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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忠德 宋弢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12日，记者从青岛西海

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了解到，今年啤酒节正
式运营的紫泽轩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将
建成西海岸最大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
中心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的紫泽
轩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由研究员级正高
级工艺美术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高俊打造，以紫砂、雕塑等制作体验、教
学、展示、研学、文化创意及旅游四位一体的
展示体验中心。

据了解，目前该中心设有6项非遗体验项
目和6项非遗展示项目，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2位、省级非遗传承人3人，现已和意大利文
化协会达成合作，引进最优秀的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同时让中国非遗沿一带一路国家走出
国门，真正让游客学生零距离接触传统文化，
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由高俊专门为青岛西海岸
新区设计的西海岸外事活动伴手礼——— “潮音
迎旭”紫砂壶，整把壶器形凝重，气韵天成，
貌似浑圆却处处透着雄浑稳健，每个部位都有
其特殊涵义。壶钮用福寿灵芝，再现始皇帝指
派徐福东渡，期盼长生的美好追求，并辅以灵
山岛、齐长城等新区元素；壶把用虚实相接的
蜿蜒曲线构成两条握在一起的手形线条，寓意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陆统筹发展；壶嘴用卷起的

胶片形状，寓意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之都”
的国际名片；整个壶形如一轮红日，点睛之笔
秀出迤逦的浪花，整把壶仿似一轮红日从碧波
万顷的海洋中冉冉升起，寓意青岛西海岸新区
如初升之朝阳，生机勃发，活力无限。

“紫砂文化历史久远，是中国传统文化遗
产的瑰宝。它不但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在历史
上由于文人墨客的参入，使其具有独特的艺术
性，让紫砂陶更赋予文化的气息。”高俊介
绍，学习陶艺并不难，先学习好操作理论，然
后一步步做，我们准备了课程PPT，仔细讲解
先后制作顺序，然后按照步骤将打底、围身
筒、制筒身、篦身筒、刮碎泥等一一细细传
授。通过紫砂技艺的学习，还能培养游客学生

感知生活中美的意识。
啤酒节结束后，紫泽轩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验中心将非遗文化与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
滩啤酒城常态化运营相结合，围绕紫砂文化
体验教学、国际文化交流、亲子互动体验、
研学旅游、非遗项目体验及非遗文化展示，
辅之以相关的配套茶饮，文创产品及旅游纪
念品开发销售，打造新区特色的旅游研学新
地标，让广大游客和学生能够体验到来自世
界优秀非遗文化产品，进一步带动新区文化
旅游业的发展。目前紫泽轩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验中心已成功接待体验研学团体20余次，
参观游客共计500余人，举办了非遗教学、体
验展演活动20场次。

金沙滩啤酒城将建西海岸最大世界非遗体验中心

□ 本报记者 张忠德 宋 弢

每届青岛国际啤酒节，都少不了各色美食
的相伴。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上，伴随着啤
酒泡沫香气，各类美食汇聚开启狂欢盛宴。9
个啤酒大篷、火凤凰酒吧街汇聚全球美食，
“知味啤酒城”带来小吃界的“饕餮盛宴”，
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位中国名厨携名菜、名
点空降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用跨地
域的美食人物和故事，打造啤酒节美食盛宴，
点燃盛夏狂欢。

名厨“亮手艺”送上美馔大餐

8月3日至12日，由黄发集团与青岛中烹协
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主办，青岛西海岸啤酒
文化有限公司、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承办
的名厨美馔烹饪展演及品鉴活动在金沙滩啤酒
城青西金啤大篷内上演。来自全国不同地域的
烹饪大师，每天16:30-17:30为前来参加第29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的四海宾朋呈现一道道地方
特色美食，展示中国烹饪技法的高深和美食文
化的魅力。

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
委员、中华金厨奖获得者董玉振带来了两道菜
品：老干妈三文鱼土豆球是一道中西合璧的小
吃，辣酱磨碎与切成粒的三文鱼搅拌，装入空
心土豆球中，味道独特；黑椒酱爆M5和牛肉
眼采用来自澳洲的上等牛肉，肉质嫩滑，香味
浓郁。

中国烹饪大师邹志平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作为湖北人，他带来了家乡的清汤菜心橘
瓣鱼圆和怡香潜江小龙虾。其中，橘子瓣状的
鱼圆是他亲手捏制，练就这种技巧至少需要二
十年的功夫。

中国餐饮30年杰出人物奖获得者唐習鹏为
现场观众带来了法芥虾球、椒盐鲍鱼两道名
菜。他介绍，“法芥虾球是一道中西结合的美
食，是我在法国做美食评委时自创的菜品。而
用椒盐的技法制作鲍鱼比较少见，希望用不同
的味道带给大家独特的美食体验。”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名厨委员会主席高
炳义说，“我们聘请来的十位大师都是行业的
顶尖人才，他们的厨艺都能代表一个省、一个
菜系，此次展示的都是经典菜、创新菜，这在
以前都是出现在国宴等重大场合。”

现场观众不仅可以一睹烹饪大师的高超厨
艺，更有机会大饱口福。记者了解到，除大师
展演、美食展示外，观众还可以通过参与互动
活动，免费品尝到大师的精湛技艺。8月3日至

8月12日同期举办的名厨盛宴活动，每天有2位
名厨大师为前来预订的市民游客制作18人、12
人份两桌晚宴，让大家全方位感受跨地域美食
的“诱惑力”。

足不出城尽享世界美食

除了大师们的拿手名菜，在本届啤酒节
上，9座啤酒大篷提供涵盖全球、各具特色的
1400余款啤酒品类和各种全球美食。其中，丹
麦嘉士伯大篷带来俄罗斯冰激凌、韩国炒年
糕、印度甩饼、西班牙拉丁果、“海鲜大咖”
等世界各地特色小吃及本土美味。

全国首个以精酿为特色的啤酒花园街
区——— 火凤凰酒吧街，以“酒吧+餐饮+演
艺”为特色，酒吧、餐吧、音乐吧、咖啡吧、
文创吧等32家品牌吧商集聚发展，为游客带来
美酒、美食的不同选择和体验，每天接待游客
约6万人次。

由黄发集团主办的“知味啤酒城”在啤
酒城东音乐广场举行，56个美食摊位全面开
放，来自国内外的网红小吃和名店名吃悉数
亮相，为游客带来一场小吃界的“饕餮盛
宴”。

与此同时，黄发集团还免费提供东11号木

屋，用于设立“武都农特产品展”，展出“武
都崖蜜”、武都橄榄油、橄榄菜、花椒、红
芪、黄芪等特色产品，并供市民游客选购；设
立贵州安顺特色农产品展，呈现安顺邓幺妹鸡
辣子、高原颂牛肉干、全留香梨干等特色美
食，借助啤酒节平台助力安顺农产品拓展市
场。

为惠民利民，本届啤酒节还制定了第29届
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大篷惠民经营奖励措施，
并与啤酒大篷业户签订《惠民经营承诺书》，
引导鼓励啤酒大篷提供至少3种惠民酒，至少8
种惠民菜，且不得断档供应。将每个啤酒大篷
惠民菜单及惠民酒水单在物价公示牌中公示。
目前，所有啤酒大篷均推出了惠民酒、惠民
菜，价格惠民力度很大，得到了广大市民、游
客的欢迎和好评。

“海小青”走红啤酒节

炎炎夏日，除了畅饮啤酒外，一杯茶饮也
能为您带来清凉。

今年啤酒节上，由黄发集团深度开发的高
端茶饮品牌——— 海小青全面推向市场，火遍青
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冷泡茶、芝士茗
茶、果茶、牛乳茶、保健茶、抹茶系列等6大

类40余种产品，总有一款能撩动你的味蕾。
黄发集团品牌公司总经理张茹介绍，“海

小青选用我们青岛市农业区域公用品牌一一瑯
琊青、瑯琊红优质茶叶为茶底，配以新鲜水
果、进口牛奶等优质原料，充分保证口感与品
质。”

记者了解到，气泡水、果茶、奶茶是爆款
产品。其中，花与爱丽丝不仅有蔓越莓酸甜的
味道，还有玫瑰的芬芳；超级海小青不仅融合
了茶的清香，还添加了橙子、猕猴桃、火龙
果、柠檬等水果；红茶牛乳以瑯琊红作为茶底
配上进口的牛奶，现场冲泡，既保留了茶的清
香还留有奶的醇厚。此外，店里还有抹茶冰淇
淋，细腻润滑的口感，浓浓的奶香味，让人回
味悠长。

“我们在啤酒城内设立了四个售卖点，分
别位于青西金啤精酿体验馆东侧、星光大道北
入口、啤酒城东一门、啤酒城主舞台东侧，每
天售出一千余杯。啤酒节结束后，大家还可以
到我们的瑯琊驿站漓江西路店(上流汇)和阳光
大厦店畅饮体验。”张茹表示，下一步，黄发
集团将依托海小青茶饮业态，开发更多符合不
同消费群体的产品，为市民游客提供时尚丰富
的产品体验和休闲社交空间，助力青岛西海岸
新区瑯琊品牌建设及市场化运营。

啤酒遇上美食，赴一场饕餮盛宴

■聚焦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

□俞方平 报道
名厨美馔烹饪展

演及品鉴活动。

□记者 张忠德 宋弢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奇幻的魔术、精湛的杂技、幽默

的小丑……每逢夜晚，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
城总是上演着不同的精彩，游客漫步啤酒城，总会
不经意间被聚集的人群、热闹的掌声吸引，走进便
会邂逅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

走花、摇绳、跨步、跳跃……8月9日晚，在啤
酒城啤酒女神雕塑旁，来自墨西哥的埃卡米拉兄弟
正在进行着绳子绝活表演，不一会就吸引了大量游
客驻足观看，只见两个演员身着牛仔演出服，伴随
着动感的音乐，身随绳动、翩翩起舞，酣畅淋漓地
展示力量与柔美、速度与技巧的完美融合，跳到精
彩之处，一旁观看的孩童也会跟着节拍跳起来。更
值得一提的是，埃卡米拉兄弟是他们的组合名字，
他们真正的关系其实是一对父子。

“他们的表演真的很精彩，也很幽默，让我刚
刚走进啤酒城就非常开心，现在，我对今天晚上的
啤酒节之旅充满了期待。”从啤酒城北一门沿啤酒
大道进入城内的济宁游客翟德会和朋友们刚走到啤
酒女神雕塑旁便被精彩表演吸引了。

“你好！”埃卡米拉兄弟表演结束，一位来自
阿根廷的杂技演员闪亮登场，用着还不熟练的中文
和现场观众打着招呼，热情地和观众们互动。表演
正式开始，观众们被精湛的杂技吸引得目不转睛，
一个个造型各异的道具、充满感染力的表情，都让
现场游客开怀大笑、乐不思归。

采访中，记者发现每位表演者都是单纯地用肢
体进行表演，没有语言，“演员们在演出的时候，
都融入了喜剧和默剧的元素，有着极强的近距离互
动性，更加直观地向游客传递欢快的氛围，例如，
我们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小丑演员，装扮却不像大
家印象中的小丑的样子，更符合流行审美，很受大
家的欢迎。”啤酒节文化活动总导演王功说。

“带来这些绝活的是来自墨西哥、阿根廷等国
家的8位专业艺术演员，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有魔术、陀螺、独轮车等，除了埃卡米拉兄弟，其
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表演，每晚在三处演出地
点轮流演出。”王功介绍，今年啤酒节将强调互动
性和惊喜感的西方街头艺术表演形式带到金沙滩啤
酒城，在带给人们无限的惊喜 ,让啤酒节更有趣
味、更好玩的同时，也希望将青岛和全国各地游客
的热情传递给世界。

啤酒城里
邂逅西方街头艺术

□记者 张忠德 宋弢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记者从第29届青岛国际啤

酒节获悉，7大种类18款啤酒节服饰亮相青岛西海
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本次啤酒节服装整体采用夸
张设计，充分融合不同国家不同元素的特点进行设
计，传达国际化、大众化的办节理念。

本次啤酒节服装设计历时两个月，由著名设计
师刘薇设计，包括国际联盟来宾节服、开幕式来宾节
服、工作人员服装、志愿者节服、防晒服、啤酒大篷工
作人员节服、啤酒女郎服装7大种类。其中啤酒女郎
服装最具特色，每个款式与9个大篷相对应，采用立
体装饰，特征明显，识别性强。另外，本届啤酒节啤酒
女郎均为来自北京的专业模特，以在大篷前室外静
态展演的形式来呈现啤酒节服装。“整个服装融合啤
酒、‘哈舅’、海洋、节日等多种元素，通过对以上元素
的组合设计，着重体现出‘青岛与世界干杯’‘醉美西
海岸’的特色。”刘薇表示，围绕整个设计理念，通过
元素与市场结合，已开发啤酒小包、POLO衫、丝
巾和胸标等衍生品。

据介绍，本届啤酒节开幕式来宾节服选用的衬
衣款式，采用金黄色海浪与海洋蓝渐变组合设计，
增加开幕式的海边节日气氛。国际啤酒节联盟来宾
节服以清爽舒适的仿冰丝面料加上海边休闲花型设
计，增加穿着者节日放松的感受，同时融入啤酒元
素，体现出啤酒节的欢快氛围。

工作人员服装采用海洋蓝白条格搭配“哈舅”
元素设计，突出啤酒节的休闲度假风格，让工作人
员穿着不再呆板，彻底与节日融为一体，并且具有
很高的识别性。志愿者服装以蓝绿相间设计，海洋
元素浓烈，使志愿者像海洋精灵般活跃于节日的每
一个角落。

啤酒大篷服务人员服装均采用背带式配衬衫设
计，女生为小百褶裙，男生为短裤，整体轻盈活
跃，如小使者般，给每个人送去最醇厚的味觉体
验。橄榄绿配以明黄点缀，整体明快，再搭以浅
黄，无疑成为这个夏季最清爽的一道风景。

本届啤酒节以“活力啤酒节”为主题，突出
“国际化、大众化、智能化”三大特色，首次制作
来宾节服、工作人员服装、志愿者节服等种类的专
属节庆服饰。

18款啤酒节服饰
点亮金沙滩啤酒城

□李涛 报道
来自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演员在金沙滩啤

酒城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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