小青岛”、

古渔村“青岛村”而得名，是中国沿

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滨海度假旅游城市、

国际性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青岛是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

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田单火牛阵破燕、

秦始皇遣徐福东渡等众多著名的历史

故事发生在这里。康有为、蔡元培、

闻一多等文化名人在青岛留迹深远，

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分布最集

中的城市之一。 

青岛是实力强劲的发展高地。产

业基础雄厚，拥有 39 个工业门类和家

电、轨道交通装备、汽车等一批千亿

级产业链，拥有海尔、海信、青岛啤酒、

中车四方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以及

芯恩、京东方、歌尔等一批新兴产业

龙头企业。

青岛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承

担了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青岛片区等国家战略任务，被赋予打

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的重

大使命。

青岛是畅达世界的交通枢纽。区

位优势明显，东接日韩亚太、西联中

亚欧洲、北达蒙俄大陆、南通东盟南亚，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链接。

拥有货物吞吐量世界第四大港、中国

第二大外贸口岸——青岛港，链接全

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个港

口，海铁联运量连续 7 年保持全国第一。

拥有山东首座 4F 级机场——青岛胶东

国际机场，通航覆盖全球 127 座城市。

青岛是创新创业的活力热土。拥

有崂山实验室、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

新中心、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等多

个“国字号”创新平台。

青岛是和谐友善的文明港湾。成

功举办 2008 青岛奥帆赛、2014 青岛世

园会、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博

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等重要

会议、会展活动。2018 年圆满完成上

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服务保障工作，

2019 年圆满完成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服务保障任务。

青岛是宜居宜业宜游的魅力之城。

自然条件优越，“山、海、城”浑然一体，

中外文化融合交融，拥有“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的气候条件、“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的特色风貌，荣获中国人

居环境奖、“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称号，连续 10 次入选“外籍人才眼中

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情深似海、

厚望如山。2018 年以来，总书记两次

最美的青岛，欢迎您

Welcome to the Gorgeous City of Qingdao

文 /魏浩浩

有人说：胭脂用尽时，桃花就开了。如今，夭桃满山谷，春风渡岛城。于这山海之间、街头巷尾，种下惠风和煦，栽

下杏雨梨云。从此，翠袖围香，绛绡落雪，芳息入骨。

3 月，2023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在青岛举行。大会以“相约时尚青岛，共享好客山东”为主题，倾力打造一次集全民参与、

开放共享、成果展示、经验交流、创新发展、宣传推广于一体的高水平、有特色的旅游盛会。与往年的旅发大会相比，今

年的大会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创新，全面彰显青岛“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城市新魅力。

春光无限，不负时光。青岛，正是用这样的明媚春景，张开温暖怀抱，迎接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文化旅游发展”的盛宴。

3 月，2023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在青岛举行。（图 / 张有平）
2023 Shandong Tourism Development Conference was held in Qingdao in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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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青岛，对青岛作出“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等重要指示要求。青岛市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青岛工

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部署，锚定“走在前、开新局”，

聚焦“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目标，围绕“活力海洋之

都、精彩宜人之城”城市愿景，着力

在增强综合发展实力上实现新突破、

在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上实现新突破、

在建设人民城市上实现新突破，努力

在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

在全球彰显特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

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奋力

谱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青岛篇章。

新时代，

“六个城市”描绘新青岛

2022 年，青岛市明确了“一二三四

六十”城市战略体系，开启了青岛建

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新征程。在这其中，“六个城市”，

是落实总目标的“四梁八柱”，是城

市发展的新使命、新内涵、新路径。

通过“六个城市”的打造，青岛努力

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建设提供参考。

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主要目

标是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打造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国家级现代

服务经济中心、全国都市现代农业示

范区。

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主要

目标是对标国内外一流海洋城市，强

化海洋功能和特色，加快建设国际海

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现代海洋产业

中心、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

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心、全球海洋事

务交流中心。

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主要目

标是持续提高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和企

业创新能力，打造国家东部沿海重要

的创新中心。

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主要目

标是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打造“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努力成为

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重要战略链接。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

市，主要目标是彰显山海城湾一体特

色，建设活力充沛、环境优美、文化

繁荣、开放包容的美丽湾区。

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主要

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岛、法

治青岛、文明青岛、美丽青岛和数字

青岛，让城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安

全发展底线更加牢固。

围绕打造“六个城市”，青岛市

出台《关于聚力打造“六个城市” 加

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实施意见》，共 8 个部分 33 条，

明确提出了“六个城市”的发展目标、

具体路径和推进措施。《实施意见》

提出，到 2026 年，城市综合竞争力和

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新时代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实质性

进展。

青岛是一座经济发达、产业兴旺

的城市；是一座依海而生、向海而兴

的城市；是一座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的城市；是一座改革开放沿海城市；

是一座精彩宜人、充满魅力的城市；

是一座安定和谐、文明友善的城市。“六

个城市”描绘出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不仅让国内外投资

者更加主动“奔赴”，更具引领性地

将现代化城市和营商环境建设，推到

了“青岛高度”之上。

The 2023 Shandong Tourism 
Development Conference 
is scheduled for this March 

in Qingdao. To boost consumer con-
fidence, stimulate market vitality, 
and develop new advantages for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of Shandong, Qingdao will hold this 
conference with high standards. The 
city will capitalize on the opportuni-
ty of hosting a flagship international 
event to bols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rough this conference, 
Qingdao will better display the new 
tourism image of “Friendly Shan-
dong” and highlight its new charm as 
a vibrant marine capital, and a won-
derful and livable city. 

At the beginning of 2022, Qingdao 
summarized the city strategy system 
of “one overall goal, two visions, 
three breakthroughs, four directions, 
six statuses, and ten priorities” to 
start a new chapter of building Qin-
gdao into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
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new era. 
Among them, the strategy of “six sta-
tuses” is the “multiple pillar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verall goal, 
and also the new mission, new con-
notation, and new path for the city 
development. Through building “six 
statuses”, Qingdao striv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 international me-
tropolis in the new era.

激活旅游新形象

展示城市新魅力

2023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由中共

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山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青岛市委、

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本届大会

成立 2023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执委会，

确保举办一届圆满精彩的旅发大会，

全面展示山东 16 地市数字创新成果、

拓展文旅招商方式、推动国内国外交

流互鉴、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文旅产

业发展动能，打造山东旅游新品牌，

提升省旅发大会的关注度，向世界传

递山东文旅新篇章。

据了解，此次大会整体安排包括

开幕式、工作会议、项目观摩、数字

文旅成果展、国际旅游休闲城市·青

岛论坛、山东国际入境旅行商大会、

山东重点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山东

邮轮旅游发展论坛共八项安排及活动。

另外，大会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配套

活动。组织开展“畅游齐鲁 乐享生活”

主题旅游年、“好客山东 时尚青岛”

文旅嘉年华等一些系列丰富多彩贯穿

全年的文化旅游活动。

开幕式将大会议程与文艺演出有

效融合，文艺演出以“最恋是青岛”

为主题，融入全息投影、虚拟现实、

裸眼 3D 等元素，集中展现齐风鲁韵、

青岛风貌。邀请歌尔创客、金东数创、

聚好看科技、中译文娱等企业参会参

展，将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

高科技手段，集中展示山东智慧文旅

产品与创新成果。 

为营造浓厚的大会氛围，组委会

精心打磨了独具青岛“山海城湾”特

色的体验路线，将城市更新、老城里

院的核心文旅资源，串点成线、串珠

成链，让参会嘉宾通过“走读方式”

感受城市文化内涵，进一步扩大时尚

青岛的知名度、影响力。

与山海相约的日子，从不会让人

失望。青岛，已经蓄势待发。以无限

的热情，迎接您的到来。

与山海相约的日子，青岛从不会让人失望。（图 / 王泽东）与山海相约的日子，青岛从不会让人失望。（图 / 王泽东）
The breathtaking views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in Qingdao never let you down.The breathtaking views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in Qingdao never let you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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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名片”里的青岛故事

Story of Qingdao in the "City Card" 

“浓缩城市精华，彰显城市魅力”。这是“城市名片”的主要意义和价值。正如企业追求品牌

一样，城市作为千万企业群之母体，“城市名片”将更全面、更立体、多角度地展示城市价值和魅力。

对扩大城市的影响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具有重大意义。

青岛，一座青春之岛，无论是“啤酒之城”，还是“帆船之都”，亦或者“音乐之岛”……一

张张金灿灿的城市名片，凝聚出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散发出自身独特的魅力。

文 /隋斌

音乐之岛 

一座有故事的城市，需要歌曲跌

宕起伏地讲述；一座有活力的城市，

需要歌曲无拘无束地释放；一座有烟

火气的城市，需要歌曲细腻调和酸甜

苦辣的每种味道，需要歌曲倾情折射

悲欢离合的每种感受。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青岛城市音

乐文化地域性与国际性并存，有着传

承与创新并举、东方与西方互融的独

特性。

2005 年，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

提出建设“音乐之岛”城市文化品牌

的战略目标，青岛城市音乐文化发展

有了较为肥沃的土壤，促进了青岛与

国际音乐文化的交流。自“音乐之岛”

建设以来，青岛的城市音乐文化潜力

得到充分激活，音乐基础设施不断升

级，高水平音乐赛事相继落户，以音

乐为载体的各类文化活动日渐丰富。

青 岛 是 第 一 把“ 中 国 造” 小 提

琴的诞生地，走出过吕思清、李传韵

等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也举办过多

次国际、国内高水平小提琴比赛，青

岛的小提琴文化发展土壤可谓得天独

厚。多年来，青岛持续培育小提琴文

化，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小提琴文

化建设，使其成为青岛城市音乐文化

标签。近年来，在“青岛最动听”原

创音乐扶持计划、“山海印象原创音

乐征集”等重要活动的推动下，青岛

原创音乐表现出新的活力，涌现出的

优秀作品，也将一些优质本土乐队推

向了更大的舞台。

音乐节会是城市音乐发展的重要

产物，是城市音乐文化特征的重要标

志，也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青岛成功举办了“青

岛凤凰音乐节”“青岛海洋国际音乐

季”等大型本土音乐节会，引进了“麦

田音乐节”、LPA 独立音乐盛典颁奖

礼等国内成熟音乐节会，囊括多场海

内外高规格、高层次、高水准演出，

丰富了青岛音乐市场，带动了旅游产

业和周边经济的发展，有效提升了青

岛的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

电影之都 

有些电影，表现了城市；有些城市，

孕育了电影。

城 市 与 电 影， 一 个 层 次 丰 富、

色 彩 斑 斓 的 空 间； 一 个 捕 捉 光 影、

具有穿透力的视听媒介，彼此依靠，

互 为 镜 像。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作 为 一

种 大 众 传 播 媒 介， 电 影 见 证、 记 录

了 城 市 的 成 长， 而 城 市 多 变、 斑 斓

的 空 间 恰 好 也 符 合 电 影 作 为 时 空 艺

术 的 本 质 需 求。 电 影 对 城 市 的 记 录

与 想 象 又 促 成 人 们 对 所 在 城 市 的 重

新 认 识。 与 文 学 等 语 言 方 式 一 样，

电 影 中 的 城 市 想 象 和 文 化 记 忆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进 入 彼 时 彼 刻 的 城 市， 倾

听城与人的传奇和故事。

2017 年，青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创意城市网络授予“电影之都”称号， 

这也是中国首个“电影之都”。

说起电影，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美

国的“好莱坞”，印度的“宝莱坞”。

致力于打造东方“梦莱坞”的青岛成

功加冕中国首个“电影之都”，不但

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也使青岛这座与电影有着百年渊源的

城市，肩负起中国电影发展的新使命，

眺望东方，“梦莱坞”正聚焦世界目光，

见证一座城市的蓬勃发展。

在过去 100 多年中，在黑与白的

光影交错中，这座古老中华北方海岸

线上的城市，与电影艺术共同成长，

相互成就，完美演绎了城市与电影之

间无法分割的共生关系，并最终在中

国电影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将电影

文化沉淀为城市精神的重要内核。

青岛凤凰音乐节。（图 / 孟君韬）
Qingdao Phoenix Music Festival.

音乐节上，嗨爆现场的瞬间。（图片提供 / 青岛凤凰音乐节组委会）
A sensational moment at the music festival. 

藏马山影视城（图 / 王勇森）
Cangmashan Film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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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之都

2008 青岛奥帆赛和残奥帆赛的成

功举办，彻底点燃了这座城市对帆船运

动的热情，成为青岛帆船运动发展的里

程碑。在“后奥运时代”，青岛市政府

高度重视帆船运动的发展，将打造中国

“帆船之都”，推动帆船运动发展纳入

城市发展战略。对青岛来说，帆船已经

不仅仅是一种最具标志性的海上运动，

更多的是一种拼搏进取的内在动力，被

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

2008 奥帆赛和残奥帆赛的成功举

办给青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奥运财富。

中国帆船帆板竞技项目不仅实现了奥

运会金牌“零”的突破，2008 奥帆赛

和残奥帆赛的举办场地青岛奥林匹克

帆船中心也成为青岛的标志性景观，

将奥运文化与城市形象有机结合，形

成了“帆船之都”城市品牌传承，推

动了青岛文化观念、市民素质和城市

管理的革新。

此后，一场接一场顶级帆船赛事

在这里上演，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帆船爱

好者在这里狂欢。全球规模最大的业余

环球航海赛事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被誉

为“海上 F1”的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

奥运级别的世界杯帆船赛、由青岛创办

的国际城市俱乐部帆船赛……青岛已

成为亚洲地区承办国际赛事最多的城

市。在引进赛事的过程中更是不断加强

了与国际帆船运动界的交流，使青岛帆

船运动的整体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更助推了“帆船之都”扬帆远航。

与此同时，一系列自主品牌赛事

活动也日益成熟，“市长杯”青岛国际

帆船拉力赛、青岛国际帆船赛、青岛国

际 OP 帆船训练营暨帆船赛等活动吸引

着众多帆船爱好者参与其中，青岛逐渐

成为各类高端帆船赛事的集聚地，国际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如今，“帆船之都”早已成为一

张亮丽的名片，它向世人展示着青岛

独特的魅力，更以一张张风帆为翅膀，

随着大海的迈动，让“帆船之都”扬

名世界。

啤酒之城

走过漫长的岁月，啤酒文化早已

渗透在青岛的每条街道、每个巷尾。

尤其是夏日的青岛，可谓浪花与酒花

同舞，激情与浪漫狂欢。一场汇聚了

美酒、美食和音乐的狂欢盛宴如约而

至。热爱啤酒的人们用自己的热情感

染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将夏日

的青岛推向“嗨啤模式”。

对于啤酒的粉丝来说，青岛国际

啤酒节绝对是一场盛大的“嘉年华”。

来自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国家

和地区的百余种啤酒齐聚一堂。除了

青岛啤酒、美国百威、丹麦嘉士伯、

墨西哥科罗娜等全球 10 大啤酒品牌外，

新加坡虎牌、德国科隆巴赫、慕尼黑

皇家等世界知名品牌也竞相亮相，各

个经典醉人的啤酒大棚轮番爆满。

30 余年，青岛国际啤酒节持久地

为青岛营造着城市形象、创造着品牌价

值、沉淀着美誉认同；30 余年，啤酒

节像老友令人时时惦念，又像青年激情

活力向前。夜幕初上，在音乐和霓虹的

交织激荡下，人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或为一再难却的盛情，或为远道而来的

亲朋，或为赶赴每年一度的佳节之约，

或为这座东方的啤酒之城平添一抹靓

色。这是 30 余年来青岛经典的生活方

式，也是这座城市永不变更的仪式。30

余年来，是啤酒、是啤酒节、是与啤酒

相伴的日子，赋予青岛人大步向前、奋

发有为的性格特质，也赋予了这座城市

开放的胸襟、进取的精神、活力的气质。

啤酒节期间，各种演出活动精彩纷呈。（图 / 张有平）
Various exciting shows and activities during the Beer Festival.

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图 / 张琦）
Golden Beach Beer City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逆光前行。（图 / 王云胜）
Walk in the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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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之都

青 岛 是 全 国 最 早 提 出 并 率 先 实

施 “品牌强市”战略的城市之一，从

1989 年创“金花”开始，至今已走过

30 多年。30 多年来，青岛抓住机遇闯

出特色发展道路，形成了工业品牌带

动服务业和农业品牌创建、三次产业

品牌协同共进的良好局面，成就了“品

牌之都”的城市美誉。党的十八大以来，

青岛将品牌建设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

措，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品牌强市，

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内外较强影响力

的新一代“青岛金花”品牌企业和高

端品牌产业集群，打造世界“工业互

联网之都”，品牌总量位居全国同类

城市前列。

2002 年开始，青岛市品牌创建活

动由产品品牌、服务品牌向政务品牌

和社会各领域延伸，把品牌创建活动

推向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实现由品

牌经济向品牌城市的跨越。

2019 年开始，青岛市开展了大规

模的“品牌之都  工匠之城”品牌宣传，

“五朵金花”领衔，以“以大带小、

以老带新”的方式，将青岛制造品牌

推向全国、走向世界。2020 年，首批

42 家新一代“青岛金花”培育企业名

单出炉。它们中有工业互联网领域的

引领者，有创新创业的独角兽，有专

注细分领域的独角兽，有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一大批“大国重器” “民族

品牌”“中华老字号”“产业新锐”“未

来之星”加速崛起，成为青岛走向世

界的闪亮名片，彰显了青岛品牌的精

神、力量和气度。

为进一步强化青岛品牌号召力，

凸显城市品牌的重要性，助推打造经

济文化建 设中的全新城市 IP 形象，

2021 年 7 月 17 日组织开展青岛品牌日

活动，这是一次对城市品牌的最高“礼

遇”。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品牌之都”，

青岛有条件、有责任在品牌建设中展

现更大作为。以“青岛品牌日”的设

立为起点，青岛品牌建设迈上了新征

程。

2021 年 12 月 初， 青 岛 公 布 了

2021 年新一代“青岛金花”培育企业

名单，全市 66 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

制造业企业 31 家，服务业企业 15 家，

农业企业 20 家，可谓“全面开花”，

优中选优。

从过去到当下，再着眼未来，这

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品牌

之都 工匠之城”正不断擦亮“品质青

岛”城市新名片。面向未来，面向全球，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质

量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迈向全球产业链、价

值链高端为目标，把品牌引领与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营造

一流营商环境相结合，实施品牌基础

提升、品牌供给提升、品牌需求提升

“三大工程”，实现“品牌之都”内

涵持续升级、品牌创建数量持续增加、

品牌经济贡献率持续提高，持续扩大

优质服务和先进技术产品供给，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擦亮

新时代“品质青岛”城市名片，以品

牌引领青岛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奠定坚实基础。

The main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City Card” is to high-
light the essence of the city 

and showcase its charm. Just as busi-
ness pursues branding, Qingdao, as 
the seat to thousands of enterprises, 
displays its value and charm through 
the “City Card” in a more compre-
hensive, stereoscopic, and multi-di-
mensional way. “City Car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ity, improve its visibility and 
enhance its cultural status.

Qingdao, an island of youth, is a 
“Beer City”, a “Sailing City”, as well 
as an “Island of Music”. All these ti-
tles are written on the “City Card”, 
embodying the unique culture and 
presenting the distinctive charm of 
Qingdao.

会展之都

会展业是衡量一座城市综合竞争

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一头连接生

产，一头关系消费，不仅是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几乎能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它是在

城市经济水平、基础设施、第三产业

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显现出巨大经

济效应的新兴服务业，成为一座城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诸多盛会选择在青岛举

办或落地。青岛何以被选中？毋庸置

疑这是“会展之都”的实至名归。“办

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2018 年之

于青岛，意义非凡。举办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将青岛这座魅力十足的海滨

城市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次盛会，

改变一座城市。此次峰会对青岛来说

是荣耀、是责任，也是机遇，以此为

契机，青岛会展业乘势而起，加速走

向国际会展名城舞台。

与此同时，随着众多国家战略的

叠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的擘画，

“4+1”发展生态的优化……青岛已然

成为会展业的“天然磁场”。在这里

办会，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放大会议的

声音，还能促进最前沿科学技术的落

地转化，创造更大价值。而随着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

会、青岛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全球

创投风投大会、东亚海洋合作平台、

青岛国际啤酒节、青岛国际时装周等

一系列重大活动的相继举办或落地，

这里更成为外界了解山东、认识青岛

的最新“窗口”。

青岛品牌（图 / 张然）
Brands of Qingdao

中铁世界博览城（图 / 李伟）
CREC Qingdao Cosmopolitan 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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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让城市更美好

Art Makes a Better City

艺术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和精神气质。建设“艺术城市”是一座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繁荣、现代化建设和国际化水平的综合体现。如今，在青岛，多样的

艺术空间、多彩的艺术活动日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涵养城市的

文化气息。

文 /刘文秀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艺术为城市添彩，是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润物无声”的推动力量。青岛围

绕“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

的城市愿景，紧紧抓牢 2023 山东省旅

游发展大会契机，凝心聚力推动公共

服务品牌打造，在点上求突破，面上

促提升，加快艺术城市建设。

凝心聚力打造城市艺术品牌，

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青岛推进“电影之都”品牌。做

强“青岛出品”，做优“青岛摄制”，

出台《推动影视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及实施细则，制定《青岛市影

视拍摄取景基地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全面激发“电影之都”建设内生动力。

下一步将高标准建设青岛影视基地，

打造更多展示青岛城市风貌、体现青

岛文化特色的影视精品。出台重点影

视园区支持办法，支持东方影都创建

国家电影产业创新示范基地等。

青岛擦亮“音乐之岛”品牌。持

续推进青岛交响乐团建设一流城市乐

团，逐渐形成一批满足市民音乐文化

消费需求的特色化区域等。持续支持

推进青岛演艺集团文艺精品创作，为

致敬工匠精神，以山东港口集团青岛

港“连钢创新团队”为原型的现代京

剧《 东 方 大 港》2023 年 入 选 文 化 和

旅游部“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持续推动青岛大剧院、青岛演

艺集团组织开展各类演出，引进了《只

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角》《红

与黑》等国内一流舞台剧目。下一步

将持续办好青岛国际小提琴比赛、谭

盾音乐周等活动，积极引进头部音乐

节品牌，完善提升凤凰音乐节等自有

品牌，青岛打造城市专属的音乐符号。

青岛打造“四季文旅”群众文化

活动品牌。以“春夏秋冬”四季为时

间轴，打造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

周周有热度的群众文化活动。持续推

进“书香青岛”品牌建设，大力推广“书

香山东 数字阅读”共享工程等措施。

未来将继续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程，

加大优秀文化产品供给。

青岛提升文旅影响力。围绕历史

文化、海洋文化、地域文化等主题，

填补旅游演艺空白，将推出 1 至 2 个

大型旅游演艺项目。制定出台“博物

馆之城”建设方案，全力打造以海洋

文化、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乡村记

忆四大特色为主的四大博物馆集群。

推进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坚持历史城

区保护更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争

创 5A 级景区“三位一体”持续深入

推进。

一场春天的、充满希望的盛会

四 海 宾 朋， 齐 聚 青 岛。 为 迎 接

五彩烟花点亮艺术青岛的璀璨夜空。（图 / 法磊）
Colorful fireworks light up the dazzling night sky of an artistic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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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青岛将开

展“好客山东·时尚青岛”文旅嘉年华，

举办青岛影视博览会、2023 新青年音

乐节青岛站、青岛国际小提琴比赛、

中国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峰会、青岛交

响乐团音乐季开幕音乐会、第九届国

际戏剧学院奖、青岛国际啤酒节等系

列配套活动。一系列精彩纷呈的艺术

盛会在这片沃土徐徐“飞入寻常百姓

家”。

3 月 7 日至 9 日，青岛国际小提

琴比赛第一轮比赛（中国赛区）在青

岛展开精彩角逐，让春日的青岛上空，

持续奏响着属于这座“音乐之岛”的

动人旋律。9 月，半决赛、决赛、颁

奖典礼及闭幕式音乐会也将在青岛进

行。

城市乐团饱含着一座城市的文化

底蕴，寄托着乐迷对一座城市的归属

感与自豪感。3 月 11 日，随着青岛交

响乐团 2023 音乐季的首演，青岛交响

乐团 2023 音乐季拉开序幕。青岛交响

乐团 2023 音乐季为乐迷准备了包括乐

季音乐会、室内乐、特别策划等在内

的 45 场高品质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交响乐团曾

获得乐评人高度评价的大型交响合唱

作品《琴岛畅想》，经过打磨后将在

2023 音乐季与观众见面。在这部作品

中，作曲家把青岛啤酒篇章写成诙谐

曲，颇为明朗欢快。

2023 青 岛 影 视 博 览 会 将 在 青 岛

西海岸新区举办。本届影博会以“新

Art is the soft power of a city,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confi-
dence and spiritual temper-

ament of the city. Art adds glory to a 
city and promotes the soft power of 
urban culture. “Building an Art City” 
incorporates a city’s economic and so-
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and artistic 

prosperity, modernization construc-
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Nowadays, various art spaces and di-
versified art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ttractions in a city, con-
stantly satisfying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nurturing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city.

技术·新视界·新影都”为主题，设

置开闭幕式以及科影未来、世界“电

影之都”“金钥匙创投”计划、“海

平面”青年影人计划、“金海鸥”共

五大单元 19 项活动，著名影视人，

影视行业组织、高校和研究机构、企

业的专家学者负责人，以及媒体记者

等齐聚青岛，一起展示最新成果，共

同交流未来合作，携手助力中国影视

高质量发展。

青岛国际啤酒节始创于 1991 年，

是融旅游、文化、体育、经贸于一体

的国家级大型节庆活动，以“青岛与

世界干杯 !”为永恒的主题口号，是亚

洲的啤酒盛会，以啤酒为媒介，展现

着青岛的城市个性优势与独特魅力。

据悉，第 33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崂山）

拟于 2023 年 7 月上旬至 8 月上旬举办。

这个夏天“哈酒嗨游”乐无限，与你

有约！

文化是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涵 养 着 一 座 城 市 丰 富 独 特 的 魅 力 气

质。以艺术滋养城市，用文化丰盈生

活。以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

彩宜人之城”为目标，不断丰富“艺

术城市”内涵，全面提升青岛文化和

旅游综合影响力，让人文青岛享誉世

界，助力擘画青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壮丽图景。

青岛影视博览会活动现场。（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宣传部）
On site of Qingdao Film and Television Expo.

夜幕降临，在音乐之岛享受一段悠然时光。（图片提供 /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Enjoy a relaxing time on the island of music as night falls.

在时尚秀场上的青春气质与独特魅力。（图 / 张有平）
The youthful temperament and unique charm in fashion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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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争流 奋楫者先

Promoting Tourism in Full Force

文 /刘文秀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是国民消费潜力增长最大

的产业之一。发展“旅游 +”是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

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形式。创新青岛“旅游 +”模式，全力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是青岛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是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

打造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的关键一环。

“十四五”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

时代，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旅游业为民、富民、利民的积极

作用将充分彰显。作为著名的滨海度

假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岛具

有发展旅游业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基础。

充分挖掘青岛旅游资源，创新青岛“旅

游 +”模式，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

量发展，将在旅游市场竞争和产业发

展中赢得主动。

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意

酣歌。根据《青岛市“十四五”旅游

业发展规划》部署要求，2023-2025 年，

青岛旅游业将进入“打造升级期”，

通过“旅游 +”模式的创新引领，基本

解决时空布局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实现全域、全时、全季旅游；通过大

融合，打造“四个一”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三个创建”项目达到申报标准，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地标性旅游目

的地集群；以文旅“大消费”引领国

际国内双循环，聚焦旅游六要素提升，

强化旅游度假功能，培育发展文旅新

业态；大力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

的深度转化，优化“红瓦绿树、碧海

蓝天”文化旅游生态；打造“三山三

湾三城”“一带一轴一圈”旅游发展

格局，基本建成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青岛持续推动“旅

游 +”增质提效。

在景区品质提升上持续发力

青岛 101 家 A 级景区持续提升旅

游品质，景区智慧化、标准化、精细

化水平显著提升。青岛老城启动 5A 级

景区创建。“云游青岛”智慧文旅平

台正式上线，围绕海洋旅游、工业旅

游、电影之都、博物馆之城、艺术城

市 5 大品牌矩阵，平台已入驻 A 级景区、

文博场馆、酒店民宿等文旅企业超 500

家，力争今年接入旅游资源数量 1.3 万

个，打造全市智慧文旅“云脑”。

汇聚整合青岛市文化和旅游优质

资源，打造“一部手机游青岛”服务

总入口，聚焦“1 中心 3 平台”开展

建设。即：全市文旅大数据中心、游

客公共服务平台、涉旅企业管理服务

平台、文旅综合监管平台，努力实现

游客服务智能全面、企业运营上云赋

能、行业监管精准高效。其中文旅大

数据中心，主要实现大数据采集分析

和三维可视化两大功能，采集腾讯大

数据、高速公路、航空、OTA 等多维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产业监管、

资源监管、客情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游客公共服务平台就是“云游青岛”

微信小程序，游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

扫码、小程序分享 3 种方式登录使用。

平台设有三大类 22 个功能模块，为

市民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

式服务。涉旅企业管理服务平台：可

为文旅企业提供平台入驻开店、产品

展销、直播带货、优惠券发放等服务，

也是市、区两级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

券的发放平台。文旅综合监管平台，

则分为监控与直播、客情实时监管两

大模块。

 

在海洋旅游、海岛旅游、

旅游秩序方面持续发力

拓展海上旅游行业，是整合青岛

优质旅游资源，延伸海洋产业链条，

推动海洋旅游品质提升的重要举措。

据悉，目前，青岛市已开通奥帆中心

至崂山太清宫、海底世界、环浮山湾、

环胶州湾、畅游三湾、青岛轮渡至黄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看“最美村庄”。（图 / 刘明元）
Ride the wind under the boundless sky to visit the "most 
beautifu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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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

随着一批批高质量精品文旅项目的规

划建设落地，可以预见，青岛文旅产业

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和更加灿

烂的明天。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中指出，坚持旅游为民、旅游带动。以

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大众特色化、多

层次旅游需求，发挥旅游业综合带动作

用，释放“一业兴、百业兴”的乘法效应，

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更好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

风正时济，自当破浪扬帆起。结

合“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围绕“活

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城市

愿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为出发点，以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为主

线，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打造文化两创、红色文旅、数字文

旅、海洋文旅、工业旅游、乡村旅游、

生态旅游、文旅康养等精品项目。

由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

府主办的 2023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

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文旅主

题活动，是全方位展现城市文化特质、

旅游品质，打造文化和旅游交流推广、

合作共赢的新平台，是宣传推介城市

形象，提升城市美誉度和旅游竞争力

的难得机遇。围绕文化和旅游产业高

质量转型升级，本文重点介绍“老青

岛·上街里”文创旅游产业园项目、

青 岛 国 际 邮 轮 母 港 区 启 动 区 地 下 空

间 项 目、VVland. 蔚 央 地 项 目、 复 星

ClubMed 国际旅游度假项目、青岛影

视外景地项目二期、东方伊甸园、青

岛蓝谷国际电竞产业园项目、青岛·上

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王府井购物中

心商业项目、印象胶东旅游综合体项

目 10 个青岛精品旅游项目。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持续

深化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不断增

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着力提升城市旅游

品质，加快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青岛文

旅大产业发展春山可望。

岛轮渡、青岛轮渡至竹岔岛 7 条海上

航线。

聚焦青岛海岛旅游短板，加快竹

岔岛规划建设，打造海岛旅游样板，

建设国际旅游风情岛。目前，竹岔岛

已完成整体规划设计和岛上民宿、游

客中心等重要景观建设方案，争取尽

快对外接待游客。

常态化开展沿海一线联合执法，

推动旅游秩序明显好转；重点做好景

区景点等区域的清理整治，对景点周

围黄牛拉客、游商浮贩等问题全面整

改，确保工作达标到位，呈现干净、

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

以“点”带面，

在提质扩面上持续发力

东风拂面，春暖花开。青岛市市

南区成功入选第四批山东省全域旅游

示范区，作为青岛市的政治、经济、

文化、旅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最美海湾”，

是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城市

形象的典型代表。充分发挥区域文旅

资源，推动历史城区焕新，创新旅游

业态，打造重点项目品牌，“旧里院 +

新经济”“老建筑 + 新消费”“原场

景 + 新体验”，市南区以创新模式不

断为“旅游 +”增添新深度。青岛市崂

山区早在 2019 年被文化和旅游部认定

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不论是“城之南，海之角”还是“我

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市南区和

崂山区作为“旅游 +”示范典型，都将

在突出区域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区域

文旅资源优势等方面提供一定可借鉴

可推广的经验和方式，树立“旅游 +”

发展标杆。以“点”带面，绘画未来

青岛大旅游发展格局势在必得。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ourism is a crucial engine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version of old 
growth drivers into new ones, and 
one of the industries with the biggest 
growth potential in national con-
sump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ll-for-
one tourism is a new form to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resource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es, and social co-con-
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to driv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by tourism. Qin-
gdao’s innovative “Tourism+” Mode, 
vigorously boos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region’s 
tourism, is the core breakthrough of 
Qingdao’s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speed up the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coastal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a high-quality bay city 
suitable for living, business, and tour-
ism. “精品项目+”，点亮文旅发展新业态

 "Elite Project+", Which Gives Rise to New Business Form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文 /刘文秀

Today's project means tomor-
row's industry. With a batch 
of high-quality, premium cul-

tural tourism projects being planned 
and landed, it is foreseeable that Qin-
gdao'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will 
usher in unprecedented strategic op-
portunities and a brighter tomorrow.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

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随着时代的发展，

游客不再满足于流水式景点打卡、传

统旅游业服务等，而是更多追求对知

识获得、文化感知、休闲娱乐等个性化、

多样化的美好的体验。青岛作为广大

游客心目中的“诗和远方”，推动全

域旅游增值提效，让每一位游客都感

受到快乐幸福、充满生命力的诗意出

行之旅，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湾区城

市的重要抓手，是打造国际滨海旅游

城市目的地的关键一环。

绿荫中的青岛。（图 / 齐树青）
Qingdao in the green.

春暖花开，来安娜别墅邂逅一场甜蜜浪漫吧。（图 / 杜永建）
Come to Villa Anna to meet a sweet romance in the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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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蓝谷国际电竞产业园主要建设电子竞技

馆和商务办公楼，其中电竞馆内设置大演播厅，可

承接大型电竞比赛、音乐节、动漫展等活动，旨在

打造完整的电竞产业“生态圈”和具有区域影响力

的电竞商娱互动基地。

王府井购物中心商业项目建成后将与北京王

府井、建国饭店携手打造胶东半岛首个互动主题购

物中心和青岛莱西首家五星级酒店，打造城市级时

代型产品和新地标。

东方伊甸园位于青岛高新区火炬路以南，背靠

金茂中欧国际城，面向胶州湾，祥茂河和墨水河在

两侧相汇入海。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北方地区唯

一涵盖文化旅游、生态观光、娱乐体验、科普教育、

研讨论坛、社会公益等内容于一体的休闲文化旅游

目的地，同时还将举办丰富的节庆和文化活动。

青岛 •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以“海汇繁花、

珠贝生辉”为设计主题，集会议会展、观光旅游、

商品展销、文化交流、商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由

综合馆、上合元素文化展示区、多功能馆、中心广

场四部分组成，今后将成为中国举办面向上合组织

双多边交往活动的重要平台。

印象胶东旅游综合体项目共分三期建设。其

中一期为文旅特色商业街板块，借鉴袁家村发展模式，

融合胶东文化，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民间传统产业，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胶东地区城市周边微度假目的地、

中国领先的美食文化集聚地。 

“老青岛 • 上街里”文创旅游产业园项目

以中山路为主轴，以四方路、大鲍岛、黄岛路等片

区为核心，以“老里院 + 新经济”“老建筑 + 新消费”

新业态，打造集会展演艺、文化旅游、商业商务等

一体的历史城区更新全国示范项目，加快建成国内

首个“元宇宙”历史街区。

青岛影视外景地项目二期规划建设石库门建

筑、民国老上海街区（老青岛）拍摄区及周朝至汉

朝时期古装拍摄区两大功能板块，并与东方影都室

内影棚错位互补，形成东棚西景、东西辉映的影视

拍摄基地，聚力完善青岛影视全产业链，打造地标

性的拍摄旅游景观。

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启动区地下空间项目

是山东省首个地下空间整体开发项目。该项目创新

打造“四统一”开发模式，通过地下空间全面整合

地铁站点、地下隧道、综合管廊、能源岛等设施，

实现港城融合发展，为港区引入各类客群。

“VVland. 蔚央地”项目是青岛首个城市艺

展型的地下商业，辐射李沧、崂山乃至青岛全域的

高品质消费人群，聚力打造一座能代表青岛城市人

文精神的艺术商业场域。

复星 ClubMed 国际旅游度假项目规划建设

Club Med 度假酒店、民宿及配套商业，拟通过打造

国际化家庭休闲度假目的地和打造具有乐活魅力的

阳光海岸带为两大特点，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度假

旅游休闲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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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山峦，恍若画中游

青岛的山多，虽没有黄山、泰山

知名，但连绵起伏、姿态各异；虽不

巍峨，却别有风韵。例如，青岛山，

山顶上的小亭子影影绰绰，仿造的德

国大炮像杆烟袋锅子，见证着青岛一

个世纪的荣辱；信号山，电视塔直上

云霄，夜幕降临，灯光绚丽如仙境，

是夜行人心中的导航；浮山，青岛最

大的一叶“绿肺”，几座山头一字排开，

如同一道绿色屏障，漂浮于海上；小

鱼山，它是老城区离海最近的一座山，

真正的拔海而起，一峰独秀。

而素有“海上名山第一”和“千

年道教名山”之称的崂山，其山海一

色的自然风光也有着无可比拟的意境

之美，令人心向往之。“爬崂山”几

乎是青岛之旅的不二选择。作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山，崂山拥有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自古就是道家方士修仙炼

丹的风水宝地，鼎盛时期曾有“九宫

八观七十二庵”之说，为崂山平添了

深邃神秘的色彩。自春秋时期，这里

就云集了一批长期从事养生修身的方

士之流，到战国后期，崂山已成为享

誉国内的“东海仙山”。

此外，崂山的旅游资源也十分丰

富，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厚重的人文景

观相映生辉、绮丽无比，尤其以“明

霞散绮”“岩瀑潮音”“蔚竹鸣泉”“太

清水月”“龙潭喷雨”“华楼叠岩”“巨

峰旭照”“狮岭横云”“那罗延窟”

等著名景点为最。

深厚的人文历史，给风光旖旎的

崂山增添了灵气和仙气。气势磅礴的

巨峰，古香古色的太清宫，灵秀宜人

的北九水，充满故事的崂山奇石……

无论是穿行林间还是依山望海，游览

崂山都是一场美妙的旅程。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大珠山，

三面环海，地势雄奇，以巍峨挺拔、

风光秀丽而闻名。因与小珠山南北雄

峙而立，古有“双珠嵌云”之说，被

列为古胶州第一胜景。主峰大寨顶之

阴有寺，名“石门寺”。而珠山以石

窟最为珍贵，多为隋唐时代遗存，属

小型石窟，俗称“石屋子”，系在高

大岩石上凿成，内有佛像浮雕等。保

存完好的有夹沟西山石窟、夹沟南山

石窟和石屋子沟石窟 3 处。夹沟西山

石窟镌刻浮雕佛像 30 尊，为隋唐艺术

风格。夹沟南山石窟略大于西山石窟，

雕刻佛像 21 尊，如今已模糊难辨。石

屋子沟石窟雕有 17 尊佛像和 6 个“飞

天”“云纹”图案，保存较好。大珠

山还有女儿石、老鹰石、鳖儿石、和

尚石、八戒石等自然景观，形象生动

逼真。

人们常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古人称大珠山为“岸海名山”，它的“名”

不在“仙”，而在“云”。大珠山峰

峦挺拔，海云依山势而生，海雾在山

间弥漫。云淡时，大珠山裹进了似有

似无的蝉翼纱里，缥缈曼妙 ; 云浓时，

群峰或立于茫茫云海，或挂飞流云瀑，

或斩滚滚云涛，好似天泼浓墨，描绘

出了一轴轴大气磅礴的画卷；雾开时，

峰峦宛若丽人撩帐走出；雾合时，她

们犹如沉进了美好的梦乡。

信号山地处青岛老城区中心位置，

胶澳总督府、基督教堂等诸多百年建

筑遍布在它的周围。它是青岛市区内

较高的一座山，其山额处 3 幢红色蘑

菇楼宛如 3 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耸立

于青松、绿树丛中，格外醒目，登上

山顶的至高点可一览青岛老城的“红

瓦绿树、碧海蓝天”。据了解，信号

山原名“大石头山”，因山上多花岗

岩巨石而得名。青岛港建成后，山上

建有信旗台，专为轮船及帆船入港时

传递信号，故得名“信号山”，又称

“挂旗山”。还因这座山位于龙山路、

伏龙山路、龙华路、龙口路、龙江路 5

条带有龙字路口之间，所以也叫“五

龙山”。它前临大海，背依市区，是

观赏前海景区和市区风貌的最佳观景

点之一。这里有 14 条游览路线，高低

起伏，连接 12 个景点——蘑菇楼、六

曲长廊、玉兰亭、观景台、石鹰、露

天茶座、烽火楼、休息长廊、石雕壁画、

梦缘厅、俄罗斯小木屋、五龙泉登山

远望，老城美景尽收眼底，“红瓦绿

树、碧海蓝天”的山光水色一览无余，

读懂一山一海的浪漫

Discover the Romance of Mountain and Sea

文 /韩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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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浸润融合。春日的青岛，天空透彻，海水深蓝，凉风中带着暖意，旭日下带着湿润，起伏的小山

被葱郁的绿树笼罩，使这片土地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整座城市美景沿着海边铺陈开来，形成了一幅

融合着山海神韵的都市画卷。

山、海、城、湾交相辉映。（图 / 杨雪梅）
A picturesque landscape of the mountains, sea, city, 
and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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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n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blue of the sea are a 
perfect match for the livable 

life in Qingdao. With green surround-
ing the blue and blue embracing the 
gr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are 
fully integrated and blended with one 
another. In spring, Qingdao always en-
joys a clear sky and a blue ocean; the 
chilling breeze comes with the warmth 
and moisture under the sunshine, 
and the gently rolling hills become 

covered with lush green trees; all of 
these bring the city an atmosphere of 
romance. The beauty of the whole city 
spreads out along the coast, forming a 
stunning urban scene with the charm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A city by the sea is filled with vital-
ity, and a city with mountains is filled 
with spirituality. How lucky Qingdao 
is to be blessed with both the vitality 
from the sea and the spirituality from 
the mountains.

资源免费对外开放。走在离海最近的

景观路上，闻海浪轻轻拍打海岸，惬

意且浪漫。此外，这里可以玩的项目

也有很多，例如，乘坐游艇海上漫游；

坐上脚踏船，体验运动的趣味和刺激；

还有海上“冰山”、海上跷跷板、水行器、

蹦床、天鹅船以及转马、碰碰车等水

岸游乐设施供儿童与成人游玩。

有海的城市充满了浩气，有山的

城市充满了灵气，多么庆幸，青岛同

时拥有了海的浩气、山的灵气。

漫步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远眺胶州

湾游船如梭，波涛浪涌，海天一色，

令人心旷神怡。

阅海湾，如临诗境中

有人说，青岛的故事始终绕不开

眼前的这片海。这句话诠释出海之于

青岛魅力和浪漫……大海如同青岛这

座古老而现代城市的“原生色”和“广

告色”，带着神秘的蓝色，伴随着城

市每一天的律动和呼吸。

澎湃着袭来，无声地退去，在海

水亿万次的冲刷下，岩层不断受到侵

蚀向陆地凹进，海湾渐渐形成。天地

造化给予了青岛婀娜多姿、令人遐想

的海湾。从前海一线自西向东，青岛湾、

汇泉湾、太平湾、浮山湾等海湾依次

排开，湾湾相连，有的深邃淡定、有

的柔美缓和、有的弯曲曼妙、有的博

大宽阔。海岬环抱，静卧着一片蔚蓝，

精致的青岛，有了浩然的大气。而那

一个个海湾就犹如一粒粒璀璨的珍珠，

各自延伸出自己的曲线。

作为记录和见证历史的太平湾，

这里有无数的百年建筑，它们古朴典

雅。而那些古老的道路似乎也充满异

国情调，无论走在哪条街道，都好像

走在时光的轨道上，令人有不知置身

何处的感慨。因为集中德、法、英、

希腊、日本、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不

同建筑风格。在这里随意选个路口往

里走，都能体味到古朴典雅的建筑之

美。每个小楼都各具特色，深深的庭

院里，推开窗户就可见到大海。明媚

的白天、幽静的夜晚，伴着海涛和枝

桠间相互传递的风声入睡，其美妙可

想而知。

太平湾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景，

谁又能不多看几眼呢？青岛本就是座

浪漫的城市——有绵长的海岸线、有

灿烂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有娇媚的

樱花和茂盛的法国梧桐……而夜晚漫

步在优雅的太平湾格外的浪漫。

浮山湾大概是青岛最时尚和繁华

的海湾，这个近乎椭圆形的迷人海湾。

东有青岛奥帆中心，西与著名的太平

角相接，北面是五四广场，南面则是

浩瀚的东海。整个海岸线绵延漫长，

自然的海滨风光和现代化的城市建筑

相媲美，堪称青岛的一颗明珠。站在

奥帆中心千帆林立的码头上，可以将

浮山湾畔的美景尽收眼底。桅樯林立，

白帆点点，帆船、游艇驶过，蓝天白云、

海水蔚蓝而安静，一面面白帆在碧海

蓝天间纵横驰骋，整个景象犹如一幅

油画，美不胜收。今天，海还是那片海，

帆依旧是那面帆，穿梭在历史和现实

之间的浮山湾，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

诉说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在奥帆中

心，还有一条特色街——情人坝酒吧

街，这条兼具“浪漫情人坝”“激情

酒吧街”的特色街，入夜后，涌入人潮，

想要找啤酒吧和特色烧烤，或是咖啡

屋和甜品店，还有红酒屋和雪茄吧，

在这里都会有所获。尤其是每家店都

各有特色，并有驻唱歌手为夜晚带来

美丽的音乐飨宴，不想坐在室内的游

客，还可以坐在临海的露天卡座上，

畅饮青岛最畅销的青岛啤酒。

唐岛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隋唐时

期，那时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北方的重

要口岸，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

民派大将张亮率战舰远征高丽时，曾

驻军于此，因此这个小岛才被称为“唐

岛”；南宋时期著名的“宋金海战”

的硝烟也曾在此弥漫，金兵百余艘战

船在此被一举歼灭；元明时期，这里

还是南粮北运海道中的重要停泊点，

那时的唐岛湾“舳船络绎不绝，百货

骈集”。后来唐岛湾淤泥郁结，失去

了历史上的繁华。然而，洗尽铅华之后，

唐岛湾以更加靓丽的姿容向人们张开

了怀抱。唐岛湾公园，是一个围绕唐

岛湾两岬而建的大型海岸公园，分为

北岸和南岸两个区域，具有“海上西湖”

和“青岛西花园”的美誉。独具风情

的海湾滨水观光带，同时还专门设立

了自行车、步行游览的绿道系统。唐

岛湾滨海公园定位是城市公园，所有

高空俯瞰，一幅山海神韵的都市画卷徐徐展开。（图 / 吕建军）
From a bird's-eye view, a picture scroll of the charming city 
featuring the charming mountains and sea unfolds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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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有的百年来始终保持

百年韵味，有的则在新时代下华丽蜕

变，拥有着中与西、古老与全新的碰撞。

但无论如何，这里从不缺少鼎沸的人

气，却也始终拥有宁静安逸的韵味。

每每相遇，都让欣赏它们的人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从建筑的“静态”中“透

视”青岛，总有别样的情怀入人心。

看见“你”，仿佛看见历史

青岛历史悠久，6000 年前这里就

已有人类生存和繁衍，创造了灿烂的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东岳石文化。

北魏时期，青岛的崂山已有宏大的法

海寺建筑，兴起于唐宋的道院、道庵

分布崂山，自唐代起对外贸易地位逐

渐变得重要起来，成为北方对外贸易

口岸，发展成为繁华镇市。

1840 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胶

州湾设防，是青岛城市建置的开始。

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引起了西方列强的

注意。从 1897 年德国侵略者侵占胶州

湾起，青岛便开始遭受三代帝国主义

奴役的历史长达 50 年。这段特殊的历

史在青岛的城市建设中留下了明显的

痕迹，表现在青岛西部老城区就留有

20 多个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其中以

欧式建筑最为显著，享有“万国建筑

博览会”之美誉。现存德国总督公署、

官邸和原警察署及有欧、亚、美等数

10 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八大关建筑群。

说到青岛的建筑就不得不提到沂

水路，说起沂水路最为著名的建筑便

是胶澳总督府了。这里，见证了百年

青岛的权力更迭。看着如今威严耸立

在此的总督府，似乎还能看到昔日的

沧桑历史。胶澳总督府旧址建于观海

山南麓的沂水路 11 号。1897 年德国侵

占青岛后，于 1903 年始建其总督府，

其位置正对着进出胶州湾的主路航道，

背山面海，居高临下，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

沂水路上另一座吸引人的建筑便

是海军营部大楼旧址。在向东走到沂

水路 9 号时，深深庭院里的营部大楼

就这样不经意地出现在爬满青藤的铁

门后。建于 1899 年的营部大楼与总督

早期私邸同期建造，算得上是青岛年

代最久的建筑之一。海军营部大楼最

初是德国高官的官邸，到了 1912 年，

正式成为第二海军营部大楼。1923 年，

青岛诊疗所迁至于此。后其又扩建为

青岛铁路医院，1938 年再次被侵华日

军接管。百年沧海，这座楼也伴随沂

辗转时光
探寻建筑之美

Explore the Beauty of Historic Buildings

文 /方童

时常能听到人们赞叹青岛那些惊艳无比的建筑，这些看起来古朴典雅、风格

迥异的建筑既能沁人心脾，又可以“治愈”人心。人们也时常凝视着这些屹立不

动的“风景”，它们的存在如同诉说着青岛长久以来的故事，四季更替，时节变

换，它们伴随时光拥有不同的美丽。

青岛的建筑，有的始终保持百年韵味，有的则在新时代下华丽蜕变，拥有着中与西、古老与全新的碰撞。（图 / 邹建军）
Some buildings in Qingdao have always maintained their centuries-old charm, while others have transformed mag-
nificently in the new era, integrating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as well as ancient and moder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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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 uncommon to hear the 
stunning buildings in Qingdao 
shock people out, which are 

both inspiring and “healing” because 
of their simple and elegant looks and 
distinctive styles. People also often 
look into these longstanding “land-
scapes”, as if they are telling a long 
story about Qingdao. The seasons 
change just like the surroundings do, 
but the old buildings always showcase 
different beauty as time goes by.

Some of those buildings have main-

tained their charm for a hundred 
years, while some others have trans-
formed magnificently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collision of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and the old and the new. 
But in any case, they never lack boom-
ing popularity but have a quiet and 
peaceful charm. No one can not be 
impressed by them every time passing 
by. When appreciating and “under-
standing” Qingdao from the “static” 
buildings, you will always find a differ-
ent feeling. 

水路一起见证着青岛的巨变。如今，

铁门关闭，庭院深深，像在述说着属

于青岛的故事。

静止的建筑，文艺的青岛

当 你 穿 过 车 水 马 龙 的 中 山 路 或

湖北路，游走在老城各条热闹或幽静

的大街小巷，只要向着浙江路的高处

望去，就一定会看到那座高耸挺拔的

圣弥厄尔大教堂。圣弥厄尔教堂建于

1932 年，由德国设计师毕娄哈依据哥

德式和罗马式建筑风格而设计。原本

拟建的高度其实是百米，但适逢二战

爆发，德国禁止本土资金外流，教堂

不得不修改图纸，建成现在规模。但

即便如此，在建国前它依旧是山东省

最高的建筑。

来到教堂前，就会看到一个很大

的广场。广场上人们或拍照或闲逛，

也有人坐在对面的大饭店门口的阶梯

上，正对着教堂发呆。望着教堂主体，

56 米高的两座塔楼在天空背景下，变

得清朗和深刻。红瓦覆盖的锥形塔尖

上各竖立一个 4.5 米高的巨大十字架，

塔内悬有 4 口大钟，一旦钟乐鸣奏，

声音能传数里之外。

步入教堂内部，一种宏伟的气势

扑面而来。堂内大厅高宽敞明亮，顶

棚悬挂了 7 个大吊灯。后方设有祭台，

配上穹顶的圣像壁画，庄严美观。教

堂可同时容纳教徒千人，是青岛地区

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窗户为半圆拱形，

线条流畅，显得庄重而朴素。大门上

方设一巨大玫瑰窗。离开浙江路天主

教堂后，沿着浙江路下行，回头再看

向这座高大的建筑，屹立在高处，俯

瞰着老城的时代变迁，也见证着这座

海滨城市的潮起潮落。

时光给了“你”嬗变之美

站在浙江路上，一座独漂亮的 3

层老建筑就这么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

眼前。这是位于浙江路和曲阜路交界

口的安娜别墅，一座典型的巴洛克式

建筑，建于 1901 年。其建造者和第一

任主人是德国商人罗伯特·卡普勒，

这位砖瓦生产商为了表达对女儿的爱

意和思念，将这栋建筑命名为“安娜

别墅”。随着岁月流逝，别墅几经易

主，但其雍容华贵的气度一如当年。 

这 座 华 丽 的 别 墅 地 上 三 层， 地 下 一

层， 层 高 13 米， 属 于 德 国 文 艺 复 兴

时期的复古主义风格。主立面中部设

两层内阳台，内阳台由四根方柱支撑

装饰。内阳台上为露台，从南面二层

以上的阳台和窗户都可以看到大海。 

建筑顶部起山墙，檐口叠错式内收，

两端设装饰性小柱头，西立面的盔形

塔楼独具匠心，其特别的造型增加了

建筑的油画效果。墙体转角用花岗石

镶嵌装饰，自上而下规划排列。窗套

两层装饰附柱，顶层窗檐上方墙面做

拱 券 装 饰 内 条， 室 内 门 窗、 扶 手、

木板皆经过细心雕琢。体现出 19 世

纪末至 20 世纪初流行的复古风格。 

2022 年 12 月 17 日，经过翻新、改造

之后，这栋世纪老宅以新面貌再次亮

相，并以婚庆博物馆形式重新对外开

放。这座有着 120 多年历史的优秀老

建筑，也将以全新的主题形态延续老

宅的青岛往事， 优雅而淡雅，浪漫而

传奇。

复古对撞潮流，别具匠心

上世纪 30 年代，一批经典西式建

筑纷纷涌起在青岛太平山南麓的八大

关。位于湛山一路 2 号的别墅被宋子

文买下，成为了其母亲倪桂珍颐养天

年的住所。90 年后，昔日的贵族公馆

迎来了新生，成为了备受年轻人欢迎

的西餐厅—— C-UP 宋公馆。

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并未沿用传

统的以旧做旧的修缮手法还原古建筑

的原貌，而是利用时尚、年轻的触感

重拾历史的光影，颠覆传统以旧做新。

因建筑的文物特性，外墙尽量保留了

原貌。在此基础上，餐厅入口处接入 4

面玻璃砖墙，并利用金属自动感应门

展示了老宅“复古对撞潮流”的全新

内核，将其打造为年轻人“愿意来、

喜欢来”的潮流西餐厅。室外是一处

可以自由畅谈的茶歇伞座区。远眺叠

嶂山峦、绿树红瓦，极具海岛韵味的

山居美景在此尽收眼底。不管是室内

还是室外，这里都是面朝美景，这样

的一餐怎能让人没有食欲。

实际上，青岛的代表建筑还有很

多，充斥着浪漫色彩的公主楼、艺术

气息浓郁的莫奈花园……既有雄伟的

德式风格建筑，又有清心寡欲情调的

日式庭院，风格迥异、可谓丰富，来

青岛如果不看建筑，仿佛少读了一座

城市的故事，细细品味它们便会爱上

这座城市的情怀。无论是久久未曾改

变的建筑，还是焕发全新生机的建筑，

串起的，都是这座城别样的韵味，传

播的，都是青岛的风格之美。如今的圣弥厄尔大教堂门前广场，游人如织，早已成为青岛的热门打卡地之一。（图 / 姜虹）
The square in front of St. Michael's Cathedral is now often crowded with visitors and has become an internet-famous spot in Qingdao.

昔日的老别墅华丽变身，成为炙手可热的 C-UP 宋公馆，备受追捧。（图 / 白小白）
The former old villa has been gloriously renovated into a popular and well-loved restaurant named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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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名人故居

初春，草长莺飞、万物复苏，漫

步在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一幢幢欧

韵风情的别墅庭院错落有致，点缀在

蓝天红瓦间，仿佛无声地诉说着这些

文化名人的青岛光阴。

2012 年 6 月 8 日，“小鱼山文化

名人街区”成功当选中国历史文化名

街，这是继八大关当选首届“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之后，青岛第 2 条获此

殊荣的街区。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主

要由环绕小鱼山的福山路、鱼山路、

大学路和莱阳路 4 条街道及其周边小

巷构成，再加上黄县路、大学路等街

道上的老楼老院，组成了青岛老街最

迷人的风景。老街迷人，是因为历经

岁月沧桑；老楼深沉，是因为留下名

人的踪迹。所以有人说，小鱼山文化

名人街区，是青岛宝贵的历史遗产，

更是值得开发保护的旅游资源。

不可否认，这是一条从历史深处

延展而来街区。这里的故居是多层次

的，就像山海楼辉映的自然风光。看

一看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上散落的“珍

珠”，我们会由衷地为这座城市巨大

的文化遗产而自豪：黄县路 7 号杨振

声故居、黄县路 12 号老舍故居、鱼山

路 33 号梁实秋故居、鱼山路 5 号闻一

多故居、福山路 1 号洪深故居、福山

路 3 号沈从文故居、观海二路 49 号王

统照故居、观象一路 1 号萧红、萧军、

舒群故居。还有坐落在福山支路 6 号

宋春舫的藏书楼“褐木庐”……名人

已逝，老楼犹在，这些老建筑因为文

化名人的停留和居住，让青岛的历史

显得那样厚重、丰富和迷人。

所以说，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凝

聚起了青岛的文化命脉，不论春夏秋

冬，哪一季的风景，比起这些名人故居，

似乎都黯然失色了。

翻开中国近代名人的著作或者回

忆录，不少文中会出现“青岛”的字

眼。在他们轰轰烈烈的人生中，青岛

旧居几乎是“世外桃源”般的温柔乡，

他们在青岛写就了一批很有分量、引

以为豪的巨作，给青岛的城市文脉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沈从文在青岛创作了《从文自传》

《记丁玲》《八骏图》等名著，《边城》

也是在这里酝酿的；由电影皇后胡蝶

主演的《劫后桃花》是由洪深创作的，

这是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以青

岛为蓝本写就；萧军、萧红在青岛观

象一路，分别完成了《八月的乡村》《生

死场》，两篇小说都经鲁迅写序推荐

出版，这是他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用

心血和智慧铸成的里程碑；他们楼下

的邻居舒群则创作了《没有祖国的孩

子》等文学名著。

“高山仰之，景行行止。”名人

故居在城市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

座座独立的院落像一位位隐世的老人，

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在热闹的城市中

静默着。但是，这些老房子、老宅院

在历史的某段时间里却是热闹的所在。

尽管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名人故居

仍在昭示着属于他们的那个热闹而辉

煌的时代。

感受文博魅力

如果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触摸一

座城市的脉搏和灵魂，了解她的历史

与积淀，概览她的发展轨迹，领悟她

的城市精神，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

去她的博物馆。从某种角度上说，了

解一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是从博物馆

开始的。

青岛市崂山区梅岭东路 51 号，这

里是一处引领你徜徉历史文明的丰沃

园地，是这座城市的缩影，更是了解

这座城市过去和现在的最直观的场所 , 

因为这是一座城市的博物馆，就是这

样一座建筑，在阴凉与静谧中带着人

们穿越时光的阻隔与历史对话，同这

座城市的过去对话。属于城市的记忆

碎片就散落在博物馆的各个角落里，

你会被历史的痕迹吸引，在这里，我

们可以穿过时光的隧道，了解到城市

最为独特的一面，将城市的记忆碎片

一一收在心里。在这样一座充满这历

史文化的城市里，通过历史的积淀铸

造成了一张城市的名片，如果这个时

间的你不想远游，那不如寻找一些城

市的记忆，徜徉在博物馆里，享受一

种难得的静谧古朴，抓住城市的脉搏，

走近她……

看过了青岛市博物馆，接下来一

定要有奥帆博物馆这一站。2008 年奥

运圣火在神秘的东方燃起，从奥林匹

亚到万里长城，从浪漫的雅典到古都

北京，从北京到碧海蓝天的青岛，今天，

奥运的激情已随着时间渐渐平息，但

是，不可否认 2008 年是值得青岛人骄

傲的一年，青岛成功举办奥帆赛和残

奥帆赛，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帆

船之都”的实力和魅力，展示了青岛

人民面向世界展示自我的豪迈胸怀。

随后，应运而生的奥帆博物馆，

肩负着传承奥运精神和保护奥运文化

遗产的历史使命 , 馆内不仅收藏了大

量 奥 运 会 和 奥 帆 赛 文 化 遗 产、 奥 运

精品，还拥有先进的全海景式奥帆赛

场立体沙盘、多元化的青少年帆船互

动教室以及奥帆赛的相关资料查询系

用另一种方式“对话”青岛

Another Way to "Talk" to Qingdao

文 /韩海燕 

一座城市的“故事”有很多，文博和故居，能让你用最短时间，了解一座城市历史的底色和

文化根基，是一种与城市“对话”的深度体验。

老舍故居（图 / 王勇森）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Lao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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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a city, among which 
cultural museums and for-

mer residences are the quickest way 
for on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a city. 
This is also an in-depth experience of 
“talking” to a city.

In early spring, plants begin to 
sprout and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life. Walking in Xiaoyushan Cultural 
Celebrity Block in Shinan District, 
Qingdao, you will find various exotic 
European-style villas and courtyards 

embellished with the blue sky and 
red tiles, as if the neighborhood is 
telling you silently about the time 
the historical celebrities spent in 
Qingdao.

If you want to feel the pulse and 
soul of a city, understand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overview its development 
course, and experience her city spirit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most conve-
nient way is to visit the museum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muse-
ums are always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about a city’s past and present. 

城市历史的见证，更代表着荣誉和辉

煌。1906 年，建厂仅 3 年的青岛啤酒

在慕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真正

让青岛啤酒声名鹊起。1948 第一批青

岛啤酒出口至新加坡。1949 年新中国

建立以后，青岛啤酒更是几乎囊括了国

内啤酒质量评比的所有金奖，在世界

各地举办的国际评比大赛中多次荣获

金奖。120 年的发展历史，正是青啤创

新的历史。120 年来，青岛啤酒总是在

主动变革、大胆创新，而不是被动适

应。顺势应变持续提高自身运营能力。

坚定不移的推动变革和全员转型，打

破一切不适应目标实现的体制、机制、

制度和流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价

值创造模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博

弈智慧”，他们才能真正把握经济趋势、

引领行业变迁、创造资本流入。可以说，

青岛啤酒的成功，归根结底也是文化

的成功。正如青啤人所信奉的：“做

大靠资本、做强靠品牌、做久靠文化”，

文化已成为青啤最宝贵的资源和核心

竞争力之一。所以，在青啤，不仅可以

了解青岛啤酒 120 年来的发展历程，还

能体会到“一杯酒做一百年”的青啤文

化。

青岛的博物馆还有很多，例如，

青岛民俗博物馆、青岛邮电博物馆、

骆驼祥子博物馆、青岛贝林自然博物

馆、道路交通博物馆、青岛崂山绿石

博物馆……所以当我们想要了解一座

城市，博物馆可能是个不错的开端。

从过去到未来，它们忠实记录城市的

脉动，感知城市的变迁。

一座城市的“故事”有很多，可

以去故居探寻、可以去文博认知，还

可以倾听城市的韵动，她们能让你用

最短时间，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底色

和文化根基，是一种与城市“对话”

的深度体验。

统。同时，参观者还可以体验动感浪

漫的帆船模拟驾驶。丰富详实的奥运

资料、实物图片引领每一位参观者去

感受、领略奥运给人们带来的无穷且

令人神往的魅力。青岛奥帆博物馆，

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奥运遗产。她生动

记载了百年青岛携手百年奥运的历史

辉煌，集成浓缩了全市人民兑现郑重

承诺、实现奥运梦想的艰辛历程，全

面再现了心随帆动、驶向成功的精彩

瞬间，充分展示了中国帆船之都的风

采魅力。

就像瓷器使人想到中国、樱花使

人想到日本、牛仔使人想到美国一样，

在中国，啤酒一定会让人想到青岛。

所以，有人说，在青岛，有两种泡沫

是最多的：一种是海水的浪漫泡沫，

另一种则是青岛啤酒的激情泡沫。如

果你在青岛，不洗一次海澡，不“哈”

一杯啤酒，那你的青岛之旅一定会有

些遗憾。到了青岛，啤酒的香气弥漫

在大街小巷，时常会在路上看到手里

提着袋装啤酒匆匆而过的人，或者在

街边围坐豪饮的人……这酒香飘过百

年，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性格之中，

只需一杯啤酒，就能品味出城市的脾

性来。

而在中国的啤酒历史中，青岛啤

酒是当之无愧的老字号。说到青岛啤

酒，自然要说一说青岛啤酒博物馆，

一座西洋式的红色小楼，在充满历史

厚重感的登州路上很显眼。这座小楼

则是 1903 年德国人建厂时修造的，历

经 120 年的沧桑巨变，依然保存完好。

走进青岛啤酒博物馆，会被一种浓浓

的历史气息所包围。置身其中，百年

青啤的历史似乎就浓缩在你我的眼前。

在啤酒生产流水线展区看到，为了展

示青啤的酿造过程，为重现历史原貌，

博物馆在 1903 年统糖化车间、传统发

酵池设置了工人生产劳动雕塑模型，

复制出老实验室场景和工人翻麦芽场

景。“专注”“细节”是在青啤生产

车间随处可以看见的标语。

对于青岛而言，青岛啤酒不仅是

青岛啤酒博物馆百年雕塑（图片提供 / 青岛啤酒博物馆）
Centennial Sculpture in Tsingtao Beer Museum

康有为故居（图 / 王勇森）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Kang Youwei

童第周故居（图 / 王勇森）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Tong Dizhou



相约时尚青岛
共享好客山东

eet Stylish Qingdao
Share Friendly ShandongM

060
SAILING CITY

061
SAILING CITY

青岛的海更贴近城市生活，因此

更加丰富、亲和，她以自然之色成为

这座滨海之城的代表。对于青岛人而

言，海是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漫步在海边，你会发现青岛人已

经把海融到了骨子里，游轮、帆船、

赶海、游泳、垂钓……景致如画的海

岸融合着生活化的一面。这浓浓的生

活气息，便是青岛人依赖、向往大海

的原因之一。

多项帆船赛事，多角度看青岛

在过去，帆船帆板运动曾被称为

“水上贵族运动”。因为，相对于其

它水上运动，从事帆船运动不仅需要

付出一笔可观的费用，还要精湛熟练

的操作技巧。因此，普通人很少会选

择帆船、帆板作为娱乐项目，在人们

的眼中，它遥不可及。2008 奥帆赛、

残奥帆赛犹如一股劲风，将奥运的种

子吹洒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后奥运

时代”的青岛掀起了一股帆船热潮。

帆船运动开始展示它“亲民”的一面。

每年青岛举行的各种大型帆船赛事，

市民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可以参

与其中，帆船运动逐渐走进了普通人

的生活。

从 2006 年 开 始 每 年 举 办 一 届 的

“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以及 2010 年

开展的“欢迎来航海”活动给更多的

青少年和帆船爱好者创造了扬帆起航

独享大海的快乐

Exclusive Joy of the Sea

文 /高原

游子说，在异地最想念家乡的海，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海边走走，闻闻那熟悉的海味；画家说，最

难描摹的是海的情绪，潮水汹涌时的激情澎湃、缓缓离去时的浪漫不舍都难以言表；歌者说，世上最伟大

的音乐是海风海浪与沙滩岩石的合奏；作家说，青岛人都是大海的儿女，谱写了一曲与海的歌……

的机会。然而，帆船运动之所以能够

得到人们的喜爱，并在青岛得到推广，

归根结底，还是这项运动在探索自然、

驾驭风浪、无畏拼搏中所诠释的一种

精神。作为竞技运动，帆船比赛是速

度和力量的较量，也是技艺和意志的

比拼，它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作为一项休闲

运动，帆船运动则诠释了回归自然、

亲近大海，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理念。它所代表的精神与青岛诚信、

和谐、博大、卓越的城市精神融为一体，

成为青岛城市精神的拓展。

如果问，哪个季节的青岛最迷人？

那答案一定是盛夏。风光旖旎的海岸

线、碧蓝透亮的海水，美丽的浮山湾畔，

帆船与云影齐飞，充满帆船航海梦想

的人们时常齐聚在这里，共同描绘着

一幅千帆竞发的美景。奥帆中心成为

青岛最繁华的聚集地，站在千帆林立

的码头上，可以将浮山湾畔的美景尽

收眼底。桅樯林立，白帆点点，帆船、

游艇驶过，蓝天白云、海水蔚蓝而安

静，白帆点点在碧海蓝天间纵横驰骋，

整个景象犹如一幅油画，美不胜收。

这就是“帆船之都”给人最直观的视

觉印象。今天，海还是那片海，帆依

旧是那面帆，穿梭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的奥帆中心，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诉

说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生长在这座

海滨之城的人们又是何其幸运，伴着

大海的呼吸成长。浮山湾畔中的点点

白帆与蓝天白云交融，如今，“帆船

之都”承载着一座城市的青春与梦想，

正在扬帆起航。未来，“欢迎来航海”

和”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还将给青

岛这座城市增添更多地魅力和活力。

多条海上航线，全方位游青岛

在旅游这个青岛最大的城市开放

场景中，海洋旅游拥有着最具活力的

呈现形式。坐上游船，在乘风破浪中

感受这座活力海洋之都的历史人文风

情和时尚浪漫风采，是来青游客的“必

选项”。自 2022 年以来，奥帆中心至

崂山太清、至海底世界航线先后开通，

沿海岸线不断延展的海上航线，带来

了畅游青岛的全新体验。

据了解，目前，青岛已开通奥帆

中心至崂山太清、海底世界、环浮山湾、

环胶州湾、畅游三湾、青岛轮渡至黄岛

乘坐游轮，多角度欣赏青岛的魅力。（图 / 周济）
Enjoy the beauty of Qingdao from the cruise ship. 

人与海鸥（图 / 李梅）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umans and seagu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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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Qingdao natives, what they 
miss most in a foreign land is 
the sea of Qingdao, and what 

they do in the first place when they 
come back is to go to the beach and 
to enjoy the familiar smell of the sea; 
for painter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them to describe is the emotion of 
the sea, because the passionate surge 
and romantic fall of the raging tide 
are both hard to express; for singers, 
the greatest music in the world is the 
ensemble of the sea wind and waves, 
and the beach and rocks; for writers, 
Qingdao people are children of the 
sea, and Qingdao is a city of stories 
with the sea...

The sea of Qingdao is much closer 
to the city life, which makes it more 
enriched and friendly, and has be-
come representative of this coastal 
city with its natural color. For Qingd-
ao people, the sea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ity’s life. Walking along 
the coast of Qingdao, you will find 
that people have integrated the sea 
into every part of their life. Yachting, 
sailing, beach combing, swimming, 
and fishing... all these daily leisure 
activities fully blend with the pictur-
esque seaside. Living by the sea with a 
great atmosphere of life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Qingdao people rely on 
and long for the sea.

成弯弯的，让钓鱼者和围观者一阵欢

喜。在青岛，许多海湾、码头都深受

钓鱼者的喜爱。平日里，有许多以钓

鱼为乐的老年人，在悠闲的海风中打

发着时光，到了周末，年轻人也纷纷

加入了垂钓的队伍。无论何时去海边，

都能看到垂在海里的鱼线和搭在海岸

矶石上的鱼竿。看着青岛人脸上悠然

自得的表情，你才明白，无论钓到的

鱼是大是小是多是少，他们都不在乎，

因为他们要钓的，是快乐的心情。

青岛的海浪漫、多情，充满魅力，

有时让人浮想联翩，有时令人流连忘

返……大海是青岛这座古老而现代城

市的“原生色”和“广告色”，她带

着神秘的蓝色，伴随着城市的每一天

而律动和呼吸。

轮渡、青岛轮渡至竹岔岛 7 条核心航线；

奥帆中心至邮轮母港航线有望今春开

通运行；八大峡至栈桥、奥帆中心至小

管岛、奥帆中心至灵山岛、奥帆中心至

极地西 4 条航线正在有序推进。串联海

岸、海湾、海岛和沿海主要景点的“一

程多站”式海上旅游线路，有效提升了

青岛旅游核心竞争力。

自 1 月 22 日 正 式 开 通 试 运 行 以

来， 奥 帆 中 心 往 返 海 底 世 界 航 线 迅

速 成 为 青 岛 海 上 旅 游 的“ 明 星” 航

线， 最 多 一 日 发 出 40 多 个 航 次， 单

日 最 高 接 待 游 客 约 5000 人。 尤 其 进

入 3 月以来，随着游客增多，排队坐

船 也 成 了“ 日 常”。 这 条 航 线 的 开

通，不仅丰富了青岛海洋旅游产品，

让市民游客可一站式体验“海上观青

岛、海底看世界”，在游船上将“红

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景色尽收

眼 底， 大 大 提 升 了 青 岛 旅 游 品 质。 

奥帆中心至崂山太清航线，可以说是

首条海洋旅游“网红”航线。这条航

线途经青岛东部新区、小麦岛、石老人，

从现代化的时尚都市到绵延不绝的“山

青海碧”，让“帆船之都”和“海上

名山第一”两大青岛最具代表性的景

色相连，实现了奥帆中心与崂山风景

区两个核心景区一票通行，带动了两

个景区客流攀升。

经典航线的魅力更是无需多言。

自 2018 年推出以来，“夜游浮山湾”

就当之无愧地成为青岛海上旅游航线

中的代表。以奥帆中心为起始点，以

浮山湾为游览线路，与青岛城市灯光

秀融为一体的游览体验，使其成为青

岛独具特色的夜经济游船产品。

游泳、垂钓，青岛人的悠然生活

青岛的海，静之恬美，动之浩瀚。

许多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只要学会了

走路，就开始跟着大人“赶海”，这

也许是青岛人所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再大一点的孩子会一个“猛子”扎到

大海里。然而，无论是“赶海”也好，

扎“猛子”也好，其实都是“玩海”

的一种。

游泳，应该是青岛海边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在冬天，他们是沙滩上亮

点中的亮点，坦然接受外地游客诧异

的眼光和惊呼，不在乎是否是别人镜

头中的焦点；而在炎热季节里，他们

被埋没在来势汹汹“洗海澡”的人群中，

依然淡定如故。

如果时间充裕，沿着青岛海边走

走，你能感受到最有韵味的就是海上

垂钓。垂钓是与大海的一次谈心，一

次心意之旅，偶尔的惊喜就当成是与

大海的心灵感应，海边钓鱼者安静地

坐在红礁石上，身边摆放着鱼食，挂

好线，上好饵，熟练地用力甩向海中心，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了，他们目不

转睛地盯着海面聚精会神，偶尔有鱼

儿上钩，只见他们用力一提，鱼竿变

浆板运动展现独特魅力。（图 / 吕建军）
The unique charm of SUP surfing. 

石老人海水浴场（图 / 张有平）
Shilaoren Bathing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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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你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在

夜游青岛的倒影中欣赏城市的灯火阑

珊，可以在城市音乐厅中沉浸于一场

艺术演出的歌舞升平，可以在器材齐

全的健身房里跟着节拍挥汗如雨，或

者可以寻觅一家深藏于街角小巷的酒

吧释放自己……

也许这才是青岛的夜。

吃，夜经济里的“烟火气”

都说夜市是城市的另一幅面孔，

充满市井味道的大排档，是青岛人夜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食客云集，

人声鼎沸，市井狂欢，构成了青岛夜

色中极富玩味的一笔。

在 昏 黄 的 路 灯 下， 烧 烤 架 炊 烟

袅袅，馄饨锅热气腾腾，啤酒香气四

溢，随着马扎子一摆，“夜猫子”们

按耐不住香味的诱惑，开始出动了，

一个个野馄饨摊前人来人往。因为，

一碗普通的野馄饨里藏着无数人的青

春回忆；烧烤摊上，滋滋作响的烤串

是吃货们难以割舍的美食图腾。人们

热爱烧烤，大抵是因为喜欢和他们一

起肆无忌惮吃肉喝酒的人，亦或是因

为有了喜欢的人，所以想要和他们分

享这充满人间烟火的美食。正因此，

烧烤成为了青岛深夜美食的标配，牛

肉、羊肉、板筋、各种海鲜以及各式

青菜应有尽有。既然是深夜美食的霸

主，青岛名声在外的烧烤店更是不计

其数，一个个如同烧烤界的传奇一般

担纲着深夜美食江湖的重要一角；还

有一种高脂肪美味，让人忘记了对自

己的减肥承诺——炸串。在青岛，没

有哪样小吃能像炸串一样，让人“顶

着爆棚的卡路里”，也要围着路边摊

大吃特吃，吃完签子一放，嘴儿一抹，

那满足劲儿似乎来顿海鲜自助大餐都

换不来。

在青岛，塑料袋里装着成斤的散

啤，也装着青岛人完美的四季。无论

是在老青岛扎堆喝酒的营口路，还是

在永不落幕的登州路啤酒街，都能感

受到青岛最市井的夜生活，各种散啤、

瓶啤、桶啤，多到你挑花眼。那些在

街旁临立的啤酒屋，沸沸扬扬的人声

里，每桌都有人情冷暖的故事，来这

儿喝酒，不怕你喝醉，就怕你不尽兴。

有人逢酒必配一盘“花毛一体”，有

人贪恋烤海鲜的滋味……而这浓浓的

“滋味”也让青岛的夜更加迷人。

玩，夜经济里的“酒吧香”

在青岛的夜生活里，与夜宵齐名

的，是青岛的酒吧。海风、音乐、美

酒，这三者就像是一种绝妙的组合词，

潮领着青岛的夜生活。

青岛的酒吧各有特色，有的细腻

时尚、有的热闹喧嚣、有的激情四射、

有的流光溢彩……一家家多元、自由、

个性的酒吧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啤酒泡沫升腾起一座城市的烟火

气，没有什么比一杯冰爽的青岛啤酒

更 令 人 心 情 愉 悦。 在 TSINGTAO1903

青岛啤酒吧，为你专属定制了不同口

味的青岛啤酒，更将一个“鲜”字发

挥到了极致。下线 24 小时内的新鲜啤

酒，被全程冷链运输到店，并把啤酒

工厂的锁鲜设备直接建在店中。每天

清空酒液管道，只卖当日酒，确保你

喝的每一口酒都是最新鲜的。除了新

鲜，这里还是一个能把啤酒喝出格调

的地方。精致的 ONE BY ONE PLUS 啤

酒，从纯净澄澈的纯生、流淌金色的

皮尔森、醇厚朦胧的原浆、琥珀色的

IPA、黑玛瑙般的黑啤……口感依次递

进，喝下 6 杯恰好处于清醒与微醺之间，

酒花香气在舌尖蔓延发酵，气氛来的

城之美 夜之魅

Glamor of the City, Charm of the Night

文 /高原

要想深入了解一座城市的底蕴，一定要从夜晚开始。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当炫彩的霓虹开始闪烁，一场属于夜晚的“盛宴”就这样悄然来临。

台东夜色。（图 / 韦聪）
Night at Taidong.

精彩的乐队演出。（图 / 飞飞）
A brilliant b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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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et to know the essence of 
a city, you must start with 
the night. 

When the city lights up and the 
night starts, it’s the time that the 
dazzling neon begins to flash, and a 
“party” of the night emerges from the 
darkness.  

At this moment, what can you do? 

You can enjoy the lights of the city as 
you wander around Qingdao at night; 
you can indulge in an art show in the 
city concert hall; you can sweat to 
the beat in a fully equipped gym; or 
you can just chill and relax in a bar 
around the corner…

For Qingdao, the night is of charm 
as well as romance. 

的咖啡悄然融化，真正滋润着城市的

最初面容。2018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过后的奥帆中心，无论从“颜值”还

是“内在”，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突破。在奥帆中心观看一场灯光秀

如今成为了人们的一个新选择。光怪

陆离的灯光、不同变幻的主题，在大

海和天空的衬托下，如梦如幻，一定

会让你欢呼、陶醉，这场视觉盛宴如

果不是亲临现场，实在难以描述。夜

幕下，还可以换个角度，从海上看青岛，

从奥帆中心启航的“夜游浮山湾”“夜

游三湾”“帆都海之旅”和“海上休

闲游”等多种海上旅游线路，提供了

不同的海上视角，领略青岛美丽的海

岸线风光。坐上“蓝海珍珠”号游轮

遥望浮山湾畔夜景，能看到通过灯光

演绎营造出的梦幻般的现代化都市景

象，构成了独具魅力的浪漫夜景。

刚刚好。

啤酒节、文化大集、光影秀、民

谣季、免单节……即墨古城，一座承

载千年城市文脉的古城，一边连接着

千年商都的厚重色彩，一边延续着开

放包容的城市态度。如今妥妥地成为

青岛必选网红打卡地，在这里你可以

静静“聆听”一座座建筑的历史故事，

品尝一家家全国各地的美食，搜寻牌

坊街下的非遗文创，听民谣赏戏曲看

演出，N 种方式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念

念难忘。民谣的小屋就位于即墨古城

内，以“啤酒坊 + 民谣演艺”为经营

模式，上百种全球进口精酿啤酒搭配

威士忌、特色鸡尾酒、米酒、清酒、

烧酒及特色软饮，每天民谣乐队现场

演绎，平缓的民谣曲调、朴实的歌词，

三五好友可以相聚在这里，听民谣，

忆往昔，谈天地，邂逅生活的美好。

灯光氤氲中，伴随着驻唱乐队和

歌手肆意挥洒，空气中弥漫着活力与

时尚的气息停驻、取景，金色余晖晕

染着的临街楼宇，仿若电影中的画面

般美好。每晚，这里都有不一样的故

事和歌声……邀你共享音乐与美酒盛

宴。

夜晚，不如走进酒吧，去体验城

市里不一样的“烟火气”。

游，夜经济里的“新活力”

深 夜 食 堂、 深 夜 蹦 迪、 深 夜 剧

场……从餐饮到文化，青岛的夜经济

向更丰富领域延伸。

乘游轮夜游三湾，到奥帆中心赏

炫彩灯光……则成为了这座城市独特

的夜间风景线。当一个个夜晚被点亮，

夜经济逐渐成为青岛发展的新引擎。

夜晚的浮山湾畔，灯火璀璨，流

光溢彩，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这里是

情人们最青睐的约会地点，是浪漫爱

情的见证地、观海餐饮的体验地、咖

啡美酒的汇集地和青春梦想的放飞地。

顺着海边长长的木栈道可以一路欣

赏海边属于夜晚的另外一幅风景长卷。

木栈道沿海顺势而建，几乎串联

起了青岛海边所有的休闲娱乐场所，

收尽了青岛海边最美的风光景色。轻

柔的海风拂面而过，徜徉在宽阔的堤

坝上，心情都会随之豁然开朗。而站

在奥帆中心看五四广场，恍然有种身

临香港的韵味。2008 青岛奥帆赛后，

这里成了青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沿

途建筑物上那不同的色彩所搭配出的

灯光，以不同程度的变换方式绚烂“绽

放”。红色的妩媚和蓝色的浪漫勾勒

出建筑物的挺拔，黄色的融合又使得

棱角分明的建筑多了几许温柔，漫步

在夜色中的你一定会放缓脚步，仔细

去品味它传达出的丝丝温暖，感受它

直入心间的气息。

在夜色中行走，有这些美丽的风

景一路相伴，心情都随之豁然开朗。

夜凉如水下的城市好像正被一杯浓郁

很多人说青岛没有夜生活，可能

跟南方深夜十一二点还熙熙攘攘的夜

市相比，青岛的夜没有那么丰富，但

你仔细留意，青岛的夜生活也有它自

己的滋味。

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青岛这般特别，

在青岛众多的“特别之处”中，有许

多是无法复制的经典。走进这座城市，

可以欣赏到异彩纷呈的文物建筑及美

轮美奂的景观风貌，又能够了解到跌

宕起伏的历史变幻，感受青岛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丰富的文化融合力与创造

力，领略到人文与自然融和共生的经

典价值。这里处处彰显着现代化国际

城市的时尚气息，而游走的欢动一刻，

是精彩的另一种延续。

夜，于青岛而言，是璀璨的，亦

是浪漫的。

青啤 TSINGTAO 啤酒餐吧（图 / 王勇森）
Tsingtao Beer Bar

节庆期间的城市更富魅力。（图 / 李万红）节庆期间的城市更富魅力。（图 / 李万红）
The city becomes even more attractive during the festival.The city becomes even more attractive during the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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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山海 归田园
醉享乡村生活美学

Go Back to the Field and Enjoy a Scenic Country 
Life Featuring Mountains and Sea

文 /魏浩浩

面朝大海，背靠大山，三季有花，四季有果。行走在青岛的乡村，风景秀丽，海风轻拂脸庞。你问青岛

为何如此美哉，得到的答案定是：我以美景待佳人，拥山海、归田园，难忘一段段旅程、留下一个个回忆。

让你记住的，不仅仅是山海一色、风景如画的乡村美景，更是青岛为你精心谋划出的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画卷。

不容错过的崂山东麦窑

红瓦石头房、绿树青石板，春天

樱花烂漫，夏天果香四溢，观山、听

海、看云、赏花，还有红色文化墙、

村规民约墙、党建展廊、孝道广场……

这是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社区如

今的美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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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东麦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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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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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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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遇青山的老村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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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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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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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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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告诉你，实际是早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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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崂山区的沙子口街道可谓坐拥山海，风景迷人，
令人流连忘返。（图 / 韩仕超）
The fascinating mountain and sea scenery around 
Shazikou Sub-district in Laoshan District makes 
people feel reluctant to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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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cing the sea and backed by 

the mountains, the coun-

tryside of Qingdao enjoys 

gorgeous flowers and fresh fruits 

throughout the year. While walk-

ing around, you will find beautiful 

scenery, with the sea breeze gently 

blowing your face. If you ask why 

Qingdao is so beautiful, the answer 

must be: Qingdao is blessed with 

beautiful scenery of mountains and 

sea; once you come to the country-

side here, you will be impressed with 

unforgettable journeys and profound 

memories. You will never forget the 

picturesque rural scenery with moun-

tains and sea, or the scenic rural life 

of thriving industry, livable ecology, 

civilized countryside culture,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ous life that 

Qingdao carefully plans out.

Wandering around the countryside 

of Qingdao is a unique experience 

because the beauty is unique to Qin-

gdao. With different moods, at differ-

ent times, even without your notice, 

you will encounter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in this place.

青山村的美需要仔细品味、慢慢感受。

世外桃源九上沟

有这样一个地方——被美丽的大

自然“藏”在怀中的九上沟，一个鲜

花盛开的村庄，一个美丽无比、宛如

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九上沟村地处青岛西海岸新区铁

橛山下，是有名的革命老区，这里地

形优美，林深谷秀。每年从 4 月上旬

开始，盈谷的樱桃、杏树，花潮涌动，

芬芳四溢。被列为古胶州八景之一的

“铁橛悬泉”，以其“溽暑不溢，大

旱不涸”的神奇，令许多文人墨客为

之倾倒。三十六峰，七十二悬泉，虽

无丝竹雅乐，却有山水清音。树荫下，

小溪旁，一树一景，一石一奇，前人

有“树木与山石竞色，松涛与清泉和声”

的赞誉。与因九寨相连而得名的山水

名胜九寨沟不同，九上沟是因为山路

弯弯、沟有九曲而得名。较之世界闻

名的九寨沟，九上沟的名气绝不亚于

它。名不见经传的九上沟，已经逐步

成为人们休闲游玩的绝好去处。 

魅力小村——雄崖所

雄崖所古城位于青岛即墨区丰城

镇东北部，东临黄海北临“丁字湾”，

隔海与莱阳海阳相望。是明洪武年间

为防御倭寇来犯所建的海防城堡。因

城堡遥望东北方向白马岛上的雄伟断

崖，故得名“雄崖守御千户所”，简称“雄

崖所”。600 多年历史的变迁，这个曾

经抵御过无数次外敌侵犯的海防重地

演化为现今的“中华历史文化名村”，

曾经驻扎于这里的军户后代也成为了

现在雄崖所村的村民。

石墙、石屋、石板路、古井、古树、

古院落，即墨丰城镇历史悠久，而雄

崖所古村则完整见证了一座古城的历

史春秋。走进雄崖所，就会看到南城

门外刻有“奉恩”2 字，城门内则刻着

“迎熏”2 字，而每个石刻字都有着其

特殊的意义，由于雄崖所特殊的作用，

南城门上的字包括其它城门上的“镇

威”等字多是古时用来迎接将士凯旋

和预祝将士胜利归来的祝福语。

站在雄崖所村的南门上远望，能

看到远处山头上的一座玉皇庙，与南

门城楼上的庙宇遥相呼应，雄崖所村

南门内左侧，保留着一座百年历史的

天主教堂，虽为平房，但建筑高大。

雄崖所村西还有一口老井，外围用长

约迷的石条拼砌，着进口上形成“互”

字状，十分别致，上面刻的皆是当初

捐资造井者的姓名。井壁题刻十分罕

见，像是“功德碑”的—种变异，这

也是雄崖所村一处鲜为人知的人文景

观。雄崖所村的面积虽然不大，却已

经足够体现祖辈的建筑智慧。

相约绿茶小镇——海青

闲暇时居于山中，静赏山水，与

三五好友品茗对弈，是古代名士的雅

好。茶叶飘香，茶韵悠悠，如能在这

般景致如画的生态茶园里居住小憩几

天，亲手体验茶叶采摘、杀青、揉捻

成型、烘干等工艺流程，无疑是一种

绝佳的休闲度假体验。近年来，海青

镇为研学、师训、团建等游客群体推

出“青”春好时光、“青”凉嗨一夏

等文旅产品，成为八方游客“品茗香、

游小镇”感受中国茶文化的桥梁，丰

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有力推动当地旅游

产业的快速发展。

走进海青镇北茶商街，石板街道、

马头墙、小青瓦，仿佛走在明清的岁

月里。戏台上的苏州评弹，还在吼着

剪不断理还乱的世事风云、苦乐年华；

茶产品展销、茶文化体验、休闲旅游

等功能街区集结成一幅热闹繁华的市

井图。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走

进华忆茶庄园，就像是来到了花果山

的世界。沐浴着绿色的波浪，连空气

都弥漫着淡淡茶香。茶农们手挎茶篓，

踏着露珠结伴而行，劳作在青绿的茶

山间，熟练的双手在绿叶间上下舞动，

紧攥岁月的步履，只为留住芽尖的香

气。

海青镇是清净，是无拘无束，恍

惚以为被时间遗忘，但是，这里又处

处体现着岁月变迁所带来的深厚积淀。

来莱西产芝村，

观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长空、流云、薄风、漫卷，凝眸

的远眺里，氤氲着季节的流连；树荫

葳蕤，斑驳间，已藏不住嘶哑的蝉鸣。

走进莱西市产芝村，一幅美丽宜居的

人居新景扑面而来：平坦笔直的水泥

路，整齐划一的围墙、干净整洁的院落，

道路两旁的绿树与美观的墙画相映成

趣，为宁静的村庄增添了生机与灵动。

村民在树荫底下闲聊，不时发出阵阵

欢声笑语，一幅户户整洁、村村优美、

处处和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

开。

天然胜景，百年文脉，赋予产芝

村自然优势、人文资源优势；近年来，

产芝村依托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产业，为天南地北的游

客打造了“产芝老家”的文旅品牌，

让每个造访者在这里找到充满乡情、

乡韵、乡贤的心灵归宿，得到了无限

的内心滋养。

如今，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

到浓厚的传统乡村人文体验。在泥塑

柳编馆内，有艺人们绘制独具地方特

色的各式彩绘泥老虎。在面食文化馆，

当地巧手面点师制作的花饽饽争奇斗

艳，寓意吉祥。民俗博物馆里各种老

物件凝结了时间的痕迹，纺车石磨、

农具渔具都留下了先人手泽。而产芝

村“全鱼宴”则是北方乡村美食文化

的代表。产芝村周边水库、池塘盛产

各种鱼类，当地素有“一鱼十吃”说法，

村里的当家厨师能做上百道鱼宴菜肴。

美食、美景加上深厚的乡村文化积淀，

使得产芝湖新村成为著名的独具胶东

特色的传统代表村落。

海清茶田风景美如画。（图 / 李小龙）
Picturesque tea field in Haiqing.

青岛莱西市的产芝村风景秀丽，令人神往。（图片提供 / 莱西市文化和旅游局）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Chanzhi Village in Laixi City is fascinating.

对于青岛的渔村来说，晒鱼是家家户户的一道独特风景。（图 / 纪春章）
The sun-dried fish in the fishing village of Qingdao is a distinctively beautiful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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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研学游的第一站应该从

青岛海底世界开始，在这里可以探寻

海洋的秘密，然后走进海信科学探索

中心，探索科技的奥秘，如果时间充裕，

去青岛纺织谷吧，遇见属于青岛的纺

织记忆，或者走进青岛蓝谷，了解海

洋科教文化的魅力……

青岛海底世界，探寻海洋的奥秘

青岛文旅特色鲜明，海洋文化突

出，赋予了青岛开展海洋科普教育的

文旅定位。以青岛海底世界为代表的

海洋主题研学游项目，正在渐入佳境。

拥有“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

教育基地”等名片的海底世界无疑成

为青岛海洋主题研学旅游的“王牌”

景点之一。

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

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深厚的人文

底蕴、独特的科普优势、现代化的展

示手段，更使其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

海洋生态大观园，填补了山东省海底

世界项目的空白，并创下多项全国第

一，形成了青岛黄金海岸线上一道独

特的亮丽风景线。  

景区包含最“有历史”的打卡点

梦幻水母宫、最“有故事”的打卡点

海洋生物馆、最“有沉浸感”的打卡

点海底隧道、最“有震撼力”的打卡

点海底巨幕、最“深情浪漫”的打卡

点中央表演大厅等多个打卡地。有约

2000 种、上万件珍稀海洋生物标本，

集海洋旅游观光和科普教育于一体，

汇海洋生物丰富性、多样性于一身。

置身海底世界，可以直观的感受

增强现实技术、全息投影等技术于一

体的海底博士空间实验室、海洋课堂，

多媒体互动体验展示等精品研学旅程。

此外，海底世界还不断对研学项目改

造升级，成立国内首家海底科普讲堂，

编写《青岛海底世界研学手册》，让

研学游更丰富有趣，突出实实在在的

“研学”价值。

在科学探索中心，探索内藏奥秘

海信科学探索是以“科学和自然

探索”为主题的综合性科学探索与科

普基地。自 2019 年 9 月 28 日正式开

放以来，一举成为青岛科普新阵地，

并以“黑马”之姿俘获市场，相继被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中科院海洋研

究所授牌“青岛珍稀海洋生物标本科

普教育基地”；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授牌“青岛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授牌“青岛市科

普教育基地”，2020 年荣获“女职工

建功立业标兵岗”。

那么，1.3 万平方米的创新体验空

间，为何受到如此青睐 ? 据了解，海

满载知识和快乐归来

Come Back with Fruitful Knowledge and Happiness

文 /杨飞飞

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探寻城市的山水和人文；

对于中年人来说，是寻找城市的风情和魅力；

对于青年人来说，是走进城市的浪漫和激情；

对于青少年而言，是要用双脚丈量城市的历史深度，用双眼品读城市的文

化厚度，寓教于乐，研有所思，行有所获，让宜游和宜学相辅相成……

青岛海底世界（图片提供 / 青岛海底世界）
Qingdao Underwater World

青岛纺织谷（图 / 孙伟庆）
Qingdao Textile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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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purpose of 
traveling?

For the elderly, trav-
eling is to explore the scenery and 
culture of the city;

For the middle-aged, traveling is to 
find the charm and glamor of the city;

For the youth, traveling is to expe-
rience the romance and passion of the 
city;

For the adolescent, traveling is to 
know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through tour-
ing around the city. A field trip is fun 
and educational, which lets the chil-
dren have fun in the “field” and learn 

knowledge while taking a trip. Learn-
ing and touring are just like one stone 
for two birds. 

In Qingdao, the first stop of a 
field trip always starts with Qingdao 
Underwater World, where you can 
discover the secrets of the ocean; the 
next is Hisense Exploration Center 
to explore the myster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f the schedule is not 
tight, you might want to visit Qingd-
ao Textile Valley to learn about the 
textile memories of Qingdao, or walk 
around Qingdao Oceantec Valley to 
find out the charm of marine science 
and culture... 

教于乐。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结合课本

知识设计百余个科学互动展项，甚至

追根溯源到课本第几章节第几页，真

正把抽象、深奥的科学原理，通俗形

象地演示出来，让孩子玩中学、学中玩，

如今已成为孩子们必打卡的科学圣地

和新地标。

在青岛纺织谷，遇见青岛记忆

位于市北区四流南路 80 号的纺织

谷，是一处浓缩着青岛厚重历史的纺织

工业遗存。如今，这里已成为以纺织产

业为支撑的文化、科技、时尚相互交融

的综合体，浓厚的文化创意和艺术氛围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此聚集，很

多人把这里称作青岛版的“798”。置

身纺织谷，可以近距离触摸青岛的百年

历史，追寻城市的百年记忆，甚至还能

看到青岛城市改革创新和工业转型升

级的美好未来。

依托园区内的百年老厂房，纺织

谷对其进行了翻新改建，在保留传统

历史沧桑感的基础上，构建起一批独

具特色的文化艺术空间。新老建筑通

过错落有致的布局，彰显出浓郁的历

史底蕴和传承脉络，是目前青岛市区

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历史时代感的园区。

目前，纺织谷已经举办了“全球

吉尼斯旗袍盛典”“亚洲色彩论坛”“第

八届色彩中国颁奖典礼”“青岛首届

城市创艺生活节”“第二届谷里时尚

买手节”等多场高端主题活动，年吸

引人流量百万以上。通过定期举办“谷

里时尚买手节”等主题活动，建立起

了设计师与时尚买手的交流、交易平

台，以此带动着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

蓬勃发展，助力打造北方地区最有影

响力的买手市场和品牌时尚中心。

所以，纺织谷不是简单的纺织主

题园区，也不仅仅是青岛纺织业的传

承，而是跨越各领域、融合多方资源

的全新价值平台，是迎合社会和企业

发展的时代产物，虽以纺织为主题，

信科学探索中心的筹建历时 3 年，易

稿数次，经反复推敲，充分论证，最

终以“严谨、全面、有趣”为立足点

造就了这座青岛新地标。

“成功源自好奇心”是海信科学

探索中心所秉承的运作理念，整个空

间按照科学探索、自然探索、历史探

索的主题，设置了科学启蒙馆、科学

发现馆、自然探索馆、世界消费电子

博物馆、海信历史文化馆、显示的世

界以及 25Plus 咖啡（城市客厅 )，巧妙

构建起“五馆一厅一世界”的独特格局。

200 余件紧密围绕科学探索的互动式展

项，许多为国内首创；百余件世界珍

奇家电藏品，让你在这里可以饱览世

界家电发展史。

其中，科学启蒙馆主要面向 3 至

12 岁学龄的孩子，通过交通、水上科

学站、人体的奥秘、运动的规律、魔

幻的光影、亲密的磁场及神奇的科学 7

大主题展区，让孩子从被动接受知识

到主动的“想知道”，激发科学探索

的好奇心。无论是智能交通区的真实

直升机、消防车、挖掘机、推土机、

收割机，还是水上科学站的网红泡泡

机、蹦蹦泉……不仅是孩子，大人都

可以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更何况，

这里还涵盖了人体生命科学、力学、

光学、电磁学等，在游玩中就可以学

到丰富的知识；位于 3 层的科学发现

馆是 10 岁以上孩子的知识乐园，通过

声学、数学、力学、光学和电磁学五

大常设主题展区，让孩子们发现科学

的美好。声学区涵盖无弦琴、克拉尼

图形、顺风耳等与声音有关的展项，

超强的体验让人不得不爱上科学这门

学问。而伯努利原理、牛顿第一定律、

牛顿摆和风力发电等这些在初中物理

书中学到的知识，都能在力学区见到；

位于 4 层的自然探索馆涵盖沙漠、平

原、草原、雨林、海洋和极地六大展区，

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同时，在这里还能看土拨鼠、荷兰猪、

小松鼠等大自然中可爱的小动物；世

界消费电子博物馆位于海信研发中心

旧址，馆内展示了从世界第一台电视、

冰箱、洗衣机到全球最早的手机、电

脑共计百余件来自全球的历代消费电

子产品，也是国内最全的、展品最丰

富的消费电子博物馆，填补了对家电

族谱的认知；海信历史文化馆则位于

海信集团前身 ( 青岛电视机厂 ) 旧址，

馆内展示了海信集团自 1969 年成立至

今的发展历程及重要节点；电视电脑

等都是最常见的显示技术，在海信科

技探索中心显示的世界中，展示了最

新显示科技成果，光影变幻间足见科

技之美。

逛着逛着肚子饿了，别担心，可

以在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的 25Plus 咖啡

馆美餐一顿，健康安全、合理营养的

膳食，醇香味美的咖啡，伴着静谧温

馨的环境，仿佛所有的美好都融合在

了这一方空间里。

这里传授知识，而不是单纯灌输

知识；这里畅享娱乐，却又巧妙地寓

但并不局限于纺织，而是要超越纺织，

实现跨界结合，全力打造青岛老城区

全新核心地带，向世人诠释青岛纺织

的新理念、新形象。

在蓝色硅谷，走进研学新高地

向海而兴，逐梦深蓝。深谙此中

真意，青岛蓝谷正加速起势，为筑起

蓝色海洋强国梦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这其中，打造“深蓝大脑”，为海洋

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成为了蓝谷

这片“海洋沃土”提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眼下，蓝谷正瞄准海洋科教文化，

持续扩宽、拉长“人才链”，加码打

造全国经略海洋的旗帜和高地，同时

为山东建设海洋强省打造青岛样板，

为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贡献中

坚力量。

有得天独厚的海洋科研院所为“基

础”，有丰富多彩的海洋科普活动做“支

撑”，多年的耕耘让蓝谷的科普研学

活动结出了累累硕果。近年来，一个

又一个的“国字号”海洋机构、一所

又一所知名高校陆续入驻青岛蓝谷。

它们带来技术、人才的同时，也肩负

着海洋科普的重任，使得青岛蓝谷这

座正在崛起的海洋科技新城迎来一张

新名片——海洋研学新高地。

可以说，对于蓝谷而言，成为海

洋研学新高地是一种必然。每到节假

日，便有诸多中小学生从各地“涌向”

蓝谷，聚集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

点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天津

大学青岛海洋工程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透过高端的科

研机构，走进海洋、认识海洋、了解

海洋、热爱海洋。

当初埋下的“深蓝信念”，如今

在蓝谷已经逐渐裂变，“长出”了一

个个极具海洋特色的研学活动，“长出”

了一个全国瞩目的科普基地，为祖国

培育“蓝色人才”奠定了基础，也让

海洋科普研学产业成为更加蓬勃的新

业态。

在青岛，研学游的打卡点还有许

多，如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可以

领略动物世界的快乐；特色博物馆，

可以从了解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中国水准零点，可以洞悉地理测绘知

识；崂山书院，可以体验传统国学仪礼；

青岛翠林云庄乡村乐园，感受生态农

业魅力；即墨古城，品读灰墙黛瓦的

历史……每一个打卡点都值得去感受、

去体验、去领略、去互动，蜕变与成

长就发生在那一场场于美景美物、人

文风情、文化科技的相遇里。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科学启蒙馆。（图片提供 /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
Hisense Sci-Explor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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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深处所获得的文化承载，助推了

当前的民族文化价值自觉和文学自信。

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人文记忆里，

“荒岛”这个名字，作为青岛“左联”

和左翼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无疑是进步

青年、作家群体眼中的“精神磁场”。

荒岛书店于 1933 年诞生在广西路，书

店面积很小，只有一门一窗，但书店经

营的新文学书刊，像磁石一样，立即得

到了爱好新文学的教授、青年的喜爱。

当时，任教于山东大学的老舍、洪深、

赵少侯；在中学执教的王统照、汪静之、

孟超；担任小学校长的王亚平及在《晨

报》编辑副刊的萧军都是书店的常客。

老舍、洪深、臧克家等 12 人创办的周

刊《避暑录话》，只在青岛的荒岛书店

出售。因此，荒岛书店在传播新文化的

同时，也传播着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和

著作，成为“左联”小组的重要活动场

所和青岛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如今，

换了地址重新开放营业的“荒岛书店”

以及萧红、萧军、舒群故居，已成为文

艺青年来青必到的打卡之地。

漫步在大学路上，高大的法国梧

桐撑起了绿色的穹顶，沿着红墙向北走

不远就看到左手边一条小路，往里一拐

就是骆驼祥子博物馆，这是为纪念老舍

先生成立的一家博物馆，也是全国第一

家以文学作品名字命名的博物馆。

博物馆由老舍先生曾经的寓所改

建，一进大门，院子不大，老建筑的

墙上爬满了常青藤和蔷薇，院子中间

是老舍先生的半身像，院子的墙壁上

是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先生根据《骆驼

祥子》原著绘制的祥子拉车线路图。

博物馆只有一层，二楼和三楼作为文

艺沙龙目前暂时不对外开放；“碧海

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这

是萧军回忆青岛的旧居时，在 1979 年

写下的诗句。诗中描写的位置，在观

象一路 1 号，一座花岗岩石块砌成的

二层红瓦小楼，筑在山坡上，现在是

青岛市级文保单位，走过那里，会看

到标识着“萧红萧军舒群故居”的字样。

到访此处，微风轻拂，依然能够感受

到当时的静好岁月。

历史遗留的老楼房红瓦黄墙、高

窗拱顶，错落有致地建在青山绿树之

间，绿荫蔽日的街道顺着地势蜿蜒相

连。在这里，人们不仅能充分领略欧

陆风情的城市风貌，更能因为一座座

掩映于红瓦绿树之中的青岛文化名人

故居，触摸到青岛城市文脉。一幢幢

老建筑如今有的作为景点开放，有的

已经成为普通民居，宁静厚重的文化

气氛依然存在。

重温党史

纪念馆藏文化之旅

作为重要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

件的纪念场所，革命纪念馆是展示、

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

和窗口，承载着中国革命不同时期的

革命历史宣传和展示功能，是传播红

色文化、宣传革命精神、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

每当回看历史的点滴，就如同翻

阅一本厚重的书，越深入越发人深思；

每当掀开战争的记忆，就如同掀起即

将愈合的伤疤，痛并深刻。而今，当

我们走进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时，那

种悲愤的情绪油然而生，那是对历史

的敬畏，对和平的思考。博物馆整体

造型宛如和平鸽，建筑面积近 1 万平

方米。拥有自青岛建置至主权回归期

间的各类武器、军服、报刊、书籍、

纪念章、明信片等千余件藏品，展览

以“还我青岛”为主题，分为“德占

青岛”“日德战争”“苦难归程”3 个

部分。运用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

以及场景复原、多媒体等现代化布展

方式，再现了自青岛建置至主权回归

的艰难历程。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是

从 1923 年 8 月青岛第一个党组织

成立开始，扎根在青岛的“红色基因”

经过代代传承，铸就了这座城市淬火

成钢的精神品质、坚如磐石的理想信

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

的革命风范。

在这片沃土上，中国共产党不仅

领导人民完成了可歌可泣的革命事业，

还创造了感召人民群众、凝聚党心军

心、激励奋斗不止的红色文化。中共

青岛党史纪念馆、李慰农公园、荒岛

书店、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杨家山抗

日根据地、刘谦初故居、杨明斋故居

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有力地书写了中国

共产党的“青岛故事”，充分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带领青岛人民传承历史文

化基因，成为青岛城市发展中，特别

是城市精神图景中独特的“红色记忆”。

追访“左联”

寻迹红色经典之旅

山海之间的青岛，充满了历史感

和文艺气息，只有来到这儿，才能真

正感受到“隐匿于山海间的历史时光”。

穿行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老

城区，仿佛走进了时光的隧道。而“红

色经典”实际牵系的是时代记忆，更

是特殊历史阶段的集体心声，这种从

追溯红色记忆

Tracing the Red Memory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青岛不仅拥有苍茫唯美的山海风光，更在历史岁月中积淀了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

文 /韩海燕 

青岛不仅拥有苍茫唯美的山海风光，更在历史岁月中积淀了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图 / 杜永健）
Qingdao not only has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but also has accumu-
lated a rich heritage of red culture over the years.

图表、实物和视频的直观展示，仿佛将大家带到了近代以来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图 / 曹永华）
The visual display of figures, physical objects and videos seem to bring everyone to those momentous years of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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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t journey has 
lasted over a hundred years, 
and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has withstood the test and grown 
even stronger. 

Qingdao not only has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but also has accumulated a rich heri-
tage of red culture over the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Party organization in Qingdao in Au-
gust 1923, the “red DNA” rooted in 
Qingdao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forging 
the city’s hardened spiritual quality, 
rock-solid ideal and faith, undaunted 
heroic spirit, and revolutionary cour-
age to win.

On this fertile land, the Party has 
not only led the people to accomplish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yet also 
created a red culture that inspires 
the people, unites the Party and the 
army, and motivates the striving. 
Suc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s the 
Qingdao Party History Memorial Hall, 
Li Weinong Park, Huangdao Book-
store, Daze Mountain Anti-Japanese 
Base, Yangjiashan Anti-Japanese Base, 
former residence of Liu Qianchu and 
former residence of Yang Mingzhai 
have powerfully written the “ Party 
stories” in Qingdao and fully demon-
strat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Qingdao people 
to inheri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genes, which have become a unique 
“red memory” in Qingdao’s urba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spirit 
of the city.

厚长者”。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创立、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共党组织骨干力量的培养等党的早

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38 年 2 月，

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同年 5 月牺牲。

杨明斋故居位于青岛平度市明村镇马

戈庄村，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杨明斋故居于 2012 年 10 月

由青岛平度市人民政府重修，成为平度

八大红色教育基地之一。

刘谦初，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

导人之一。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 年 团，1927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1929 年 4 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宣

传部部长，1931 年 4 月 5 日晨，他被

国民党韩复渠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时年 34 岁，遗骸归葬于平度故里。他

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更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列主义的忠

实信徒。刘谦初故居位于青岛平度市田

庄镇东刘庄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传统

式平房，后经改造提升，不仅丰富完善

了党性教育基地功能，还建设了刘谦初

红色文化园，将其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党

性教育基地、全国一流的乡村振兴成果

聚集区。如今，这里是青岛平度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2005 年 5 月被命名为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10 月

被命名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

年 12 月被命名为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2018 年 1 月被命名为第三批山

东省党史教育基地。

他是集作家、诗人、革命者、抗

日英雄于一身的上世纪 30 年代青岛文

化名人之一，他曾参加青岛“左联”

活动，负责编辑文艺刊物《汽笛》，

他是青岛抗战初期牺牲的第一位共产

党人，他是周浩然。1939 年，正在西

尖庄发动群众开展基层党组织工作的

周浩然，被叛军姚时武部秘密杀害，

年仅 24 岁。如今，在即墨区段泊岚镇

西尖庄村东侧的周浩然文化园则是为

纪念周浩然而建立，目前园区已经形

诠释与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最

丰富最全面的专题博物馆，是目前国

内唯一全面展现一战对中国命运影响

的博物馆。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位于青岛市

市北区海岸路 18 号，在郁郁葱葱的绿

树掩映下，这组德式建筑群处处彰显出

一种庄严，虽不是高墙临立、雄壮巍峨，

却可以在这里追忆党的光辉历史，重

温初心洗礼，传承使命担当。1923 年 8

月，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

成立，这里成为青岛早期党组织传播马

列主义、播撒革命火种、领导工人运动

的重要阵地。不仅是青岛唯一一处保留

至今的早期党组织机关旧址，也是青岛

“红色基因”成长的地方。走进纪念馆，

图表、实物和视频的直观展示，配以生

动形象的讲解，把大家仿佛带到了近代

以来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每一场战役，

都记载了 1923 年青岛第一个党组织成

立以来艰苦卓越的奋斗历史和辉煌历

程，也时刻警示着大家，美好生活的来

之不易。

与此同时，位于青岛莱西市上海

西路市委党校院内的莱西党史馆是党

员干部学习“莱西经验”，接受红色

教育的主阵地，建筑面积千余平方米，

分为主展厅和临展厅两部分。其中，

主展厅为“莱西会议”专题展馆，采

用图片、视频、音频、实物等方式，

全面展示了 1990 年“莱西会议”召开

的时代背景、会议实况和历史地位，

以及会后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

继承和发展、拓展和深化。这里不仅

浓缩着莱西的地方党史，那一张张黑

白或彩色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

一段段发展节点的回忆，一组组数字

的记录，更凝聚着一段辉煌的历程。

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大泽山抗

日战争纪念馆、三合山战役纪念馆、

五虎将抗日纪念馆、河里套抗日纪念

馆、前保驾山党支部旧址纪念馆、杨

家山里抗日战争纪念馆、胶高魂革命

纪念馆……在青岛，各个区市所建起

的革命纪念馆，不仅能让人们学习和

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而且能通过馆

藏红色资源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

对参观者进行强有力的思想教育。

致敬先贤

英雄故居缅怀之旅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到新中国

成立，历次战争中，杨明斋、刘谦初、

解文卿、周浩然……这些浴血奋斗，

更勇于献身的革命志士，不仅留下了

八千英名，更留下了一大批名人和烈

士故居，这些红色印记，典藏了历史，

穿越了时空，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心中永久的向往和神圣的殿堂，更成

为人们缅怀和祭奠的地方。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

革命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及筹

建者之一，杨明斋被周恩来总理誉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受人尊敬的“忠

成一亭、两馆、三壁、四场、十碑、“百

杰”的景观建设格局。其中， “一亭”

即周浩然烈士纪念碑亭，由即墨区人

民政府于 2001 年建立，碑亭占地面积

225 平方米，碑高 1.8 米，碑宽 0.6 米，

材料选用产自浙江的碳黑磨光大理石。

纪念碑正面镌刻着镀金“周浩然烈士

纪念碑”8 个大字。“两馆”即周浩然

烈士纪念馆和周浩然文献史料馆。纪

念馆展厅陈列着周浩然烈士的遗作，

文章、诗词、格言、日记等 18 万余字，

图片 256 幅。史料馆主要陈列周浩然

日记、格言、诗词、文章等文献史料

及其复制品近百万字。“三壁”即烈

士经典睿语真迹纪念壁、格言壁、“左

联”风云壁。真迹纪念壁成微弧形，

环抱周浩然烈士雕像，壁长 15 米，中

间镶嵌着 39 块花岗岩磨光石板，真迹

壁前后分别镌刻着 82 条烈士箴言睿语

手书真迹，展示了周浩然继承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苦乐观、成败观、善恶观、知行观和

生死观。“四场”是周浩然雕像广场、“汽

笛”文艺广场、抗战纪念广场、牺牲

纪念碑广场。“十碑”为抗战百杰丰碑、

理想信念碑、道德碑、博学碑、胶东

抗战第一枪纪念碑、浩然井纪念碑等。

“百杰”景观则是 2015 年经由中宣部《党

建》杂志特别推荐，周浩然被评为“全

国抗日根据地 100 名杰出的共产党员”，

与左权、鼓雪枫、杨靖宇、白求恩、

赵一曼等“百杰”英烈人物齐名。周

浩然文化园则先后被确定为山东省关

心下一代教育基地、青岛市关心下一

代教育示范基地、青岛市廉政文化建

设示范点、青岛市干部教育现场教学

基地、青岛市未成年人社会课堂、青

岛市委党校现场教育基地、青岛市社

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等。

除此之外，青岛还有诸多的烈士

故居和纪念园区值得人们走进，去感

知革命先驱们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谱写

出的那一章章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

“巍峨丰碑用热血铸就，前赴后

继靠信念支撑。”红色景点，是传承革

命精神血脉，激发奋进的力量。艰苦的

岁月，造就了青岛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百

折不挠的意志。新时代里，在红色革命

精神的引领下，这片革命热土上的人

们，正携手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如今，红色景点成为传承革命精神血脉、激发奋进的力量。（图 / 杜永健）
The red culture scenic spots now have become a powerful force encouraging 
people to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forge ahead.

新时代里，在红色革命精神的引领下，这片革命热土上的人们，正携手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In the new era, led by the red revolutionary spirit, people on this hot land of revolution are 
joining hands and heading towards a bet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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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能听到“美食”带给这座城

市的荣誉，凭借着开放包容、中西合

璧的滨海饮食文化，鲜美海洋食材具

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条件，青岛的餐

饮市场起点高且稳步发展，同时，青

岛会时常开展“十大名菜”“十大特

色小吃”“十大名点”等主题评选，

推动青岛饮食文化拥有名气的同时更

具备内涵。

青岛，这个坐拥山海的城市，美

食结构庞大、形式多样，在这其中，

有哪些美食成为人们心中的“最佳”；

有哪些美食拥有故事、给予人们力量；

又有哪些在青岛美食江湖中留有自己

的位置。让我们细细道来……

最有“特色”的美食

就像去北京不吃烤鸭、去武汉不

来一碗热干面、去上海不吃一笼生煎

一样，如果到青岛，不品尝一顿海鲜

大餐，那这一趟旅程真是遗憾满满。

想起小时候，无论是远亲还是熟客来

到家里，把几样青岛特产的海鲜简单

蒸煮，十几分钟的工夫就摆满了桌，

一杯杯冰霜的啤酒下肚，再搭配上最

原汁原味的海鲜，便是对青岛“海味”

最真切的感受，也是青岛人最深切的

情怀。

在青岛，素有“鲅鱼跳、丈人笑”

的民谚，说的就是谷雨过后，鲅鱼肥美，

青岛女婿采买鲅鱼孝敬丈人的佳话。

一开春，青岛的各个码头便人头攒动，

归港的渔船满载而归，新鲜肥美的鲅

鱼摆满了甲板，海鲜摊主们笑脸盈盈，

那是丰收的喜悦，亦是对生活的满足。

人们特地驱车前往争相购买，为的就

是吃上最新鲜的鲅鱼。当然，新鲜的

不只有鲅鱼，还有贝壳类、鱼类等各

种海鲜。只要来对了季节，在青岛轻

轻松松就实现了海鲜自由。

逛过了鲅鱼节，吃过了鲅鱼宴，

实际青岛的海鲜多种多样，让人眼花

缭乱。饱满的红岛蛤蜊、肥硕的蛏子、

鲜美的牡蛎、肥美的扇贝、软嫩的海

虹……说起来个个让人垂涎欲滴。实

际上，在很多老青岛人的眼中，海鲜

不单纯是一种美食，更有着情结在其

中。就仿佛人们常常说，青岛的海鲜

是怎样的软嫩口感，怎样的新鲜滋味，

是其他地方所产海鲜所无法媲美的。

说起情怀，不能不提红岛蛤蜊。

长久以来，“吃蛤蜊哈啤酒”成为青

岛街边美食的标配，而这个“吃蛤蜊”

说的就是红岛蛤蜊了。每年的 6 至 8 月，

是红岛蛤蜊的盛产时节，也是青岛最

火爆的夏天，每家餐桌都少不了红岛

蛤蜊这一道极富地方特色的菜品，比

起辣炒，红岛蛤蜊清蒸为最佳，说到底，

青岛人吃海鲜，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

那股子鲜劲儿！

最助“宣泄”的美食

说到青岛美食的活字招牌，除了

海鲜啤酒，戳子肉绝对算得上是一个

特殊的存在，对于青岛人而言，不仅

是味蕾的满足，更是最适合宣泄情绪

的美食。

戳子肉的精髓就在一个“戳”字上。

“戳子”，是青岛方言里簸箕的叫法，

而簸箕是一种带着把手的小铁盒。戳

子肉顾名思义，是在戳子里加工，并

当作容器盛肉的一种奇特的烧烤。戳

子肉可谓将炭烤和铁板烧双重口感融

于一体，再与啤酒搭配，深受青岛食

客的追捧。

相比于浓油赤酱的各种菜式，戳

子肉的做法并不复杂，重点在于食材

的挑选与处理。只需要将新鲜的肉类、

海鲜、蔬菜等食材放进戳子里，加入

油和葱、姜、蒜，撒上盐、辣椒粉、

孜然等调料，放在炭火上进行烤制。

稍等片刻，沾满了调料的肉块在戳子

里滋滋翻滚、疯狂爆香，看起来就无

比诱人，吃起来更是美味畅快。而这

美食，从舌尖到心底的快乐

"Delicious" Happiness from Mouth to Heart

在人类社会中，食物的力量早已遥遥领先，被人们用以发泄负能量、欢庆正向情绪。在美食面前，

人们总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不加掩饰地惊叹食物的美味，同时偶尔也吐槽食物本身不那么好看的外

表和并不美味的“内在”。享受美食间，往往能够体现美食在人们心中重要的地位。

文 /方童

对于青岛人来说，海鲜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图 / 孟宪朋）
For Qingdao people, seafood is one of the must-have d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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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烹制方法可以将鲜美牢牢锁进肥瘦

相间的纹理中，吃起来更具有层次感，

而秘制香辛料的加入则让食物更添一

份风情。

除了各种肉食，对于青岛人来说，

那一方戳子里，海鲜也是必不可少的，

戳大虾、戳鱿鱼、戳蛤蜊、戳海肠、

戳扇贝、戳海蛎子，似乎只有你想不到，

而没有不能戳的。而各类蔬菜也可以

戳着吃，金针菇、茄子、大头菜、土

豆等配上不同口味的调味料，或鲜美、

或甜辣、或酱香……每一种都有不同

的风味。对于不掺杂感情的食客来说，

戳子肉是美味、是新奇。但对于老青

岛来说，铁盒子里，藏着放不下的城

市温度和故事，炭火加持给予的烟火

气息是最难忘的味道。

最有“烟火气”的美食

人们爱吃排骨，这或许是家家户

户中等难度的菜肴，做起来并不困难，

但吃起来老少偕宜。排骨米饭的历史

悠久，可追溯到百年之前，排骨米饭

的做法最早起源于山东半岛地区，历

经百年之久，经过人们对吃法的不断

更新，一直到今天排骨米饭的店铺临

街而立，足以看出人们对这一美食的

肯定。而在青岛，人们对于排骨米饭

也特别钟情，味美肉嫩、不柴不腻的

排骨，而汤汁也咸淡适中，与米搭配

很可口，与面搭配更美味，排骨能够

彻底地吸收配料的精华，烂而不酥，

香而不腻。光凭想象，就足以让人大

流口水。

在青岛，百年排骨米饭，传承的

不仅仅是记忆，更是一种精神。对于

大多数青岛人来说，它就是北京的卤

煮、天津的煎饼果子、兰州的拉面，

但是仔细想想又不完全是。因为和那

些快餐相比，排骨米饭其实还算得上

是大餐，特别是对老一辈的青岛人而

言，吃一顿排骨米饭可以算得上是一

种享受。一说起排骨米饭，青岛人自

In human society, the power of 
food has long been dominant, 
which is used by people to vent 

frustration and celebrate positive 
emotions. In front of food, people 
always show their true feelings and 
never conceal their compliments on 
delicacies, while occasionally com-
plaining about the not-so-good ap-
pearance and the not-so-tasty “inside” 
of the food. And it is the comments 

that often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food to people.

Qingdao, a city with mountains and 
sea, features a rich and diverse food 
structure. Among those delicacies, 
which ones have become the “best” 
in people’s minds; which ones have 
stories and give people strength; and 
which ones enjoy a place in the world 
of Qingdao cuisine? Let’s have a closer 
look ...

然会想到万和春，它可以说是很多青

岛人对排骨米饭认知的领路者，也是

青岛最老字号的排骨米饭之一，曾入

选十大地方特色小吃。1985 年，万和

春第一家排骨米饭的店面在台东的威

海路上开门纳客。一时之间，去台东

逛街再吃上一碗排骨米饭成了青岛人

的“标配”。

最有“故事”的酒馆美食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如果一

个城市没有愿意开小酒馆的人，那这

个城市无论多繁华，都只是一座内心

空虚的城市。酒馆，看似繁华都市中

不起眼的存在，但它的包容、轻松和

随意，都足以让你在此找到内心深处

的自己。或许，我们偶尔也需要有一

杯酒一首歌的时间，在安静的小酌里

慰藉孤独的灵魂。酒馆，是一座城市

有温度的灵魂，有酒馆的城市，很可爱。

每每说起酒馆的经历，总是逃脱

不了那一首《那些花儿》，朴树的这

首歌唤起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青岛

一家名为“花儿胡同”的音乐酒馆，

不仅有花、有酒、有美食、有音乐，

更有美好生活。酒馆内的装饰也可谓

“繁花似锦”，与酒馆的名称也十分

契合。餐市时间的民谣弹唱，依旧伴

着慢时光悠扬流淌，但伴随着花儿芬

芳的歌声更加优美动听。酒市时间，

彻夜的狂欢依然，但面貌一新的花儿

胡同乐队，带给大家的动感旋律，明

显的多了一丝浪漫，更添几分激情。

“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许是很多

城市年轻人的心声，城市越来越大，

我们却越来越远。一入夜，似乎这座

城市换了一种气氛，夜晚有着白天所

不及的性感，“君柳社”是一处休闲

娱乐的好地方。店内设计风格偏日式

风，在空间上生动、丰富，给人以轻

松雅致、惬意温暖的感觉。在这里看

着赏心悦目的动漫壁画，伴着酒色中

的轻音乐和朋友闲言碎语一番，在吧

台点一份微烈的酒慢慢品。一杯美酒

入胃，泛着微醺小情调，无论是工作

的压力，还是生活的繁琐，此刻都烟

消云散。

酒馆虽小，故事却很满。带上想

消的愁，想说的话，想聊的人来“小

酒馆”坐一坐，小酌一杯吧，酒已备好，

带着你的故事。

在很多老青岛人的眼中，海鲜不单纯是一种美食，更有着情结在其中。( 图 / 丁旭）
Many Qingdao locals believe that seafood is not simply a food, but also something to bond with.

撸串、啤酒、小甜品……这份夏日的青岛美好不能错过。（图 / 春娇）
Having BBQ,drinking beer, and enjoying tasty desserts, one cannot miss the wonderful summer time in Qingdao. 

来一顿海鲜大餐，享受青岛的美食快乐。（图 / 张惜语）
Have a seafood feast and enjoy the pleasure of tasting delicious food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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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康养，是“健康”和“养

生”的集合。更偏向于“康养”和“度

假”形式的旅游是与健康养生融合发

展的新业态，是旅游业综合性、带动

性的生动体现。现如今，在大众旅游

的新时代背景下，人们不再满足于走

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而更加重视对

身心的调节，日益从身体的旅行转向

身心的放松。大力发展以健康理疗、

康体健身、营养膳食、修身养性为手

段，以促进人的身体、心智和精神和

谐健康为目标。在晴好的日子里，人

们更愿意走出家门，到乡村一览风情，

到大自然中休闲养生，好不惬意。

温泉，泡出来的滋润生活

想要逃脱嘈杂忙碌的现代都市，

自然会对碧水涟涟、四季如春的温泉

享受情有独钟。温热的水流滑过肌肤，

与水的亲密接触，让人沉浸在静谧舒

适的想象中，烦恼与忧虑不会再找上

门，惟有享受这番惬意才能度过最美

的午后。

温泉有着“天生丽质”般的魅力，

让人无意中便爱上了它，在拥有这种

舒适体验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生活带来

了一份健康的享受。如今，青岛的特

色温泉越来越多，无论去哪儿，都可

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养生之旅。

山海风光旖旎、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的即墨鳌山湾畔，有个“温泉小镇”，

这里因拥有世界四大“海温泉”之一、

中国大陆唯一的海水溴盐温泉而闻名，

也是目前世界上稀有的典型海洋温泉。

经日本 CRC 食品环境卫生研究所和法

国薇姿等国际专业机构检测，即墨温

泉蕴藏量丰富，分布面积达 0.82 平方

公里，水温最高可达 93℃。泡温泉不

仅仅是冬天的专属，春季，草木吐绿，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来一场温泉游，

才能不负这良辰美景。温泉水不仅能

够温经通络、畅达气血，还能祛寒舒筋。

“泡汤解乏”是振奋活力的不二之选。

那么即墨海泉湾度假区则是不错的选

择。不仅因为它久负盛名，更因为它

时至今日也特色显著，依旧华丽而令

人向往。

青岛市即墨区的海泉湾度假区不

仅因为它久负盛名，更因为它时至今

日也特色显著，依旧华丽而令人向往。

这里的海洋温泉是目前国内最大，同

时兼具娱乐与养生功能，以海洋文化

为主题打造的公园式海洋温泉。无论

规模还是配套设施，在亚洲乃至世界

均属一流。这里拥有风格迥异的温泉

池 66 座，其半球形网壳结构穹顶跨度

最大处达 128 米，也是当前国内跨度

最大的室内海洋温泉，让人在泉水温

润中体验彻底放松，在闭目养神时感

受心神合一，在自然和现代间享受温

存惠赠。

无独有偶，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也同样有着多处别具特色的温泉，其

中，最有名的是涵碧楼温泉和红树林

汤泉。涵碧楼温泉的水质与美景，可

媲美中国台湾绿岛朝日温泉、日本伊

豆 半 岛 热 海 温 泉。 浸 泡 在 原 地 开 凿

1500 米的 43℃深海温泉中，每寸肌肤

都受到润滑呵护，舒缓着全身疲乏与

烦忧。这里的汤泉包括室内汤泉、私

属汤屋和露天汤泉。其中最吸引人的

是离海最近的室内汤泉，号称“1 米

之外即是海”，坐在其中靠海一侧休

息区抬眼可望见窗外最美一片海滩，3

个不同温度的汤池，从低温泡到高温，

肌肤毛孔渐渐打开，身心随之舒展；

SPA 的海景汤屋私密安静，适合情侣、

康养慢生活，最是在青岛

Qingdao, an Ideal City for a Slow Life of Wellness

文 /米白

著名作家梁实秋曾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

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中，这份“闲

暇”就显得难能可贵。那么在青岛，康养慢生活便能满足人们无处释放的灵魂。

露营中的惬意，是在自然和美食中获得的。
（图片提供 / 方寸之外）
During camping, one can get relaxed with 
the accompany of nature and delicious 
food. 

老城中的咖啡馆，也十分的治愈。（图 / 张有平）
A comforting coffee shop in the old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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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蜜和一家三口，拥有淋浴室、汤泉

池、休息区，泡累了可以躺在沙发上

晒太阳，室内音乐空灵，室外海浪翻

滚，惬意地让人想一直待下去；露天

汤泉区占地接近 300 平方米，拥有汤

泉池、冷水池、休闲放松区，不论哪

个季节，这里都有海浪声声、海风阵

阵，一边泡热汤，一边撩海水，谈天

说地，美好得超乎想象。红树林度假

世界的汤泉占地面积达 9600 平米，面

朝大海坐拥灵山湾一线海景。这里集

汤泉、SPA、美食、儿童乐园、KTV、

麻将房等休闲娱乐于一体，汤泉还设

有 180°全海景户外混浴区，一边泡

汤一边吹着温柔的海风，欣赏灵山湾

的壮阔海景，实在别样的凭海临风。

想来，用一场温泉慰藉疲惫的身心再

美好不过。

露营，青岛恰逢其时

一片绿草如茵、一处树林幽静亦

或是一隅公园空地，露营的“治愈”

来源于一种漫无目的，在这段完全放

空的时间里，你可以无条件回归自由，

奢侈地“荒废”光阴。海是露营活动

中的稀缺资源，却是青岛最引以为傲

的“招牌”，从海岸线的任何一处远

远望去，海的景色随着四时而变，永

远不会让人厌倦。

2021 年，拥有得天独厚的草地与

极其开阔的视野的石老人高尔夫球场

被改造成了一片露营地，这就是小野

家 Seaity Camp。从名字就不难看出，

“Seaity ”是将“Sea”与“City”融合

在了一起，一如青岛这座城市与海相

拥。小野家 Seaity Camp 致力于打造一

处城市公园营地，这里距离市内并不

远，却能满足“逃离城市”的需求。

在海洋与草地的交界处，搭起精致的

帐篷，享受着温热的咖啡和新鲜的蔬

果，这就是都市青年在疲惫城市生活

之外对露营生活的想象。舒适、精致

又充满野趣，这里的露营并不是特别

小众群体的“荒野求生”式露营，“精

致露营”的形式在自然和城市之间找

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拥有一份难得

的轻松自在。

卡式炉、烧烤架、夜灯、躺椅……

不知不觉间，露营将崂山变得更温和

且富有诗意，享受这处美景的方式也

变得多元。在这里，方寸之外民宿的

主理人为露营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

绿荫、鸟鸣，世外桃源般的环境让这

里的露营变得更像是一个驻扎地，住

进帐篷的方寸之间，体验心灵的方寸

之外。

为了更好地营造露营的氛围，“方

寸之间”的主理人将裸露在外的荒地

全都种植上了草皮，再从最基础的实

木地台开始搭建。营地的每个营位都

有不同的风景，这些营位坐落于山间

的地势起伏之间，错落有致。各类帐

篷功能明确。在阳光明媚的时刻，宽

大的 A 形帐篷是最实用的遮阳帐篷，

搭建简单方便，像是在户外凭空搭起

一块顶棚。用来过夜的隧道帐篷里已

经配好了相应的防潮垫与充气床，内

里空间非常充足，只等你来“拎包入

住”，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体验一

次露营的快乐。

除了收费的露营地，作为旅游城

市的青岛，还有更多适合露营的自然

美景可以探寻。即墨悠然谷、崂山流

清河、西海岸东环岛路海神庙、青岛

世博园、城阳世纪公园……只要慢下

来、坐下来，树影婆娑间，这些平日

里匆匆经过的生活场景，也拥有着不

可否认的风韵等待你去发现。

别样的“度假”，

感受康养的别样非凡

要说别样的康养度假，宝湖马术

小镇也是极受追捧。它位于即墨田横岛

省级旅游度假区境内，整个小镇占地面

积 86.6 公顷，景区群山环抱，小亭木屋，

小桥流水，来到这儿，仿佛与自然相拥，

惬意舒适。小镇依山傍海，以中华民族

悠久的“马术文化”为理念，融合国外

和少数民族马术骑行、表演及马术比赛

与交流，是最具创新意义与东方神韵的

亚洲第一座集赛马、马术表演、骑马观

光、采摘、商务、休闲娱乐于一体的

综合性度假小镇。作为“马术 + 旅游”

的新兴组合，在原有马术主题园基础

上，新增了游乐园、动物园、采摘园等

观光体验项目，并开设青岛首部“三英

战吕布”马术实景剧、马术骑乘体验、

骑马观光等游客体验活动。

除此之外，莱西的姜山湿地，水

天一色，更是美得如诗如画。据了解，

姜山湿地自然景观优美，生态资源丰

富，数百种动植物栖息并分布其中。

自然湿地一直都有着“地球之肾”的

美誉，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作

为青岛最大的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和野

生动物栖息地，姜山湿地的珍稀动植

物丰富多样，光国家级珍稀植物就有

7 种，共有 447 种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其中不乏白天鹅、灰鹤、白鹭等 20 多

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良好的

生态条件，让越来越多的自然精灵选

择在这里栖息。沿着湿地自由漫步，

野鸡冷不丁从身边腾飞，野兔在前方

跳跃，几只梅花鹿在水边悠然地游荡，

雀鹰在空中盘旋，野鸭不时从头顶掠

过，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没有一个

季节能像春天这样富有生机，没有一

座城市，像青岛这般如此让人流连。

春光明媚的当下，畅快地进行属于你

的康养慢生活，花开之际，不负时光，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青岛。

The so-called “wellness” is a 
combination of wellbeing 
and fitness. Tourism high-

lighting “wellness” and “vacation” 
is a new industry pattern that in-
tegrates with health and wellness, 
representing comprehensive and ac-
tive tourism. Nowadays, in the new 
era of mass tourism, people are no 
longer satisfied with sightseeing bu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ncreasing-
ly focus on the relaxation of their 
body and soul. The tourism indus-
try is now vigorously developing in 
terms of physical therapy, recre-
ation and fitness, nutritional diets, 

and body cultivation with an aim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health of 
the human body, mind, and spirit.

Qingdao,  located nearby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with a pleas-
ant climate, has become a more 
and more popular tourist destina-
tion. Besides enjoying hot springs, 
gourmet food, parks, wetlands, and 
camping, visitors can empty their 
minds while relaxing and having 
fun. In the beautiful spring, just 
treat yourself with a slow life of 
wellness. When the flowers bloom, 
it’s time to live up to the time. Qin-
gdao will always find a spot in your 
life and heart. 

下午茶时光（图 / 潘靖文）
Precious afternoon tea time

露营一隅（图片提供 / 小野家）
A corner of the campground.

冰爽特饮（图 / 潘靖文）
Refreshing drinks

书店里收获难得的安静。（图片提供 / 良友书坊）
Enjoy a valuable quiet moment in the book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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