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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 晓 宋 弢

气势恢宏的主会场、时尚浪漫的新
闻中心、引人入胜的艺术博物馆、光焰
晚会海上表演舞台……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各场馆大放异彩，在峰会期间引起中
外嘉宾的赞叹。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胜利闭幕，这些
场馆，作为峰会伟大历史时刻的见证
者，载入“上合故事”，成为传播“上
海精神”的新载体，也成为惠及岛城市
民和中外游客的观光地。

为青岛留下一座

“历史地标”

峰会主会场由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
奥运会帆船比赛的奥帆基地改造而成，
这里是青岛“山、海、城、湾”一体的
标志性景观。主场馆青岛国际会议中
心，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峰
会功能”和“永续利用”。据场馆建设
方中建八局项目总工谢海波介绍，建筑
整体设计灵感深度融合了青岛海洋文化
和帆船之都的特点，取材于海面上翱翔的
海鸥和遨游的帆船，以“腾飞逐梦、扬帆领
航”为设计立意，通过现代演绎，为青岛留
下了一座“历史地标、城市名片”。

体育赛事与大国外交铸就了奥帆中
心独特的文化属性。据悉，峰会后，奥
帆中心将转入常规化景区管理运营。为
了保持峰会良好的环境治理成果，从6月
10日到6月30日，青岛旅游集团将对奥帆
中心进行内部服务功能规划调整，在此

期间进行封闭式管理，拟于7月1日起正
式对外开放。

据青岛旅游集团透露，开放后的奥帆
中心，将把握奥帆中心从国际体育赛场到
大国外交主场的转变，以“传播海洋文化，
传承奥运精神，传续上合热度”为宗旨，加
快推进三中心一客厅建设，即会议中心、
文体中心、市民中心和城市客厅。同时构
建特色旅游产品，使休闲度假与会议、
会展、游艇、演艺、节庆、海上旅游、
文创产品等有机结合。

规划设计

提前考虑后续利用

记者了解到，本着节俭办会原则，
青岛市综合考虑峰会使用需求和市民美
好生活需要，包括主场馆在内，所有场
馆均在原有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对原
有空间进行充分利用，并在规划设计过
程中提前考虑了后续利用，不但满足了
此次峰会的需求，还为会后的运营使用
打下了坚实基础。

位于崂山区东海东路上的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新闻中心采取社会租赁方式，
选址在独具特色的海尔全球创新模式研
究中心“冰山之角”，整体建筑现代、
时尚、浪漫，深具岛城特色，总建筑面
积约3 . 5万平方米。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副主任
刘禹同介绍，在改造过程中，对一些主要
区域未作大型改动，比如记者茶歇区、新
闻发布厅等，都直接采用了原有布局。同
时，很多区域都作了可拆装、可移动的设

计，增加了空间的灵活性。
峰会期间，中外媒体记者注意到，新

闻中心虽然是新近装修完毕的，但没有任
何异味。刘禹同表示，新闻中心的改装使
用了可快速拆卸、循环使用的环保隔断材
料，绿色无污染又便于拆卸。这些隔断，在
峰会后可以根据需要拆装、重复利用，丝
毫不影响整体空间的后续使用。

据海尔透露，该场馆后续将被打造
成世界家电博物馆。负责该项目运营的
宋志告诉记者，项目将于月底动工，有
望第四季度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内包
括世界家电发展史、儿童科普以及海尔
智慧家庭、智慧厨房的展示等区域。

光焰晚会舞台

将成新旅游景点

灯光焰火艺术表演最是“吸睛”，
舞台搭建在大海之上，多媒体球面视
频、环幕投影以及海岸线城市景观楼体
一同呈现，创造性地将璀璨的青岛城市
夜景融入舞台表演之中。

这次舞台的搭建，既是亮点也是难
点。据演出总制片人沙晓岚介绍，在海
面搭建舞台，从全世界范围来讲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海上舞台打了50多根柱
子，利用石油钻井平台的方式搭建。舞
台除了要考虑风浪和日晒雨淋，更重要
的是要防腐，连所需要的电线都与普通
电线不一样。

如此精心搭建的舞台，自然也不会浪
费。沙晓岚表示，舞台不会拆除，而是再利
用起来，变成奥帆中心一个新旅游景点。

节俭不失隆重、省钱不减精彩。在
会场选址、场馆规划设计、文艺演出、
艺术创意设计等方面，青岛市精心谋
划、精雕细琢，将中华传统文化、山东
和青岛特色等元素巧妙融入其中。

新闻中心除了为记者提供采访、通
信、交通、医疗、安全等全方位保障
外，还在若干区域设置了文化表演展示
区，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展示，包括琴、
箫、古筝等民乐展演以及书法、国画、
面人、剪纸、剪影、茶艺表演等多种传统文
化展示。在新闻发布厅的入口处，泰山十
八盘、黄河入海口、济南趵突泉、青岛栈桥
等20多幅照片组成的山东风光展，更是
奉上一道山东美景视觉大餐。峰会期间，
新闻中心餐厅的沂水煎饼、济南甜沫等
特色小吃，更让中外记者们大饱口福。

峰会期间，青岛艺术博物馆成为备
受各国新闻媒体记者关注的一站。在这里
举办的中国传世精品文物展、齐风鲁韵展
等文化活动，集结了中国传世精品文物与
山东民间手工技艺，交相辉映。在6月9日
举行的“故居名胜”媒体探访中，在青岛艺
术博物馆原定采访1小时，由于中外媒体
人流连忘返，时间不得不延至两小时。

据悉，青岛艺术博物馆占地面积约
142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是
利用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近现代建
筑群而辟建，位于青岛市大学路7号。艺
术博物馆周围红墙环绕，院中中式建筑
金碧辉煌的琉璃瓦与参天的苍松翠柏相
辉映，古朴恢宏。该建筑群融合了中西
方不同的建筑风格，在中国建筑史上属
于特例，具有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见证历史时刻 传播“上海精神”

青岛峰会场馆大放异彩

□ 本报记者 白 晓 李子路

作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主场馆，青
岛国际会议中心甫一亮相，就成为世界的
焦点。这座在6个月内建成的主场馆，远
远看去，整体建筑在海水的映衬下如展翅
海鸥，似帆起远航，山城海港堤融为一体。

“腾飞逐梦 扬帆领航”的主题设计，尽显
大国风度。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有什么样
的深刻寓意？这样的场馆又是如何在建设
者手中被一点一点“雕琢”而成的？

中国速度———
8天全部拆除地上建筑物，46天

吊装完成1 . 1万吨钢结构，30天施工

完成1 . 1万平方米外幕墙

如此精工至臻、匠心独运的建筑，实
际工期仅仅用了6个月！“项目面积5 . 4
万平方米，内容涵盖土建、钢结构、装
饰、幕墙、安装工程、园林景观、市政道
排、智能化工程、音视频会议及其他专业
工程，正常情况这个工程需要2年工期，
这是新的‘中国速度’。”中建八局项目
总工谢海波介绍说。

从一组数字中可见一斑：8天的时
间，原有地上建筑物全部拆除并外运完
毕；46天，1 . 1万吨钢结构吊装完成；30
天，1 . 1万平方米外幕墙施工完成……如
此高效率工作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

场馆建设方中建八局曾承担北京雁栖
湖APEC会址、杭州G20峰会主会场、厦门
金砖会晤主场馆等的建设，此次在项目现
场实行“一岗双配”，确保项目可以“5+2”

“白加黑”“7×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

中建八局钢结构公司项目经理付用团
给记者讲了一个“12小时立起198根钢
柱”的故事。去年10月27日晚9点，31辆
板车运载着钢柱抵达项目门口，绵延500
米。项目部立即决定：8台汽车吊顺势排
开，构件就近卸车，流水吊装，每隔30米
安排一名管理人员，通过对讲机沟通疏
导。凌晨2点，完成卸载；凌晨6点，首批
钢柱装配完成；第二天上午9点，首层198
根钢柱全部安装结束。“这12小时，酣畅
淋漓，一鼓作气！”付用团说。

主场馆以钢结构为主体，钢柱与钢梁
需要用螺栓进行连接，这种螺栓拧紧时梅
花丝头会自动脱落。项目质量总监朱少强
每天都要检查13000多个螺栓，发现螺栓梅
花丝头没有脱落，都会去拧紧确保达标。整
个项目需要40万个螺栓，每一个小小的螺
栓，朱少强都仔细检查了一遍。另外，主场
馆的双边会议室、尚和厅等均为水晶吊顶，
共计21万个水晶球，穿线、挂装均用手工，
80个人在15天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绿色典范———
严格采用“绿色施工”标准，

节省500余吨钢筋，减少34 . 6万吨碳

排放量，甲醛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

场馆主体为总量约1 . 1万吨的钢结
构，相当于22个青岛“五月的风”雕塑的
重量。施工人员严格采用“绿色施工”标
准，共节省500余吨钢筋，减少了34 . 6万
吨碳排放量。

主场馆的金属屋面上铺设有4400平方
米光伏太阳能，相当于10个标准篮球场大
小。中建八局项目总工郁勇介绍说：“采

用光伏太阳能发电，使太阳能与UPS不间
断电源配合使用，就算停电，大部分会议场
所及其他设施依然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3月底，所有建设工作都已完成，其
中也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比如甲
醛，正常需要半年时间来消除异味，但是
我们整体的工期只有半年，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不仅要完成建设任务，还要为各国领
导人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项目部
负责室内气味管理的李栋说。

项目部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在场馆
内安置200多台风机进行送风，所有位置
通风达到45天以上，并坚持进行耐心细致
检查。项目团队严格控制室内甲醛含量，
确定的指标为每立方米不超过0 . 0 1—
0 . 03mg，远低于国家标准。

李栋说，他每天到项目地点的第一件
事，就是检查通风情况是否正常、活性炭
等除味措施是否到位。

文化呈现———

主场馆大量运用传统工艺和文

化元素，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主场馆迎宾大厅，精美的饕餮纹錾铜
板引人注目，全部由手工锻打而成。早在
商周时期，人们便可以通过锤击制作青铜
器了，这便是锻打技艺的前身。“‘锻打’工
艺要10年的时间才能出徒，这些錾铜板全
是具备20年经验的师傅经上万次敲击而
成。”项目技术经理韩柳林说，这些拥有精
美纹路的錾铜板饱含了建设者的匠心。

泰山厅顶部大型灯具是整个空间的亮
点，名为“久合叠玉”。灯体以玉为形体，上
一级由九盏灯体组成，下一级由十盏灯体

组成，两部分灯具组成的数量“玖”与“拾”
的大写文字各取半边，即为“久合”，寓意
和平长久、尊重包容、吉祥如意。

灯具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山东邹城市明
鲁王墓出土的“镶宝石金带饰”。据北京
建筑设计研究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项目设计总监张涛
介绍，构思过程中，设计师在山东博物馆
调研齐鲁文化时，被这件“镶宝石金带
饰”深深吸引，这件文物不但是山东博物
馆的馆藏珍品，更是代表海上丝绸之路文
明发展的珍贵文物。带饰中间主件为如意
形，两侧活件为云头形，带饰上层表面镶
嵌有各种珍宝，是一件华丽的金镶宝石镶
嵌组合。

这样的形态深深吸引了设计师，于是
经过多次重组、整合后，灯具被设计出
来。灯光亮起，如意相衬、金玉交错，光
片如透光白玉，洁白温润。

灯的描金装饰均由具备10年以上手工
描金技艺的工匠一笔描成。描金又称金画
漆，起源于战国时期，是用金色描绘花纹
的装饰方法。“‘描金’师傅要根据装饰
部位用描金笔蘸取金水描绘花纹，一笔完
成，没有机会返工，要求极高。”谢海波
介绍说。

此外，一层黄河厅的整体空间概念源
于“亭”。设计师汲取了多个古亭的形态
进行演变升华，以八角型作为空间形态基
础，造型由下而上向中间聚合，内外相
动、汇风集气、勾栏应景，名为“尚合
亭”。辅助会议空间采用方正对称的手法
营造简洁大气、堂堂正正的总体空间感
受。顶部叠层的水晶灯具，形态设计灵感
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礼器，体现了对宾客的
恭敬和尊重。

中国速度 绿色典范
——— 解读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场馆

作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场馆，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外形优美、气势恢宏，成为青岛市乃至山东省的又一地标性建筑。

□记者 卢鹏 白晓 报道

□记者 卢鹏 白晓 报道

图①：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双边会议室以

“信”为本，以“堂”为体，墙面硬包体满足声

学要求，光照明快，空间色调柔和。峰会期间，

多场重要双边会议在这个会议室召开。

图②：青岛国际会议中心观海长廊，形式延

续建筑外檐的基本造型，墙面装点艺术绘画作

品，摆设的水晶船寓意一帆风顺。

图③：峰会主场馆的设计融入大量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图为二层泰山厅的中华古韵木雕。

图④：夜色下的青岛峰会新闻中心。

图⑤：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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