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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0/2021_2022__E6_B0_91_E

6_97_8F_E9_A3_8E_E6_c34_510467.htm 由青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黄岛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青岛金沙滩文

化旅游节”，自 1998 年开始每年7-8月份举办一次。 “中国

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以开发区旅游名胜享有“亚洲第一

滩”美誉的金沙滩为载体，坚持“以节为媒，展示形象；吸

引关注，提高影响；扩大开放，促进招商；发展旅游，繁荣

文化”的指导思想，进一步突出开放性、国际性、时尚性和

群众性，进一步突出沙滩文化、海洋文化和旅游时尚文化，

以金沙滩这一旅游名胜为媒介，融文化、论坛、经贸、体育

等板块活动于一体，通过举办全国规模和水平的活动，努力

把金沙滩文化旅游节办成具有全国影响和知名度的节庆活动

，使之成为青岛开发区对外开放和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 金

沙滩文化旅游节不断发展，逐步提高，不仅成为集中体现开

发区文化品位、开放意识和建设成就的文化盛会，成为青岛

地区知名的品牌性节庆活动，也是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大型

节庆活动。 每年的文旅节开幕式都会邀请到众多海内外著名

歌手、主持人、歌舞团等文艺界人士参加，使大家能够和这

些明星们见面。 1998年“金沙滩之夏”文化旅游周 1998 年本

着树立品牌性文化活动，为开发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社会环

境的宗旨，由开发区政府出资，于 7 月 17 日至 22 日，隆重推

出了98“金沙滩之夏”文化旅游周， 举办了开幕式广场舞表

演“奔向新世纪”暨水上音乐焰火晚会、沙滩雕塑邀请赛、

沙滩交谊舞大赛、沙滩排球比赛、沙滩足球比赛、沙滩健美



操大赛、沙滩电影放映、商贸一条街、黄岛民间剪纸艺术展

、首届“黄岛杯”全国书画大赛获奖作品展等 15 项活动，全

部活动都由区内各职能单位承办，以群众性自娱自乐活动为

主，大部分活动地点设在金沙滩，力求突出沙滩文化特色。

本届“文化旅游周”带有很强的探索性，但却出现了始料未

及的轰动，一周的时间吸引群众 20 多万人次，造成了“万人

空巷”、“大堵车”的局面，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999

年“金沙滩之夏”文化旅游节 1999 年 “金沙滩之夏”文化旅

游周更名为 “金沙滩之夏”文化旅游节 ， 8 月 7 日至 12 日在

金沙滩举行。共举办了开幕式暨“相约新世纪”大型歌舞演

出、商贸一条街、沙滩时装表演、沙滩卡拉 OK 大赛、名家

书画邀请展、沙滩足球比赛、沙滩电影晚会、沙滩地方戏曲

晚会、沙滩越野赛、 `99 澳柯玛“金沙滩之夏”文化旅游节抓

拍摄影展、闭幕式暨杂技晚会等 11 项活动。 本届“文旅节”

首次引入社会资金，由著名企业澳柯玛集团出资整体冠名，

与开发区政府联合主办；首次邀请了万山红、孔德成、郭冬

临、张大礼等国内知名演员、台湾著名艺人金超群及河北沧

州杂技团等参加演出，给开发区注入了新鲜的艺术之风，引

起开发区人热情的关注。 2000年“金沙滩之夏”文化旅游节 

于 2000 年 8 月 11 日至 17 日在行政中心创业广场举行。共举

办了开幕式暨国税之夜“走向世界”大型文艺晚会、开发区

房地产交易咨询大集、海鲜美食一条街、企业投资发展战略

报告会、“青啤迎宾馆杯”啤酒品饮比赛、沙滩健美操大赛

、开发区投资环境展示双语表演赛、闭幕式暨“黄电之夜”

世界经典电影主题音乐视听交响音乐会等 14 项活动。 本届“

文旅节”实现了四大突破：一是市场运做实现了突破，首次



完全采取市场运作方式，通过门票销售、广告招商、企业赞

助等筹措资金，开创了“政府引导，企业赞助，社会扶持”

的崭新办节模式。二是规模和档次实现了新突破，开幕式晚

会、闭幕式晚会实行了大制作，水平有了质的提高，邀请了

刘欢、宋祖英、零点乐队、孙晓梅、李维康等国内顶级演员

及中国歌舞团、宋江武校等著名团体参加演出，并首次在“

文旅节”期间设立了论坛板块活动。三是宣传效应实现了新

突破，首次由青岛电视台对开幕式晚会进行了现场直播，同

时节庆期间，共吸引了中央、省、市 50 多家新闻媒体来开发

区采访，节庆影响进一步扩大。四是综合带动效益实现了新

突破。 前三届“文旅节”可以说是尝试阶段，设施条件还不

完全具备（没有固定场所），从前期策划到组织实施全部由

开发区自己完成，运做方式由政府出资初步走向市场化运做

，节庆活动由群众自娱自乐发展到高水平的专业性演出，初

步形成了规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2001中国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 2001年 “文旅节”正式

定名为 "中国  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 于 8 月 4 日至 12 日在

金沙滩演出广场举行。共举办了开幕式暨 “ 这里通向世界 ”

大型综艺晚会、 2001 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中国预选赛暨首届金

沙滩模特大赛、全国马拉松邀请赛、横渡胶州湾、青岛经济

重心西移与开发区发展论坛、闭幕式暨 “ 今夜星光灿烂 

”2001 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中国预选赛暨首届金沙滩模特大赛

颁奖晚会等六大主体活动，以及 “ 浪漫金沙滩啤酒品饮大赛 

”、“新世纪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奔向新世纪妇女健

身操表演”“放歌新世纪青年歌手演本届“文旅节”是在青

岛经济重心全面移至开发区的大背景下举办，在前三届基础



上实现了跨越式飞跃。一是节庆品牌更加规范，提升定位、

重新命名、首次打出“国”字号牌，固定了办节时间即每年

8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并确定了“文旅节

”吉祥物“欣欣”，建设了固定场所 17000 多平方米的金沙

滩演出广场。二是“开放式办节、市场化运作”的路子进一

步拓宽，政府实现了“零投入”。三是活动规格大大提高，

首次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共同举办全国性活动，同时六大

主体活动均属青岛市首次举办。四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首

次由山东卫视对重要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并由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等 60 多家媒体 300 多名记者对“文旅节”进行

了立体性宣传报道。大批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如周叔

莲、杨启先、艾丰等，演艺界明星如李纹、毛阿敏、臧天朔

等，以及国家级运动员、名模、记者等走进开发区，使开发

区人大饱眼福、大开眼界，更使“文旅节”整体水平有了根

本性的提高，从一个区域性的活动，成为青岛市继啤酒节、

海洋节之后的第三个面向国内外的重大节庆活动，初步形成

了“东有啤酒节、西有金沙滩文化旅游节”的格局。唱会”

“夕阳红文艺晚会”等 15 项群众文体活动。 本届“文旅节”

是在青岛经济重心全面移至开发区的大背景下举办，在前三

届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飞跃。一是节庆品牌更加规范，提升

定位、重新命名、首次打出“国”字号牌，固定了办节时间

即每年 8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并确定了“

文旅节”吉祥物“欣欣”，建设了固定场所 17000 多平方米

的金沙滩演出广场。二是“开放式办节、市场化运作”的路

子进一步拓宽，政府实现了“零投入”。三是活动规格大大

提高，首次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共同举办全国性活动，同



时六大主体活动均属青岛市首次举办。四是影响力进一步扩

大，首次由山东卫视对重要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并由中央电

视台、《人民日报》等 60 多家媒体 300 多名记者对“文旅节

”进行了立体性宣传报道。大批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如周叔莲、杨启先、艾丰等，演艺界明星如李纹、毛阿敏、

臧天朔等，以及国家级运动员、名模、记者等走进开发区，

使开发区人大饱眼福、大开眼界，更使“文旅节”整体水平

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从一个区域性的活动，成为青岛市继啤

酒节、海洋节之后的第三个面向国内外的重大节庆活动，初

步形成了“东有啤酒节、西有金沙滩文化旅游节”的格局。

2002中国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 于 2002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10 

日在金沙滩演出广场举行。共举办了开幕式暨 “ 风从东方来 

” 大型文艺晚会、青岛开发区贯彻实施青岛经济重心西移战

略决策论坛、国际沙雕艺术大赛、全国沙排巡回赛青岛站比

赛、闭幕式暨 “ 相约金沙滩 ” 现代流行音乐会等五大主体

活动及“青岛开发区文化旅游项目洽谈推介会”“纪念中日

建交三十周年绘画交流大展”“隆祺嘉园杯光彩之星歌手大

赛”“百名记者看新区”“沙滩健身操表演赛”等 10 项群众

文体活动。 本届“文旅节”在风格上更加突出了沙滩文化、

海洋文化、旅游时尚文化，在内容上更加突出了国际性、开

发性、时代性和群众性的特点。开幕式晚会与中央电视台社

会专题部联办，邀请了台湾著名歌手姜育恒、大陆著名歌手

韩红、陈明、孙悦、羽泉、林依伦、谭晶、汪正正、程志、

祖海、付迪声、任静、索朗旺姆及著名主持人朱军、王小丫

等，除青岛电视台现场直播外，还相继在央视 2 、 4 、 9 套、

山东电视台等播出，在国内进一步引起关注；邀请知名词曲



作家创作的“文旅节”的节歌《相逢金沙滩》及开发区区歌

《让大海喝彩》拍成 MTV 在央视及青岛台播放，留下深刻印

象；国际沙雕大赛吸引了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使“文旅节”

国际性更加鲜明；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钟朋荣、上海经

贸大学教授刘光溪等 8 名知名学者及百余名记者前来开发区

，提升了论坛规格，扩大了开发区影响；基本成熟的市场化

运作，实现了“文旅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2003

中国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 于 2003 年 8 月 9 日至 8 月 15 日在

金沙滩演出广场举行。共组织举办了三大版块十一项活动，

即开幕式暨“激情飞扬”大型文艺晚会；闭幕式暨“大家一

起来、健身展风采”广场健身大赛颁奖文艺演出；全区环岛

越野长跑接力赛、“大家一起来、健身展风采”全区广场健

身活动、“夕阳风采”文艺演出、“海之韵”广场文艺演出

、全区中小学校园舞大赛、“畅想青春”民族音乐会、中外

经典电影回放暨沙滩电影晚会、“文旅节”活动摄影抓拍大

赛、“情系珠山”等系列群众文体活动。 本届“文旅节”因

受“非典”冲击，在办节宗旨、活动内容和组织运作上有较

大变化，主要依靠本区力量策划、组织和实施，更加突出了

群众性和参与性，大打健康牌和运动牌，着力营造健康、活

泼、奋发、向上的节庆氛围，达到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抗

击非典、加快建设的目的。同时采取“政府扶持、企业赞助

、社会参与”的新运作模式，所有活动均实行公益性、不售

票，开幕式晚会场地半敞开式，并设置 4 个大屏幕，吸引了

场内外观众 10 余万人，创历届新高，“文旅节”受到广大群

众的热烈欢迎。 “文旅节”举办了六届，虽然有了基本的节

庆规模，基本的运作模式，培育了基本的市场，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但要想成为全国的知名节庆品牌，具备更大的影

响力和美誉度，还需在定位、特性、内涵、主题活动、经营

摸式和发展目标等方面进一步探索、研究，进一步精心打造

。 2004中国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 2004年8月7～13日在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由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青岛

市黄岛区人民政府主办，2004中国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组

委会、青岛市黄岛区重大节庆活动办公室承办。以“招商引

资、推进发展”为主题，突出国际性、学术性、群众性的特

点。 8月7日晚，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滩演出广场举行

大型开幕式暨“瑞源之夏相约西海岸”大型文艺晚会，以“

相约西海岸”为主题，晚会共分为三大板块、5个篇章，分别

是序曲、创意西海岸、魅力西海岸、相约西海岸和尾声。港

台歌手任贤齐、梁咏琪、容祖儿、童安格，内陆歌手阎维文

、殷秀梅、爱戴、黄征、王蓉等参加了演出，中央电视台著

名节目主持人朱军、梁红主持了晚会。30余万观众参加了开

幕式。 期间，共举办了开幕式晚会、“挺进西海岸”发展战

略论坛、金沙滩环球美食风情游、“放歌西海岸激情广场大

家唱”、闭幕式暨全国“我最喜爱的卡通歌曲”评选颁奖晚

会等五大主体板块和17项群众文体活动。 活动期间，中央电

视台的3个名牌栏目、山东电视台、青岛电视台、山东人民广

播电台、青岛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科技日报》

、《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经济时报》、《大众日报》、

《青岛日报》、《青岛财经日报》、《青岛晚报》、《青岛

早报》、《招商周刊》等新闻媒体对节日进行了报道。 2005

年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 2005中国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的

重要活动板块《兴华之约相会凤凰岛大型文艺晚会》在金沙



滩激情唱响。一台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群星璀璨的大型沙

滩晚会让青岛西海岸充满无限欢乐，并与正在举办的青岛啤

酒节遥相呼应，使整个青岛市沉浸在了欢乐的节日气氛之中

。 兴华之约相会凤凰岛大型文艺晚会让金沙滩演出广场座无

虚席，广场外的金沙滩上，有很多游客在聆听文旅节的欢歌

。这台设计精美、主题鲜明、群星璀璨的晚会，突出了影视

文化、沙滩文化、海洋文化、旅游文化的主题。中外著名歌

星、影视明星的交相辉映，流行歌曲、影视金曲的相互竞唱

，使现场气氛一次高过一次。 晚会在大型歌舞《凤凰颂》中

开始，由著名主持人曹颖、雯卿等主持。今年是中国电影诞

辰一百周年，结合青岛打造“影视之城”的契机，本台晚会

以影视文化为主线，通过一些耳熟能详的著名影视歌曲，配

以主持人的介绍和舞台LED的经典镜头，使现场观众在娱乐

中领略到了中国电影百年的迷人魅力，为使凤凰岛打造影视

基地的做了铺垫和舆论的引导。而郭富城、刘若英、胡彦斌

、杨坤等著名演员的共同演绎，也使这一主题在现场观众产

生了更轰动的效应和更强烈的共鸣。同时，本台晚会还体现

了青岛开发区人众志成城、不畏艰辛，团结一心，共同抗击

台风“麦莎”的顽强拼搏精神，对为抗击台风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广大武警官兵、部队战士及社会各界群众表示诚挚的慰

问。 整台晚会雅俗共赏，美轮美奂。在演员邀请上考虑了不

同人群的需求，在节目安排上也强调雅俗共赏。在节目设计

上，有时尚的歌舞、有逗乐的小品、还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经

典影视歌曲，满足了不同层面的观众需求。而文艺节目中配

以的精美舞蹈、灯光、高清晰的LED显示以及绚丽的冷焰火

，将整个金沙滩装扮的流光溢彩，让每一位现场观众体验到



了美轮美奂的感官享受。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激情四射，高

潮迭起，观众热烈。特别是郭富城、刘若英、胡彦斌、杨坤

、等当红歌星登场和《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们的生

活充满阳光》等一首首经典的老歌唱起的时候，台上和台下

齐动，演员和观众同唱，欢乐、激动、火爆的气氛传遍金沙

滩的每个角落，感染着每现场一位观众。整台晚会充分体现

了青岛开发区“建设全国最好开发区”的目标追求。展示了

“挺进西海岸”战略实施4年来，青岛开发区三个文明建设取

得的辉煌成就，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伴随着气势恢弘的

大型歌舞《相逢金沙滩》，在流光溢彩的焰火的装扮下，在

数万名现场观众陶醉和激动的呐喊声中，晚会降下帷幕。

2005年金沙滩文化旅游节闭幕式暨首届华语网络歌曲排行榜

发榜仪式在金沙滩演出广场举行，庞龙、杨臣刚、香香、唐

磊、东来东往等炙手可热的网络歌手都出现在颁奖晚会上，

并现场飙歌一决高下。 组委会不仅请来了知名娱乐主持人李

霞、梁咏斌主持晚会，更邀请了邰正宵、罗百吉、李翊君、

文章、孙耀威等港台知名歌星，与庞龙、杨臣刚、香香、东

来东往、唐磊等当红网络歌曲先锋现场助兴，《老鼠爱大米

》、《两只蝴蝶》、《猪之歌》、《丁香花》、《大话西游

》、《习惯》、《风中的承诺》、《雨蝶》、《烛光》、《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千纸鹤》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在当

晚金沙滩的上空原音重现。 2006中国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 

相会凤凰岛，欢聚沙滩。7月15日晚，青岛开发区金沙滩演出

广场沉浸在一片欢乐、热烈的浓郁节日气氛中。2006中国青

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在这里隆重开幕。 市领导张若飞、蔡伦

斌、王文华、姜杰、孔心田、韩建华等与5万名来自社会各界



的群众共同观看了开幕式盛况。 开幕式在大型歌舞《新凤凰

涅磐》中拉开帷幕。整台晚会富有激情，高潮迭起，观众热

烈。特别是张娜拉、林俊杰、王力宏等当红歌星登场的时候

，台上和台下齐动，演员和观众同唱，欢乐、激动、火爆的

气氛传遍金沙滩的每个角落，感染着每现场一位观众。伴随

着气势恢弘的大型歌舞《相逢金沙滩》，在流光溢彩的焰火

的装扮下，在十万名现场观众陶醉和激动的呐喊声中，开幕

式晚会降下帷幕。 精彩的启幕之后，2006中国青岛金沙滩文

化旅游节全面启动，青岛西海岸为期一周的欢乐序幕也由此

拉开。除开幕式暨“兴华之约相会凤凰岛”大型文艺晚会外

，文旅节精心策划的其他主题板块：全国沙滩排球赛、凤凰

岛嘉年华以及闭幕式暨“龙飞凤舞”大型民族歌舞晚会，在

接下来的一周里延续精彩。 今年，文化旅游节还策划了20项

群众文化活动，包括全国民间剪纸艺术邀请展、十大民间艺

术家评选暨民间艺术展演、沙滩足球赛、K歌大赛、原创歌

曲演唱会等等，内容丰富多彩，群众参与性强，把文旅节办

成“群众文体活动的大展示、各单位形象和资源的大推介、

群众对文体活动的大参与”的群众性盛会。"#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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