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编

成的冻伤。因为工期的要求，他们尽量
多地储备劳动力，元旦及春节假期的休
息日也很短暂，为了建设工作，大家的
辛勤付出是十分值得的。
“作为亚洲杯足
球场地的建设者，我们平时要辛苦地工
作，
但有时间也会关注足球赛事。
能够参
加亚洲杯足球场地的建设，整个项目团
队都感到非常荣幸，每次召开现场生产
会议都告诉大家，
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做到高质量高标准高要求，让亚洲杯足
球场在约定的工期之内顺利完工。
”
来自山东沂水的木工闫凯负责制
作模板，他在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采访
时说道，最近这段时间十分寒冷，但工
地负责人为工人们的保暖提供了保障，
不仅给工人的宿舍配备了空调，这两天
还额外发放了棉被，天虽冷心却很暖，
体现了施工方的人文关怀。

球场设计充满青岛元素
在施工的围挡和办公室内部，半岛
全媒体记者看到墙上和电脑上有不少
亚洲杯球场的效果图，包括白天和夜景
看上去十分动感。那么这个球场的设计
灵感是什么？
程少淳说，球场的设计方为中国建
筑西南设计研究院，2023 年中国亚洲
杯8座新建专业足球场中3座球场都是
由该院设计的，除了青岛青春足球场，
该院还参与设计了成都凤凰山体育公
园和重庆龙兴足球场。
3座中国亚洲杯新建球场设计总负
责人、中建西南院副总建筑师李峰谈到
青岛青春足球场时表示，青岛青春足球
场以“跃动海浪荣耀青岛”为设计理念，

造型设计灵感由海而来，
取意跃动海浪，
标准形态的足球场芯外围环以跃动的层
层海浪，
仿如海风轻抚，
上下穿梭，
飘逸、
动感。
为了加强球场的通风和提供更佳的
俯瞰球场视角，
在南北看台的上层进行了
一个打断的处理，使得南北看台相对独
立，
和周边东西看台没有连接，
为球迷团
体展示巨型拼图、
加油助威等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舞台，
通过各种细节体现了足球场
的独特设计感。
程少淳表示，
球场建设采
用索承网格空间结构体系，结构受力合
理，
技术成熟，
可大幅节省投资，
缩短建设
周期。
屋面采用ETFE新材料减轻结构荷
载，
通透的材料效果利于场地草坪生长，
同时为观众提供了舒适的观赛体验。

是球场也是体育公园
据程少淳介绍，
青岛青春足球场结合
“站城一体”的设计理念，将地下商业空
间、
地铁站厅、
地下运动休闲空间一体化
打造，利用地下通道与周围用地的地下

停车场、
商业街相连，
满足赛时停车与商
业停车需求，
互联互通，
实现地下空间高效
利用。足球场一层为赛事功能区，贵宾、
运动员、组委会、新闻媒体等赛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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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侧地面层进入，
到达场内各自区域。
普通观众由二层平台进入各层观众厅。
场
内各功能区域均成独立系统，
布局合理，
分区明确，
在不同时段避免交叉干扰。
青岛青春足球场作为山东省首座
专业足球场，它的建设意义不仅仅只
是一座足球场，还首次提出以“公园化
体育综合体”为核心的全新设计理念，
并以“场馆专业、经济合理，景观宜人、
绿色生态，产业复合、综合利用，站城
一体、互联互通”为指导思想。除了承
办2023年亚洲杯足球比赛之外，程少
淳表示，为平衡国际赛事与平时运营
的关系，构建不同品质的多元空间，激

发多元联动的城市功能，方案总体布
局以专业足球场为核心，周边融入多
功能馆、游泳训练馆、培训运动中心、
足球文化展览馆、配套商业等附属功
能，为片区提供全天候、全业态的城市
会客厅。将球场平台、体育产业用房与
地面景观一体化打造，构建多维度的
步行路径和立体丰富的空间层次，形
成一个功能开放、充满活力的公园化
体育中心。在没有比赛时，包厢会员
区、贵宾接待区也可承接商务洽谈、时
尚秀场等活动，南侧也通过伸缩看台
的设计，形成大型演艺活动的舞台，整
体提升了场馆的日常使用率。

有望打造青岛城市新名片
2023 年亚洲杯将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16 日在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和
苏州等10座城市举行。
就在近期，青岛
市公布了2021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
30 个重大项目顶格协调推进，青岛亚
洲杯球场项目就名列其中。
作为承办地之一，青岛市城阳区
目前正在全力推进青春足球场建设，
根据最新公示的规划信息，项目位于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靖城路以东，
204国道以北。根据规划方案，项目将
建设包括一座5万座专业足球场，2块
训练场地，1 座多功能馆，1 座游泳训
练馆，配套建设商业、地下停车场。项
目总用地面积约203850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196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约11791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约78690平方米。
除了球场硬件建设之外，青岛市

城阳区也致力于推广青少年足球的群
众氛围，近年来一直被称为“足球桃花
源”，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城阳区获
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系全市首个。城阳区还将足球教育纳
入学校教育总体规划，将足球教学作
为中小学校教育的必学内容，全区中
小 学 校 、公 办 幼 儿 园 足 球 参 与 率 达
100%，形成了“人人爱踢球、班班有特
色、校校有赛事”的良好普及态势，近
10年来获得市级以上青少年足球赛冠
军数量占全市冠军总数的2/3，为各级
国家队输送29人，居全市首位、全国前
列。
根据计划，青岛亚洲杯球场项目
预计于2022年年底交付使用，届时将
成为顶级足球赛事中心，绿色健康的
全民体育公园，并着力将其打造为青
岛市的又一张“城市名片”，助力青岛
国际时尚城建设。

低温下的极致美景，来一场“冰雪奇缘”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红

冰雪旅游疫情防控相关提示

上周的寒潮低温 天 气 ，让 岛 城 瞬
间跌入冰窖，温度更是创下新低达到
- 1 5 . 9 ℃ ，打 破 了 1961 年以来青岛国
家基本气象站测得的极值纪录。天气寒
冷的同时，也酝酿了岛城的极致美景，
让人们欣赏到了壮观的海浩奇观，可谓
难得一遇，给冬日的青岛增添了回味，
同时寒冷的季节也出现了冰瀑、冰河、
冰海等很多的美景。

极寒天气迎来奇观
极寒天气不仅迎来了难得一遇的
海浩奇观，还迎来了崂山九水绝美的
冰瀑景观。如今天气回暖，可以一起来
欣赏这份大自然赠与人们的冬日美
景，这里有难得一见的冰瀑和冰封后
的十八潭，潭潭如美玉。只见往日里溪
水潺潺如今却凝结成了银妆玉砌的冰
瀑，高悬在九水的崖壁之上，不由让人
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冬日九水
画廊的绝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叹为观
止。
冬天带来的寒气吹遍了崂山的每
一个角落，当海风袭来山上雪雾缭绕，
更是进入仙境一般，安静祥瑞，让人冷
静地思索大自然的绝妙。同时，提醒市
民游客即冰瀑远观可，切勿踏入冰面
或站在冰瀑下方进行拍照，安全第一。
根据每年到北九水赏冰瀑的客流规
律，唯一一条进入北九水景区的公交
线 路 6 3 9 路也进行 了运 力 调 整 ，周 末
客流密集期间会增发班次，方便游客
进山赏景。

崂山北九水冰瀑

谷子

摄影

大海呈现出难得的风景
而冬季的海边，没有了夏日的炎热
与喧闹，却在寒冷天气的袭击下，往日
里汹涌澎湃的海水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凝
固、冰封在岸边，一边是海一边是冰，可
谓壮观。
在落日的余晖下，
结冰的大海呈
现出难得一见的风景，胶州湾跨海大桥
许多小精灵在飞舞。
也美得不可方物，
每到冬季，大批海鸥会从西伯利亚
飞到青岛过冬，漫天舞动的海鸥，为青
岛的冬日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栈
桥经过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见证潮起
潮落依然巍然伫立，这里也成为了青岛

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冬季的周末，栈桥
一带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海、
吹海风、喂海鸥，与大自然鸟儿亲密接
触，
成了青岛人冬日独有的浪漫情怀。
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平度茶山景
区崖壁上也出现造型各异、晶莹剔透的
冰瀑，冰雕玉砌的世界，欣赏冰瀑奇观
的同时，茶山自然风光区从神茶题字处
到千丝瀑景点处，全长900米左右。溪流
沿着长长的深山峡谷，
弯弯曲曲，
时急时
缓时聚时散。茶山随处可见的象形山石
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木栈道依山而建，
沿路有狮子峰、龟兔赛跑、将军石、犬塔
忠魂、大肚弥勒等天然象形石景观。

①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的游客或学生，抵返我省后要主动向
目的地相关部门或社区报告，按照当
地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进行核酸
检测及健康管理。
②春节期间提醒公众尽量减少聚
会聚餐，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如
活动，
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
需前往住宿购物、美容美发、淋浴、娱
乐等密闭性公共场所，在公共空间非
必须不摘掉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时，
应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好手卫生。
③家庭要储备体温计、口罩和消
毒用品等防护用品，居家环境要常通
风、定期消毒，接收境外快递、信函等
可用酒精擦拭处理，并注意洗手。
④节日备餐时尽量在商场或超
市选购新鲜食物，不要购买来历不明
的、
死因不明的畜禽、
冷冻食品、
水产品。
保证食品原料的卫生安全，
食物应烧熟
尽量不要生食肉类、
海
煮透后再食用，
(水)产品。
制作食品时要做到生熟食品
分开加工，生熟用品用具分开使用。
⑤外出旅行要备好个人防护用
品，包括口罩、免洗消毒洗手液等。出
行前要做好自我和同行人员健康状
况评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做好
个人防护，戴口罩，保持手卫生。在旅
行过程中，如进入人群密集或通风不
良 场 所 ，需 佩 戴 口罩并保持与人距
离 。旅 行 过 程 中 应注意观察身体状
况，如果出现不适，有发热等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