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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晓 宋弢

作为目前青岛在建的西海岸首条地铁线，
地铁13号线建设进展迅速。5月19日，记者现
场采访获悉，一期工程目前已经完成土建工程
的50%，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土建，该工程线
路建成后可与1号线、6号线、12号线实现换
乘，对提升西海岸城市品质，连通北岸、东部
推进三城联动城市布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期土建工程半数已完工

青岛地铁13号线总体呈东北—西南走向。
线路起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嘉陵江路站，
终于董家口火车站，正线全长约70公里，设车站
23座，其中地下站9座，高架站14座，平均站间距
3 . 16公里，通过与地铁1号线、6号线等多条线路
换乘，实现与轨道交通线网的有机结合。

“青岛地铁13号线是西海岸新区首条地铁
轻轨线路，也是目前新区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
设施工程，更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民心工
程，对于改善市民出行环境、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青岛西海岸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者永介绍，“根据青岛轨道交
通规划，13号线在嘉陵江路站与12号线换乘、
在井冈山站与1号线换乘，另外在朝阳山站和
大珠山站与6号线换乘。”

13号线全线分两期建设实施。截至目前，
一期工程土建部分已完成总量约52 . 8%，剩余
部分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二期工程将于
年内开建。

5月19日上午，记者在13号线灵山卫停车
场看到，该停车场的支护结构已经完成，停车
场初具雏形，年底将完成地下结构，明年5月
完成地上结构。与其它地铁停车场不同的是，
这个停车场建在地下，主要承担列车车辆的简
单维护保养等工作；地上部分将加“盖”，最
终建设成为一个绿地公园和运动场，实现土地
资源的最大效率利用。

首次采用“一串三”工艺施工

13号线全线共23个车站，地下站9座，高
架站14座，因此很多线路都需要高架起来，这
就不可避免需要建设桩基和架梁。

在地铁13号线一期工程终点大珠山站，施
工人员正通过龙门吊对U型梁进行架设。青岛
地铁西海岸轨道交通公司安全质量部部长黄成
介绍，13号线12 . 7公里的高架段已完成3公里
的U型梁架设，目前施工人员正加紧施工，抢
抓工期。

13号线U梁预制采用“一串三”长线法先
张工艺，这是该工艺首次用在岛城地铁建设
中。中交建青岛轨道交通13号线工程项目总经
理部总工李维洲介绍：“通俗一点说，就是将
传统的一次张拉一组U梁改为一次张拉三组U
梁，U梁预制效率提高近两倍。同时，在U梁

预制时采用先进的预埋槽道技术，缩短了系统
设备安装阶段的工期，避免了对主体结构的损

伤，提高了安装质量。”
U型梁长30米，重200吨，凹槽目测有1米

左右。“U形梁比传统的箱梁辎重轻，减轻了
一半；并且是空心的薄壁结构，厚度只有26公
分，而箱梁一般为40公分。列车在凹槽里运
行，安全性能大大提高，景观效果比较好，能
看到地铁是飞驰运行的；并且能降低噪音，将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李维洲说。

采用PPP合作模式

据悉，地铁13号线是青岛市首个采用PPP
模式的轨道交通工程。

政府资本与具有投资管理经验的金融机构
发起设立地铁13号线基金，作为社会资本参与
项目，提高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采取公开竞
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降低政府融资成本与平滑
政府财政支出，激发施工类企业投资积极性，

实现投入产出杠杆效应的“多赢”局面。与一
期工程投融资模式相比，二期项目投融资模式
年均节约资金成本7550万元。

青岛地铁集团负责人表示，轨道交通的建
设和长远发展离不开金融、保险等机构的密切
合作，将努力创新青岛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融资
新模式，不断拓宽轨道交通建设投融资新渠
道。

5月20日下午，青岛地铁集团就青岛市
“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与国
家开发银行等19家机构正式签署《金融合作协
议》，成功获得意向授信额度逾3000亿元。

据悉，未来5年，青岛轨道交通进入快速
发展期，轨道交通项目资金需求量大，为确保
青岛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的可持续性，签约项目
的各项合作条件的优惠力度均远超预期，充分
展现了资本市场对青岛市经济发展的认可，为
青岛未来各类重点项目的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
的参考实例。

□ 本报记者 张晓帆
实 习 生 刘清锋 石凤珍

来自烟台的曹瀚文同学今年22岁，目前就
读于青岛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2016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决赛中获特等奖，在去年12月
份的英语六级考试中取得了662的高分（满分
710分），在青岛大学报考英语六级的1 . 1万多
名学子中排名第一。

学霸养成非一朝一夕

“凡事还是要持之以恒吧。”曹瀚文说，
“这个成绩不是说靠考前临时突击就可以得来
的。”

去年6月份英语四级考试，曹瀚文以670分
的成绩位居全校第二。“当时并没有花费很大
心思准备，结果出来以后，有点不甘心，觉得
没考好。暗暗下定决心，六级一定要考好，要
拿第一，自己定下的目标是700分，可惜没有
完成。”他笑着说。

10月份初开始，曹瀚文开始为六级做准
备。“词汇是基础，掌握一定的词汇量是学好
英语的关键，备考期间，我买了三本单词书，有
正序的、乱序的，还有核心词汇。”除了词汇的
记忆，曹翰文每天都坚持做5篇英汉翻译，平
均两天一套真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考试。

“学习英语，单词是基础。单词储备量多

了，英语成绩自然而然就上去了。而记单词的
话，最重要的是重复，就像艾宾浩斯曲线那
样，不断重复，不要怕麻烦，绝对会有收获
的。”曹瀚文说。目前他在网站上自测自己的
英语词汇量是8000个，而考研英语单词量也就
在5000个左右。

“网上也有很多学习英语的方法，但我觉
得学习英语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同一
个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考生。只要摸索出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英语还是很轻松的。”
他说，“至于听力，我还是建议大家从记单词
做起，单词量多了，才能明白别人说的是什么
意思。记单词的时候还要记准单词的发音，否
则记再多对听力也没有帮助。”

曹瀚文说，他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
慢慢地学英语变成了一种习惯，再后来就变成
了自己的强项，变成强项之后就有了一个心理
优势，觉得很有成就感，对英语的兴趣就愈加
浓厚，这种良性循环使得他学起英语来倍加轻
松，自己的表达能力有了更广的空间，字斟句
酌和跨语言之间的思考让他很是享受。

找到打开不同文化的钥匙

在曹瀚文看来，语言学习其实是一个门槛
很低、很考验自学能力的学问，也是个日积月
累的过程。每一门语言都有着自己严谨的体系
和严格规则，学习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语言学

习都绕不开词汇、语音、语法这一关，依靠的
是大量训练。学到一定阶段，没有刚开始的新
鲜感，枯燥性日益明显，所以会更锻炼你的恒
心和毅力，而经过大量的量变达到质变的那一
刻也是成就感满满的。

在曹瀚文看来，不同国家的语言是打开不
同文化的钥匙，通过语言会让你对不同国家的
文化更感兴趣。以诗歌为例，不管怎么翻译，都
不如用本民族语言才能体现其唯美之精妙处
的，除了文学，更别说音乐、电影，本族语言都
能让你更原汁原味地去感受不同的文化魅力。

“父亲对我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曹瀚文坦言：“我父亲拥有大专学历，当年本
想自考法律，但由于考试那一年政策有变化，
需要加入英语考试，使得父亲没有得偿所愿。
从那以后，父亲便对我的英语倍加关心。”

“从我记事起，几乎每天放学，父亲都要
问我今天英语学了什么，让我背给他听，无形
之中就给了自己一种必须要学好英语的意识，
所以我取得优异的成绩和我父亲的督促是分不
开的。”他说。

谈及自己英语的劣势时，曹瀚文也毫不避
讳：“相对来说，我口语不是很好，能听懂别
人说的，但有时候自己表达不出来。以后会加
强口语练习。”

曹翰文说，他接触过一个能把十几种语言
都说得十分自如的朋友，这让他大开眼界，
“把每一个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
用不同的语言能够表达跨语际的共通情感，应

该会非常美妙，不同语言对思维的转换和开拓
也是很有好处的。”

做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曹瀚文生活中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对多数
同龄男孩痴迷的电子游戏并不感冒，别人打游
戏的时候，他更喜欢沉浸在书海中。“我话比
较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

“我喜欢哲学和心理学，读过很多这方面
的书，这使得我看问题时比一般人看得要深一
些。有时候一些事，别人看不懂，我能看懂的
时候，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你们这些凡
夫俗子，不懂了吧’。”他笑着说，“可能是
看日漫的关系吧，我也很喜欢日语，接下来准
备去考一个日语二级证。”

曹瀚文说，他平时喜欢天马行空的思考问
题，是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喜欢透过语
言这个通道，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
传统，“我最想去的国家是‘万岛之国’挪
威，蜿蜒曲折的海岸线、纵贯全境的山脉，走
到哪都是风景如画，像是上天遗留在人间的瑰
宝。”

曹瀚文说，他接下来会为考研做准备，理
想的学校是厦门大学，希望有机会去外企，
“我还是打算考本专业的研究生，想去北京或
者江浙沪地区读研。至于以后的工作，由于我
外语比较好，进外企会有优势。”

2016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决赛特等奖获得者曹瀚文———

语言是打开不同文化的钥匙

地铁13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过半
首次采用PPP合作模式

□记 者 薄克国
通讯员 刘元平 陈磊磊 报道

本报即墨讯 5月17日，即墨市金口镇凤
凰村村庄建设规划和环境提升专项设计论证
会在金口镇政府举行，与会专家和即墨市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指挥部、规划局、城建
局、农工办及金口镇等部门相关人员各抒己
见，为古村的保护发展出谋划策。

凤凰村位于金口镇北部，凭借55处保存
完好的明清建筑和明清时期这里曾出过七品
以上官员28人、太学生46人等丰富的人文历
史，与雄崖所古城等并为青岛市仅存的几处
历史古村落。至今，这里依然是古老的大木

门、幽深的青石小巷、雕刻着精美图案的照
壁墙，还流传着很多动人的传说、故事，吸
引着游人纷至沓来。

为做好凤凰古村的保护和建设，即墨市
建设局于去年编制完成保护规划，今年金口
镇又委托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专
门编制凤凰村村庄建设规划和环境提升专项
设计。该规划从文化、环境与建筑、保障等
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设计，注重乡村性与
文化性，对建筑形象、产业发展、保障系统
做好宏观勾画。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兵营认
为，作为青岛当地仅存的几处古村落之一，

凤凰村的资源非常宝贵，在规划建设的过程
中，一定要注意保护为主，把握轻适度改造
原则，比如一些老院子的改造，不能出现和
风貌不相符合的格调。

中国规划设计院深圳分院副总工程师潘
丽珍表示，古村落的开发建设，要改变单纯
重空间规划、轻产业规划的做法，树立众筹
理念，厘清发展的基础、模式、路径，把产
业规划引领好。

专家们认为，改造建设的过程中，该保
留的一定要保留下来，吃不准的时候，要
“慎拆”。规划建设可与周边的北阡遗址、
金口古港等通盘考虑。

凤凰古村有了新建设规划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孙俊杰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9日起，青岛市城管委将在

全市组织开展露天烧烤治理集中行动，并印发《青
岛市2016年露天烧烤治理行动工作方案》。

今年的露天烧烤整治规范工作将实施分类整
治，因地制宜制定解决办法。其中，对经批准从事
烧烤经营的固定门店，严禁露天烧烤，烧烤炉具应
固定安装在室内，并加装消烟除尘设施，保证油
烟、噪声排放符合国家标准。

同时，考虑到旅游季节、群众消费需求和固定
门店烧烤经营业户的要求，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秩
序、不占压市政公用设施和绿地前提下，可在部分
路段利用店前区域设置“潮汐式”就餐区。“潮汐
式”就餐区只允许摆放桌椅，不准摆放烧烤炉具，
并划定经营区域，明确经营时段、保洁要求。设置
“潮汐式”就餐区的路段，街道办事处应在明显位
置统一规范设置公示牌，否则按违法占路经营查
处。

岛城烧烤固定门店

设潮汐式就餐区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7日，崂山区面向全区7家非

国有博物馆发放总额112万元的扶持资金，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
性。

崂山区出台《崂山区鼓励非国有博物馆发展办
法》，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鼓励非国有博物馆面向
社会免费开放。对年度免费开放超过260天，参观
人数超过5000人，且举办展览活动达到3次的非国
有博物馆，每年予以10万元扶持。同时，对非国有
博物馆进行绩效评估，在统筹考量展馆面积、运营
成本、活动开展、社会影响等指标的基础上，分别
予以3—7万元不等的资金奖励。

按照《办法》规定，今年4月下旬，崂山区组
织开展了2015年度非国有博物馆扶持资金申报、审
核工作。经过博物馆集中申报、管理部门初审、
专家组论证、社会公示等程序，确定最终扶持额
度。

崂山区扶持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

□记者 宋弢 通讯员 公伟成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9日，位于青岛灵山湾影视

文化产业区的东方影都大剧院主体结构封顶，并
开始钢结构吊装。这是国内首个为电影盛会专门
建设的艺术建筑物，将成为青岛影视文化的新地
标。

该剧院由知名剧场工艺顾问DUCKS提供剧场
设计服务，AEG公司提供运营咨询服务，以“碧
海银螺”为造型设计灵感，整体设计风格结合西海
岸的优美景观，临海而立，广场景观以“水泡”之
灵感，一静一动，产生雕塑般的艺术意境。

大剧院总建面积约2 . 4万平米，规划有1970座
的剧场及相应的配套服务空间，作为未来青岛国际
电影盛会的主会场，将承载电影首映、庆典等多项
功能，可以举办大型演唱会，明星见面会、电影峰
会等众多文化盛会。

东方影都大剧院

主体结构封顶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9日，竹子庵综合治理工程

二期竣工并向市民免费开放。
竹子庵又称“玄阳观”，位于李沧区戴家、上

臧社区，南临天水路，东邻世园会园区，为崂山
“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一。从2013年开始，李沧
区将竹子庵公园改造列为区政府实事之一，一期为
总建设面积69亩的道家文化游览区，已于2013年11
月完工并开园迎客，二期主要结合原有的水系形态
与生态环境，对一期生态景观带外围以及三清洞周
边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目前，竹子庵已形成竹海、
道教文化和山林溪谷、生态水系等景观特色。竹子
庵公园园区内栽植竹子1万多平方米，是青岛市最
大的“竹”主题园区，竹子种类多达15种，为广大
市民提供了一处感受原生态田园景观、体验崂山道
教文化风采、踏青赏竹的好去处。

竹子庵山林溪谷

免费开放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周光会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1日，黄岛边防检查站开通

“绿色通道”，紧急救助一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
让其尽快得到治疗。

当日11时30分许，黄岛边防检查站接青岛振华
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电话，称其所代理的巴拿马
籍“贝鲁赛尔桥”号货轮上，有一名印度尼西亚籍
船员在大公岛附近海域锚地作业时，突然出现呕吐
昏迷症状，意识模糊，急需送医救治，恳请边检机
关提供帮助。

接报后，黄岛边检站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并协
调黄岛平安码头派出交通运输艇及时赶赴事发海域
接送病员。

17时许，救援人员抵达“贝鲁赛尔桥”轮并接
收病员，执勤人员随即登上轮船对该船员进行人证
对照检查，为其办理临时入境手续。病重船员于20
时抵达黄岛平安码头，被120救护车送往黄岛区中
医医院进行救治。经诊断为突发性脑溢血，目前在
黄岛区中医医院接受救治。

边检官兵

出海救援外籍船员

5月19日，青岛市南区旅游局定制“大师之旅”品牌线路，特邀全国模范导游员孙树伟带队，开启“导游大师带你深游青岛””之
旅，邀请市民和游客，深游康有为故居、小鱼山、劈柴院等景点，体验青岛的风土人情。图为全国模范导游员孙树伟(右一)在介绍小鱼
山装饰釉下彩瓷器的长廊、讲述小鱼山特色风景典故。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深游体验

□白晓 报道
地铁13号线

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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