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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标新地标系列报道 2

老城新期待 打造文旅新地标
大鲍岛、纺织谷、银鱼巷等华丽蝶变 各种时尚元素集聚让“烟火气”重归

随 着 人 们 旅
游热情的逐渐升
温，越来越多的游
客将青岛列为旅
行目的地，而来到
青岛，想要体验青
岛的“魂”，就不得
不 提 里 院 文 化 。
老城区，承载着几
代老青岛人的美
好记忆，历史城区
改造后涌现的新
地标，又不断刷新
着历史文化城区
旅游的新高度，打
造强化业态更新
和资源挖掘、融合
市井文化和时尚
艺 术 的 活 力 街
区。2023 山东省
旅游发展大会开
幕在即，大鲍岛、
纺织谷、银鱼巷等
作为历史城区和
老街区的代表也
将迎来高光时刻，
逐渐蜕变成一个
个“可逛、可玩、可
夜游”的时尚文旅
新地标。我们喜
闻乐见，历史城区
再度“火起来”了，
并还将源源不断
成为青岛旅游的
一张张新名片。

“市南坚持5A级景区创建、申遗和
新业态引进一体推进，把历史城区保护
更新与打造高品质旅游景区全面统筹
起来。”上周，市南区委副书记、区长刘
存东做客民生在线时提到，市南区3月
份将策划开展“上街里”最浪漫的花植
装置赛、最沉浸的里院演艺秀等，届时
市民游客可以走进上街里、触摸老青
岛、体味新时尚，让历史城区再度“火起
来”，令人倍感期待。

“‘波螺油子’曾是青岛马牙石路景
观的集中代表。行走在这段马牙石路
上，我们能切身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欧式
意境和青岛风情。”3月13日，记者采访
时，导游王娟正带领着一队广东游客游
览，一路向前，旅游团一行来到复兴
里。这栋院落位于潍县路19号，建成于
1920年，在传统里院的基础上又有其独
特的形态，整体结构呈L形，是青岛最
大的里院综合体，宽阔的三进院落，古
朴绵长的暗红色廊道架在空中，营造出

“一线天”的独特景致。“春节期间在这
里设置的祈福墙、南门屋顶红色兔子和
老建筑甜品店，都是热门的打卡点。”王
娟说道。当看见院内超大的“蒙娜丽
莎”IP艺术装置，游客们更是不约而同
驻足拍照，还不时感叹：“这个Q版雕塑
真是有趣！”

四方路是青岛里院保留最完整的
区域，骏业里的“重生”为这里带来了许
多惊喜。修旧如旧，一块块裸露的红
砖，最大程度保留了老里院的历史风
味。亲眼见过这些带有丰富情感的烟
火记忆，以及里院的家园温情，很多年

龄大些的游客都感慨良多。而济宁路24
号的三江里，距离骏业里也不过几百米，
这里东临观象山公园，西边则是烟火气息
浓郁的四方路与黄岛路，交通十分便利。

“三江会馆”是这座老里院的前身，它曾是
青岛三大会馆之一，也最为兴盛，它孕育
了青岛最早的文化，舞台、戏楼、国术馆、
小学都在这里诞生。整修后的三江里文
艺感十足，书房、餐厅、咖啡吧、酒吧集聚，
也是个休闲拍照的好去处。

“一二一，上街里，买书包，买铅笔，到
了学校考第一。”今年初，市南首届新春逛
街里节好评如潮，历史城区更新发展势不
可挡，越来越多的老街巷正焕发出新的活
力。例如各种时尚新潮业态集聚的银鱼
巷，虽然与青岛火车站毗邻，却是青岛老
城区闹市中的一处僻静之地。这条小巷
长200 多米，藏着多个百年历史里院建
筑。“旧里院+新时尚”，爬墙的巨幅标语、
有趣的黑白涂鸦、各色各类的市集在这里
共生，为老城区老里院增添了生机盎然的
风景，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打
卡。变的是样貌，不变的是记忆和传承，

“新街里人”的文创艺术聚集地与百年建
筑、市井气碰撞出别样的风情，也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成为又一片可供游客休闲
放松的新场地。

市南区以创新发展模式推进全域旅
游沉浸游，“旧里院+新经济”“老建筑+新
消费”“原场景+新体验”，频频为全域旅游
增添深度。据悉，未来三年，市南区将继
续推进历史城区焕新，其中历史城区将新
开业50家“旧里院+新体验”品牌商文旅
店面。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百年里院承载的不仅是老青岛人遮
风避雨的居所，更是见证了青岛的历
史。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位于青岛主城
核心区，其中里院建筑共有22个里89个
院。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重要的活态文
化遗产，从 2019 年开始，市北区就对这
些老里院进行了精心修缮，修旧如旧，最
大限度地保留着老里院的建筑风貌。如
今，一家家散发着时尚范儿的潮品店、旗
舰店，挂出了风格迥异的招牌，色彩在这
里碰撞，韵味在这里激荡，让你忍不住想
走进去，听一听新时代下的“复兴谣”。

近日，在海泊路上，不少市民游客来
到这里打卡，不时还能看到外地旅游团
的身影。“过年期间，家里的老人来这里
玩过，说这里变化很大，多次推荐我们一
定要带孩子过来看看。”当天，城阳区的
于女士一家乘坐地铁前来游玩，“坐地铁
过来很方便，一出地铁口就到街区了，的
确既有‘老青岛味道’，又有独特的文化
和时尚气息。”现在的大鲍岛文化休闲街
区，网红餐饮、时尚零售、沉浸体验式小
店齐聚，时尚和历史碰撞，这里既有着百
年青岛的特色建筑，还有许多吸引年轻
人的潮玩经济。随着老城复兴的不断推
进，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的建设和招商
工作也进入加速模式，今年年中大鲍岛
街区将全面开街，届时，曾经的老城区将
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

市北区掀起新一轮城市更新建设热
潮，为青岛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大
鲍岛这座百年前的青岛商业中心，正为青
岛旅游锤炼出一个可逛、可玩、可夜游的
金字招牌。目前，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北

片区定义为“夜游”，正按照计划引入品质
宴请、音乐酒吧、休闲娱乐、特色民宿等夜
购、夜食、夜体验等夜经济相关产业，已有
6家商户开始店铺装修，可以满足市民游
客“全时”“全季”的休闲娱乐需求。大鲍
岛北片区共有里院建筑30多处，房屋修缮
预计将于5月30日前全部完工，届时将全
部对外招商。街区还将尽快完成高密路
76号青岛美食里院的落地和呈现。此外，
还计划与中央音乐学院深度合作，对广兴
里进行文化业态的进一步升级。

而南片区则定位以“日逛”为主，结合
里院特色、传承历史基因，对品牌进行本
土化定制，打造成既保留老青岛风味，又
独具年轻新潮气息的特色街区。通过引
入创意零售、网红餐饮、体验互动、博物展
览等业态，营造“周末微度假都市慢生活”
的休闲氛围。目前，南片区正在紧锣密鼓
地招商中，同时部分里院正在进行外立面
的提升，胶州路改造及景观提升工程也在
如火如荼地推进，3月底前，定位为“新派
里院风情街”的胶州路将全新亮相。以历
史展示、虚拟互动为主题，易州路广场、博
山路广场将打造2处元宇宙沉浸式体验项
目。并且按照5A级景区标准，统筹实施
绿化、亮化等景观提升工程，还将建设游
客服务驿站、游客服务中心，按照景区标
准对现有3处公厕改造提升，安装旅游标
识，提升畅游体验。2023山东省旅游发展
大会应势而来，作为历史城区保护利用工
作“主战场”，市北区紧抓机遇，提速推进
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导入新
业态、新模式，着力构建主客共享、近悦远
来的文旅新格局。

一部青岛史，半部在纺织。提
起老国棉五厂，青岛人并不陌生。
如今，这个承载着青岛纺织百年记
忆的地方，正以时尚之姿重回大众
视野。“自然光从天窗落下，每一块
红砖都因年代的更迭充满风情”“这
里简直是自拍、商拍集合地，随便一
拍就像置身异国街头”“这里与众不
同，兼具现代感和年代感”……纺织
谷的网红打卡地已成为抖音、小红
书等社交App博主的青岛游玩必推
地。为了进一步扩大时尚影响力，
纺织谷时尚文旅中心还通过提取和
分析大众点评、小红书、抖音等十余
个互联网平台的相关数据，按照出
镜率、好评率等维度综合评定，定期
推出纺织谷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
点，为更多市民讲述时尚故事。

当然，纺织谷可不止网红打卡
地这么简单，文化是纺织谷的本质
属性。纺织谷园区里的馆藏记忆、
建筑街区、景观遗存乃至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都具有了文化的生命和

“寻根”的使命，并在“种草文化”的
驱动下，成为一个个具象化的旅游
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国家面料馆、纤维科技馆、衍纸
艺术馆、美术馆、博物馆、谷里窑、剧
本杀、咖啡俱乐部以及着眼未来智慧
便捷生活的“样板间”集群等100余
个体验场景串联混搭，将历史建筑、
纤维艺术、前沿科技、时尚趋势相融
合，使纺织谷承载的城市生活美学更
加立体丰满。“基于这种全新的时尚

文旅产业发展思路，纺织谷在充分挖
掘城市内涵和生活美学的基础上，将
传统景区的参观旅游创造性地升级成
了沉浸式都市漫游体验。”纺织谷发展
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游客可以在这里的任何一条街，任
何一个休闲吧、一个买手店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国际化气质和时尚气息，也
正是因为如此，纺织谷成为越来越多
外地人进入青岛打卡的首选。

“在这里，不仅可以带着孩子认
识布料分类及中国传统服饰，了解
各行业知识，还能让孩子学会各种
新技能，蜕变成生活小能手，收获亲
手制作饰品的体验。”游客刘女士告
诉记者，她此行带孩子来青岛游玩，
除了寄情于山水，大部分时间都放
在了老城区新地标的“新体验”，“在
纺织谷，我们品不同的咖啡文化，听
脱口秀演出，逛原创古着店，玩陶艺
手作、木工手作，大人孩子都非常惊
喜，体验感很好。”刘女士说道。

据悉，早在纺织谷开园之初，
“打造国家纺织服装集成创新平台”
就被列为园区发展目标之首。如
今，入驻园区的纺织品检验认证、新
型纺织纤维材料研发和生产、成衣
制作等纺织行业相关产业链企业已
近50家，此外，入驻园区的服装原创
设计师有 30 多名，他们都有自己的
品牌，还有的在园区开设了店铺。
作为一个城市的网红新地标，纺织
谷正成为跨越各领域、融合多方资
源的全新价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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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鲍岛焕然一新迎接八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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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厂“寻根”

纺织谷升级沉浸式都市漫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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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街里“复活”

全新亮相让历史城区“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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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新场景纷纷“入场”
“大鲍岛所具有的厚重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属

性，为这片老街区和老建筑赋予了新生机和烟火
气，而产业招商、吸引优质项目落户，让这里不仅拥
有了新品牌，而且具备了持续‘造血’功能。希望通
过我们的镜头，能够让更多的人再次走进里院、爱
上里院。”位于海泊路上的岚曦社，是一家青岛本土
主打国风系列的摄影工作室，其主理人奥斯卡告
诉记者，新中式装修风格、复古的里院院落以及店
内摄影用的各种旗袍，让很多喜欢复古风的市民
和游客在此游玩时，会留下精彩的瞬间。

“自2020年12月入驻到去年年底，两年的时
间，我们美术馆陆陆续续做了百余场展览。”在洛
川家美术馆馆长刘海涛看来，美术馆所在的大鲍
岛文化休闲街区仿佛是一处宝藏，这里是集合展
览展示、影视影像、艺术微喷、咖啡轻食、美术教育
为一体的小型“综合体”。今年春节以来，明显有
更多市民和游客将大鲍岛作为游览地标之一。

“百年里院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情怀是洛川家美
术馆的宝贵财富，不仅吸引着青岛本土艺术家在
此集结，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出着艺术的养料，
也为更多市民和游客打造一个了解青岛、呈现历
史文化记忆的场所，并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岛城的
文旅发展。”刘海涛说道。

从“地标打卡”到时尚消费，引领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多元追求。在纺织谷，“随缘商店”老板
李德智将时尚定义为彰显个性的存在。在他经
营的这家古着店中，1995年华纳兄弟推出的摩托
车皮衣、印第安风的大衣等600多件“独本”古着
整齐陈列。李德智介绍，美式古着这个品类在青
岛较少，以时尚为注脚的纺织谷又是年轻人的集
聚地，因此他果断在这里开起分店，也积累了一
定的粉丝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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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新消费”体验独特
一个可亲手制作尽情体验的春天，一个

与历史城区相互赋能的春天，一个人头攒动
带给无数游客和消费者温暖的春天，是张晓
斐的“LADYZ张小姐”手工皂店在银鱼巷的
第一个春天。周末，很多在此游览的市民和
游客循着浓浓的香甜气味和独特的精油气
息，走进这家颇有调性的店，这里人头攒动，
大家沉浸在天然香气中选购、体验。从去年
投入运营到现在，随着银鱼巷迅速成长为青
岛的时尚地标，张晓斐也对逐渐恢复的火热
线下消费感受深刻，对未来经营充满信心。

“现在销量最好的是一款 120 元的玫瑰
手工皂，平均每天能卖出二三十块，今年以
来，随着游客的增加，像玫瑰精油、桂花唇膏
等产品，线上线下一天可以卖到几百瓶。”老
街里的复兴，烟火气的迷人，给像张晓斐一样
的店主带来了甜头，她说道，“接下来随着省
旅发大会的召开，很快将迎来青岛的旅游旺
季，尤其是暑期游客众多，对我们是利好，为
此我也在店内打造了一个饮品区，把植物精
油和冷萃茶结合起来，打算主推各种饮品，希
望我们传递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能得到更
多人认可和喜欢。”

1981 年出生的韦寒夜是银鱼巷精品咖
啡店 Berry Beans 的创始人。最初他从工作
了12年的星巴克辞职后，在北京的胡同深处
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精品咖啡店，后来带着对
青岛老城区的好奇，慕名而来在银鱼巷开了
自己的另一家咖啡馆。“青岛的老建筑、老街
区面积和体量都比较大，如大鲍岛、银鱼巷、
劈柴院和各种博物馆、故居等。”对韦寒夜来
说，基于每座城市的不同，打造的咖啡店也可
以风格迥异。和韦寒夜类似，银鱼巷里南枝
小馆的主理人陈一达，也在这里获得了成
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人，非常开心
看到青岛能够把老城区的这些有历史沉淀的
传统建筑保留下来，让新业态和老建筑产生
不一样的文化碰撞。”在陈一达看来，南枝小
馆和这种有文化沉淀的老建筑有着非常好的
契合，可以给客人传达不一样的感受。

纺织谷 市北区文旅局供图
游客在上街里打卡。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首席记者 孙启孟 摄

三江里焕发新活力。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王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