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文化：
不断呈现独一无二文旅新体验

金秋，首届青岛诗歌节暨国际海洋文学周以
形式多样的对话、座谈、互动，点亮“文学海洋 诗
意青岛”主题。奥帆中心情人坝灯塔前，文学与
大海的激荡在人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平息。

情感的潮涌、文学的潮涌，最终都汇入时
代的潮涌，呼应着向往之城的一路走来。

这里是青岛海洋经济最繁荣的区域之
一。青岛之星、蓝海珍珠、青岛旅游 001、青岛
旅游 002等豪华游船穿梭浮山湾，游人阅海览
城看尽一城繁华。围绕打造“活力海洋之都”
的愿景目标，青岛正加快建设海洋科技、海洋
产业、航运贸易金融、海洋生态、海洋国际事
务交流等“五个中心”，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
城市。

这里是青岛夜经济最繁荣的区域之一。
今年以来，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多次上演
无人机灯光秀，无人机与灯光秀的创新联动，
开辟出青岛夜游经济在空间上的“上升”通
道。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正式推出的首
个IP形象——“奥帆帆”也多次亮相“天幕”，其
设计灵感来源于青岛水族馆最早的住户——
斑海豹，是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的历史传
承和最佳代表。不仅“奥帆帆”萌态可人，其同
款文创衍生品镭射包、挂件等推出以来也销售
火爆。

这里是青岛海洋文化最厚重的区域之
一。沿着前海木栈道向西至青岛海底世界，游
客可以一路品味海洋与城市的碰撞、人文与历
史的交融，探秘生物与时代的记录、自然与科
学的互动。青岛水族馆是中国现代水族馆和
海洋科学研究事业的摇篮，青岛海底世界传承
青岛水族馆厚重文化积淀，经过近些年的发
展，已成为集海洋旅游观光和科普教育于一体
的现代化综合性主题展馆。

不久前，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往返
崂山风景区的海上新航线正式开通，两大标
志性景区的海上连通，对于进一步整合青岛
滨海旅游资源、做大海上旅游产业集群有着
重要意义。下一步，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
区内青岛奥帆中心和青岛海底世界也将实现
海上连通，为游客呈现独一无二的海洋文旅
新体验。

奥运文化：
“帆船之都”影响力不断扩大

2008年8月9日，青岛奥帆赛启动仪式在浮
山湾畔的奥林匹克帆船中心举行。从那个夏天
开始，青岛作为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被铭记，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在
这里熠熠生辉，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沃尔沃环球
帆船赛等一系列国际顶级帆船赛事在这里举
办，奥林匹克精神和奥运文化激励着一段段迈
向卓越的旅程。

今年夏天，第十四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如约而至。如果说，青岛国际帆
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是青岛与世界对话的海
洋体育文化平台，那么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

区则是承接这个平台的载体。活动结束后，第
十二届城市俱乐部国际帆船赛、2022“远东杯”
黄渤海帆船拉力赛、2022山东半岛城市帆船赛
等赛事将相继在青岛奥帆中心举行，展现出活
力、开放、青春的城市风采和奥运文化魅力。

至今，这里还折射着奥运祥云的熊熊火
光，后奥运时代的点点白帆不断起航。据悉，
青岛奥帆中心以赛事运营和专业培训为基础，
采用市场化运作，每年举办各类国际、国内、省
市及商业赛事活动30余项，接待赛事和培训等
客户群体约 30万人次。很多青岛市民和游客
在青岛奥帆中心第一次观看了帆船比赛，体验
了帆船运动。在这里，体育的激情和悬念让人
热血澎湃；旅游的诗和远方令人心旷神怡。时
尚属性鲜明的体育和旅游叠加在青岛奥帆中
心，产生了更加令人着迷的魅力。伴随着青岛
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的不断升级扩容，青岛

“帆船之都”城市品牌不断扩大，产生了更广阔
的影响力。

作为青岛“山、海、城、湾”融为一体的标志
性景观，宜人的景色让这里的奥运文化体验更
为精彩。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
部认定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为国家体育旅
游示范基地。通过不断挖掘与打造奥运人文
景观品牌价值，这里已经成为推动青岛旅游经
济增长的重要依托。

上合文化：
“中国梦”“世界梦”交相辉映

在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寓意“腾飞
逐梦、扬帆领航”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会议
场馆，吸引着海内外游人参观游览。“中国
梦”与“世界梦”在这里交相辉映，青岛奥帆
中心展现出青岛这座青春之城的“中国气
派”和强大底气。载着盛会的光环，秉承新
发展理念，拥有国际化硬件配套，具备高标
准服务水平，青岛奥帆中心一次又一次将青
岛推向世界舞台。

着力打造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青岛奥帆海
洋文化旅游区是青岛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优势
通道。连续两年在这里启动的“国际友人
@Qingdao”活动，推动多元文化的互动交流和民
心相通，为不同国家的青年交流对话搭建桥梁，
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织就纽带，继续谱写出国际
青年友谊新的篇章。活动还搭建起招商推介平
台，实现了文旅繁荣与城市发展的同频共振。

目前，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创建国家
5A级景区已经进入决战决胜时刻。青岛奥帆
海洋文化旅游区已对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
划分与评定》标准，从旅游交通、游览服务、旅
游安全、卫生、邮电服务、旅游购物、经营管理、
旅游资源吸引力、市场吸引力、游客接待量和
满意度等方面完成一系列建设提升工作，重点
突破景区陆海串联、配套设施建设、道路导向
牌设置、游客中心建设及沿海一线环境治理等
多项难点问题。

在“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的打
造过程中，依托青岛奥帆中心和青岛海底世界
两大 4A 级景区强强联合，青岛奥帆海洋文化
旅游区将以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凸显高品质湾
区城市重要特质，为青岛旅游发展新格局增添
浓墨重彩的一笔。

9月20日，金砖国家运动会霹雳舞项
目通过视频方式决出名次，17岁的青岛
小将亓祥宇夺得男子组亚军。这是进入9
月以来，他第二次在世界级霹雳舞大赛中
跻身四强。初出茅庐就在国际赛场崭露
头角，亓祥宇收获了信心，也看到了自己
与顶尖高手间存在的差距。“接下来要努
力提升自己，无论是基础难度上还是风格
都要有大的突破和进步。”亓祥宇说。

2024年巴黎奥运会，霹雳舞将作为新
增项目首次登入奥林匹克殿堂，这项运动
也由此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今年年初正
式成为国家集训队一员的亓祥宇，目前正
随队在欧洲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集训、比
赛，通过与世界级高手过招，不断磨炼技
艺、积累经验。展望巴黎，亓祥宇满怀期
待，他说：“希望能站在奥运赛场上，实现
为国争光的梦想。”

“功夫小子”

出生于武术世家的亓祥宇，5 岁起就在父
亲亓立营的指导下开始习练武术，每天早晨 5
点起床后练上两个小时，风雨无阻。三年“闻
鸡起舞”的生活，不但让小祥宇“身体棒棒”，也
无意间为他后来从事霹雳舞打下了基础。在9
月 6 日葡萄牙波尔图 World Battle 2022 闯入
前四名的比赛中，他就在动作中融入了“醉拳”
元素，中国功夫一鸣惊人。

“祥宇真正接触霹雳舞是他 8 岁的时候。
我们家旁边有个广场，附近的大学生经常在这
里跳舞。他爸没事儿就领他去看，一来二去，
俩人都迷上了。”妈妈张妮娜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打迷上霹雳舞，亓
家父子就像着了魔一般，亓立营把能找到的视
频资料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动
作都用画笔分解记录，反复揣摩后传授给儿
子。亓祥宇则把每一个动作都练个几百遍甚
至上千遍，直到能够熟练掌握为止。可以想
见，如此简单重复的日子该是何等枯燥无味，
但亓祥宇却从未退缩，在他看来，霹雳舞就是

自己的“命中注定”。“我就是喜欢跳舞，每天想
的都是怎么跳得更好，掌握更多的动作。”亓祥
宇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兼具天赋与努力的亓祥
宇，很快就得到了外界的认可。9岁第一次参
加青岛市比赛，他就闯入八强。12岁开始，他
频频在少儿组比赛中夺得冠军。2021 年中国
街舞联赛（郑州站）决赛，亓祥宇获得成人组亚
军，并由此敲开了国家集训队的大门。国家队
教练郑扬在亓祥宇的分析报告中写道：“随和、
少言、专注度高、可塑性高、学习能力强，在繁
杂的环境中能够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稳定。
他是天生的霹雳舞运动员。”

一路陪伴亓祥宇的成长，亓立营也收获了
个人事业的第二春。2016 年，他的“祥宇街舞
俱乐部”在即墨挂牌成立，逐渐成为远近闻名
的霹雳舞培训机构。2022 年第 25 届省运会
上，青岛队获得霹雳舞丙组混合团体冠军的 5
名队员中，就有2人来自“祥宇街舞”。

“我能走到今天，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尤
其是爸爸，他不仅是我的亲人和领路人，也是
陪伴我成长的老师。”亓祥宇表示，自己会一直
以父亲为榜样，“他对霹雳舞的热爱和执着，时
刻激励着我。”

“霹雳舞者”

今年 7 月 14 日，中国霹雳舞集训队开赴
欧洲，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海外训练、比赛。作
为其中一员，亓祥宇有了更多机会与国外高
水平选手交流学习，他抓住机会刻苦训练，进
步明显。

夺得金砖国家运动会霹雳舞比赛第二名
之前半个月，亓祥宇在World Battle 2022进入
了四强。这项在葡萄牙波尔图举办的比赛，是
世界顶级霹雳舞赛事之一，云集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顶尖高手。亓祥宇的精彩表现，进一步提
升了他的国际知名度，让更多霹雳舞的业内人
士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青岛的小男孩儿。而
亓祥宇也通过比赛中快速成长，他说：“这次出
国学习了很多，各方面提升都很明显。”

其实，早在去年的巴黎世锦赛上，初出茅
庐的亓祥宇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海选
赛阶段他排名第 9，甚至把后来夺得冠军的美
国名将维克多都压在了身后，循环赛阶段，亓
祥宇最终因经验不足排在第19位，但已经创造
了中国选手世锦赛参赛史上的最好成绩。郑
扬认为：“亓祥宇的优势在身体素质、动作量、

招的技术难度和密集的套路编排，下一步的目
标是要实现从一流到顶尖的突破，成为亚洲最
好的霹雳舞男子运动员。”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断超越自我，不断
挑战极限，是一名霹雳舞运动员走向成功的必
由之路。跟小时候一样，亓祥宇对每一个动作
都会精雕细琢，平日里几百上千次的练习，只为
上场后的挥洒自如。现在的他，还会在动作编
排中加入武术动作，为这项时尚炫酷的体育运
动，增添独特的“中国风”韵味。“还是要感谢父
亲给我打下的武术底子，我有自己特有的优势，
希望之后能演化成特有的风格。”亓祥宇说。

亓祥宇认为，两个多月的欧洲之行，不仅
让自己打开了眼界，也感受到了世界顶尖高
手之间比拼时的“氛围感”。“教练和我也在分
析自己跟国外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我的身
体能力和动作编排都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亓
祥宇说。

“逐梦巴黎”

对于这次海外训练、比赛，亓祥宇目标明
确。他说：“这次不仅是去比赛，还要去感受国
外运动员的跳舞方式。我希望通过这次外赛
外训积累一些经验，不管是在基础难度上还是
风格上，都能有大的突破和进步。”

眼下，亓祥宇的目光已经聚焦到了 10 月
22日在韩国举行的世锦赛上。

据了解，韩国世锦赛冠军将直通巴黎奥运
会，前三名将获得奥运会资格赛的参赛资格。
亓祥宇说，世锦赛将是高手云集之处，成绩方
面自己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希望届时能够全
情投入，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就好。“奥运会
资格要靠打比赛赚积分，世锦赛的积分是里面
最高的，我希望自己有令人满意的表现。”亓祥
宇说。

2024年的巴黎，将是霹雳舞第一次在奥运
会上登场亮相。亓祥宇坦言，这是自己开始霹
雳舞练习时从未想过的事情，但既然幸运地踩
上了时代的节奏，就要全力以赴抓住机会。他
说：“我现在正努力向着奥运方向发展。巴黎
奥运会，我觉得自己可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羽
本报9月27日讯 国庆七天假，运动不放假。近

日，记者走访岛城多家健身机构获悉，七天假期间，
岛城各大运动场馆的营业时间与平日基本相同，可
以丰富市民假日运动体验，更好地满足公众多层次
运动需求。

隶属于市体育产业管理中心的天泰体育场、第
二体育场和弘诚体育场，免费开放时间均保持不
变。其中，天泰体育场田径场为 6：30 至 21：00（下午
青少年业余田径训练时段除外），网球场为 6：30 至
8：30，极限运动场地为 8：30至 12：00。外场足球场在
节假日期间取消免费开放时段，按照相关规定有偿
开放；第二体育场田径场为上午 6：00 至 8：00 和下午
18：00 至 20：00；弘诚体育场为上午 6：00 至 11：00、下
午 17：00 至 20：00。位于周口路的全民健身中心除
正常开放游泳馆、羽毛球馆等场地设施外，还推出
了“运动七天乐”国庆特别活动：10 月 1 日至 7 日，市
民购买 60 元的单次活动卡，即可享用两小时的“游
泳+健身”套餐服务。本活动采取预约制，上下午各
限量 30 人。

新兴体育馆是市内四区为数不多的大型健身综
合体之一，国庆期间正常营业，闭馆时间仍为 21：30，
但各个项目的开门纳客时间略有不同。网球为 7
点，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壁球和游泳都是上午 8
时，健身馆 9 时正式开放；毗邻金狮广场的上实中心
球场以足球和篮球为主，国庆假期的营业时间为
8：00 至 22：00，奥帆中心的海上钻石足球场营业时间
与此相同。

青岛体育中心羽毛球馆、健身、游泳馆、滑冰场、乒
乓球馆、足球场和篮球公园均在上午 9 时开门纳客。
为满足有晨练习惯市民的需求，位于游泳馆负一层的
训练馆在早晨6时提前开放；中联运动公园的市北、李
沧、黄岛等三个园区营业时间统一为9：00至21：30，城
阳园区时长稍短为10：30至20：30，即墨园区目前仍暂
停开放，国庆期间将视疫情发展，按照属地统一要求制
订营业时间。

据了解，为应对疫情风险，各场馆在节日期间将进
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市民前去健身时，除认真做好
个人防护外，还应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避免聚集性
疫情风险。

国庆假期运动不打烊
青岛各体育场馆“十一”正常开放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本报9月27日讯 金秋时节，风景如画，文明出

游让旅游体验更精彩。以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契
机，城阳区各酒店、景区不仅积极参与到文明旅游倡导
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规范引导市民游客健康、安全、
文明出游，更将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融入服务细节，带动
形成文明风尚。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自从吹响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的号角，我们酒店创建工作一直在路上，所有
的员工都是创城志愿者。”城阳德泰大酒店总经理万彬
介绍，酒店专门成立了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专项质检组，
坚持问题导向，进行问题再排查、举措再细化，确保查
找有问题，整改有落实。对酒店设备、食品安全、服务
质量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查找不足，
加以改进，努力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公共区域的一块块文明提示牌、酒店大堂免费提
供的公共用品、“畅通无阻”的无障碍通道……走进德
泰酒店，一个个服务细节传递出文明，随时出现在身边
的工作人员更是时刻将文明服务理念牢记于心。文明
礼貌的用语，周到热情的服务，让游客真正感受到宾至
如归。

万彬还介绍，酒店运用安全、健康、环保理念，坚
持绿色管理，倡导文明消费。酒店为顾客提供符合
安全、健康、环保的绿色客房和绿色餐饮，引导客人
践行“公筷公勺”“光盘行动”，酒店包间、餐饮区域所
有餐桌均摆放“光盘行动，节俭养德”“公筷公勺用起
来，健康餐饮新风尚”等提示牌，引导顾客吃多少点
多少，培养市民群众不剩菜、不劝酒、不吸烟、拒食野
味的良好习惯，自觉引领“文明消费、节约用餐”的良
好风尚。

此外，酒店充分利用酒店 LED 电子屏，循环播放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公益宣传用语，摆放宣传展
板。认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投入资金对停车场
破损地面进行修复，地面停车标识进行重新粉刷。
抽调安保人员参与酒店外围区域保洁和秩序管理，
成立志愿服务队对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点车辆乱停乱
放现象进行整改，规范性摆放车辆。对酒店周边乱
贴乱画、城市牛皮癣现象进行全面清理，提高城市整
体面貌。

“十一”假期将至，城阳区旅游发展中心将持续推
动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走深走实，进一步引导各景区酒
店通过多种方式加入到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中，汇聚起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最大合力，让文明旅游理念深入
每位游客的心中。

倡树文明旅游

擦亮文明典范城市
多彩“窗口”

■城阳德泰大酒店积极投入到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中。

青岛“功夫小子”逐梦巴黎
——记青岛霹雳舞小将亓祥宇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羽

海洋文化、奥运文化、上合文化激荡共生，文旅融合带来经典之旅——

冲刺5A，奥帆“地标”聚集城市新诗意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从向往脚步的抵达到渴望情感的抵达，文旅融合的深层逻辑逐渐显现。
行走在现代城市，最迷人的是情感的对应。伴随着2022青岛诗歌节暨国际海洋文学周的诗意绽放，浮山湾畔浓郁的

月光里，当海面接纳诗歌成为汪洋的一部分，城市也借由诗意，成为了更多人情感的故乡。青岛海洋文化这浓郁的一抹蓝，
让正在冲刺5A级景区创建的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更为丰富饱满。

根据部署，青岛将争取年底前完成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创5A级景区的突破性进展。作为青岛地标，青岛奥帆海洋文
化旅游区不仅是观察青岛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坐标，更是青岛“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最佳城市会客厅。这里
见证着城市的高光时刻，更是独具风采的大国文化窗口。

①

▲奥帆中心海天
一色。

▲晚霞映照下的
奥帆中心美轮美奂。

王 雷 摄

■
亓
祥
宇
在
霹
雳
舞
大
赛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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