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景点简介 

1.崂山 

 

 

崂山位于青岛市东部的崂山区，是山东半岛的主要山脉，最高峰崂顶海拔 1133 米。崂山耸

立在黄海之滨，古语云：“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山海相连、山光海色是其特色。崂山是全

国唯一在海边拔地崛起的山脉，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传说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来此求仙。

这座道教名山，以聊斋中的《崂山道士》名闻天下。山上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全山有上千

名道士。著名的道教人物丘长春、张三丰等都曾在此修道。崂山石为顶级石料，人民英雄纪念碑

就是崂山石。崂山景区主要包括巨峰、流清、太清、棋盘石、仰口、北九水和华楼几个游览区。

其中，流清——太清——棋盘石——仰口在同一个游览线上。这些景区的风光：巨峰旭照、龙

潭喷雨、明霞散绮、太清水月、海峤仙墩、华楼叠石、九水明漪等共同组成崂山十二景。  



 

2.栈桥 

 

 

青岛栈桥，俗称前海栈桥、南海栈桥、大码头。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海滨，青岛湾北侧，

被视为青岛市重要标志。是青岛最早的军事专用人工码头建筑。德国侵占青岛后，栈桥成为

货运码头 。 栈桥南端建有双层飞檐八角亭阁——“回澜阁”，游人漫步于栈桥海滨，可见

青岛新月型的城市轮廓，栈桥似长虹卧波，回澜阁熠熠生辉。 远处，小青岛上白色的灯塔

亭亭玉立。 东侧和北侧，红瓦绿树交相辉映，各式建筑参差错落的分布在海岬坡地之上。

西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紧靠海岸拔地而起，壮丽恢宏。 沿岸的防波堤由花岗岩垒砌，高



 

出水面 10 余米。涨潮时，惊涛拍岸，激起簇簇雪白浪花，引来无数游人观看；潮退后，赭

色岩礁和金色沙滩露出水面，海滩上满是赶海拾贝的游人。每逢风平浪静之时，成千上万只

海鸥自由地翱翔，使美丽的青岛湾充满了勃勃生机。 栈桥两边有铁链护栏和莲花路灯。栈

桥的尽头建有三角形防波堤，呈"个"形，以减弱风浪的冲击。最南端处筑有一座钢筋混凝土

双层双檐琉璃瓦覆顶的八角亭——回澜阁。栈桥的西厢，因风浪有了栈桥的阻拦，蔚蓝的

海洋，显得平静柔和。盛夏季节里这里的第六海滨浴场，游者云集。 栈桥有着一百多年的

历史，她既目睹了青岛的屈辱岁月，也见证了青岛的建设与发展。1891 年清政府下诏书在

青岛（时称胶澳）建置。1892 年清政府派登州总兵章高元带四营官兵驻扎青岛，为便于部

队军需物资的运输，建了两座码头，其中一座就是现今的栈桥，长 200 米，宽 10 米。该码

头原称谓很多，有海军栈桥、前海栈桥、南海栈桥、李鸿章栈桥、大码头等。另一座位于总

兵衙门前方的“衙门桥”长 100 米，宽 6 米，亦称“蜗牛桥”。这两座码头都是中国工程师

自己设计的，是青岛最早的码头。 回澜阁阁顶覆以黄色琉璃瓦，周围有 24 根圆形亭柱，

阁占地 151 平方米，总建筑面 340 平方米，阁内为两层圆环形亭堂，中央有 34 级螺旋式

阶梯，登楼远眺，前海景色尽收眼底，即为青岛十景之一“飞阁回澜”。 

3.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与汇泉广场一路之隔，公园三面环山，南向大海。园内林木繁茂，枝叶葳蕤。

林木与公园的四时花木连为一体，树海茫茫，郁郁葱葱。“东海花海”是青岛十景之一，指

的就是每逢“五一”前后的 20 天，中山公园内一年一度的樱花盛会。樱花花期在 4-5 月，

公园樱花路两侧，数千株樱花齐齐盛放，花团锦簇，灿若云霞。期间，桃花、牡丹、杜鹃等

也竞相绽开。此时，青岛人几乎倾城而出，樱花路上人潮如涌，万头攒动。此外，一年一度

的夏季灯会、深秋菊展也是中山公园的一大盛事。园内还有省园博会保留下来的雕塑及青岛

欢动世界等游乐设施，适合带孩子的游客。 

4.五四广场 

 



 

 

五四广场建于 1997 年，北依青岛市市政府办公大楼，南临浮山湾，位于东部新区，因

纪念青岛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索而得名。 有大型草坪、音乐喷泉，以及标志性雕塑“五

月的风”，后者以螺旋上升的风的造型和火红的色彩，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

的爱国主义基调和张扬腾升的民族力量。 露天广场由半圆形四级观众看台和圆形露天舞台

组成，舞台下的地下室是五四广场的办公室和总控制室。每当节假日及重大活动时，露天舞

台上会举行各种演出。 广场由市政厅广场、中心广场、海滨公园三部分组成，极富时代精

神，集纪念性、集会、休闲、娱乐、游览、观光于一体。在五四广场海滨，可以饱览浮山湾、

燕儿岛、太平角等景观。2008 年奥运会水上帆船比赛场地就选在浮山湾和燕儿岛。 中央

电视台等单位为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拍摄制作的以五四广场，特别是“五月的风”主题雕

塑为背景的专题节目面向国内外播放后，五四广场在国内外广为人知。 五四广场还获得过

国家市政工程最高奖-金杯奖、国家建筑工程最高奖-鲁班奖。 整个景区的氛围显得宁静典

雅、舒适祥和，已成为新世纪青岛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5.奥帆中心 



 

 

青岛国际帆船中心坐落于青岛市东部新区浮山湾畔，北海船厂原址，毗邻五四广场和东

海路。2008 年第 29 届奥运会和 13 届残奥会帆船比赛的所有必备设施，目前全部还位于场

馆区内。想象一下，当时比赛的场景一定相当壮观。结缘奥帆赛，青岛又因此多了个称呼：

中国的帆船之都。景区内有两大形象建筑，一个是巨大的奥运祥云火炬雕塑，另一个是场馆

前的帆船雕塑建筑。举目而望，还有各国国旗在半空迎风飘扬，更显壮观大气。在这里，你

可以欣赏到赛事举办的设施，乘游艇游览海上青岛，晚上还能在情人坝酒吧街开怀畅饮……

但最美之时还属晚上，灯光璀璨，霓虹斑斓，显尽魅色。 

6.第一海水浴场 

 



 

 

青岛第一海水浴场位于山东青岛市汇泉湾内，拥有长 580 米，宽 40 余米的沙滩，曾是

亚洲最大的海水浴场。 这里三面环山，绿树葱茏，现代的高层建筑与传统的别墅建筑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景色非常秀丽。海湾内水清波小，滩平坡缓，沙质细软，作为海水浴场，自

然条件极为优越。 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曾称汇泉海水浴场)建于 1901 年。这里是青岛海滨风

景区的精华所在，呈半月形，面广沙平，既无暗礁隐壑，又无旋涡狂涛，水域面积为 580

米×500 米。浴场建成之初，专供外国人入浴，中国人不得入内，每年入浴者仅 100 人左右。 

1914 年，浴场对国人开放，入浴者逐渐增多。从 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浴场陆续增添了一

些设备，有官建的、民建的 10 多间木板房(更衣室)、备有浮台、简易跳台、舢舨、救生圈。 

7.八大关 

 



 

 

八大关景区位于山东青岛市南区，是最能体现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特点的风景

区。 所谓"八大关"，是因为这里有八条马路（现已增到十条），是以中国古代著名关隘命名

的。解放前，这里是官僚资本家的别墅区。如今，是中国著名的风景疗养区，许多国家领导

人及重要的国际友人，曾在这里下塌。“八大关”的建筑造型独特，汇聚了众多的各国建筑

风格，故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 八大关景区面积 70 余公顷，十条幽静清凉的大路

纵横其间，其主要大路以我国八大著名关隘命名，即韶关路、嘉峪关路、函谷关路、正阳关

路、临淮关路、宁武关路、紫荆关路、居庸关路。“八大关”的特点，是把公园与庭院融合

在一起，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四季盛开的鲜花，十条马路的行道树品种各异。如韶关路

全植碧桃，春季开花，粉红如带；正阳关路遍种紫薇，夏天盛开；居庸关路是五角枫。秋季

霜染枫红，平添美色；紫荆关路两侧是成排的雪松，四季常青；宁武关路则是海棠……从春

初到秋末花开不断，被誉为“花街”。近年在八大关东北角又新植了一片桃林，成为春季人

们踏青的又一好去处。西南角则绿柏夹道，成双的绿柏隔成了一个个“包厢”，为许多情侣

们所钟爱，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爱情角”。 这里集中了俄、英、法、德、美、丹麦、希腊、

西班牙、瑞士、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西部是线条明快的美国式建筑“东海

饭店”；靠近第二海水浴场，是解放后新建的汇泉小礼堂，采用青岛特产的花岗岩建造，色

彩雅致，造型庄重美观；再加上一幢幢别具匠心的小别墅，使八大关有了“万国建筑博览会”

的美誉。 



 

8.极地海洋世界 

 

极地海洋世界位于青岛东海东路，石老人旅游度假区南面，东起雕塑园，西至海洋娱乐

城，背靠青山，三面临海。它是在原青岛海豚表演馆的基础上投资兴建的集吃、住、行、游、

购、娱为一体，以海洋公园为主题的大型开放式旅游项目。 是目前国内最大、拥有极地海

洋动物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的场馆。主要展示南、北极海洋动物，可以在模拟极地环境中观

赏到白鲸、海象、北极熊、企鹅等珍稀的极地动物，还可以欣赏这些大型海洋哺乳类动物的

精彩表演。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的海洋动物馆的极地大厅，内拥有 36 个展馆，其中极地海

洋动物馆为核心部分，虽在室内，并无局限之感，中间部分上下贯穿，可乘扶梯到达二楼。 

在模拟的极地环境中，冰雪溶洞、爱斯基摩人雪屋等极地景象随处可见，在海兽混养池，游

客们可以观赏珍稀的极地动物，并参加到拍照和喂食活动中去，令人充分发挥想象力。 国

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授予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极地科普教育基地”荣誉称号。 



 

9.青岛啤酒博物馆 

 

 

 



 

古老的珍贵典藏和现代设计的青岛啤酒博物馆，作为百年青岛啤酒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青岛啤酒博物馆集青啤的发展历程、深厚的文化底蕴、先进的工艺流程、品酒娱

乐、购物为一体，成为国内首家啤酒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展出面积为 6000 多平方米，

分为百年历史和文化、生产工艺、多功能区三个参观游览区域。 其集青啤的历史发展历程、

深厚的文化底蕴、先进的工艺流程、品酒娱乐、购物为一体，为国内首家啤酒博物馆。 青

岛啤酒以清亮透明、口味香醇爽口而享誉中外。 

10.石老人海水浴场 

 

 

石老人海水浴场位于崂山区海尔路南端，大唐渔宴以东，是青岛市区最大的海水浴场之

一，浴场全长达 3 公里，石老人海水浴场，左端海中巨石即为“石老人”，成为集度假、观

光旅游、海上运动、沙滩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海滩。 石老人是我国基

岩海岸典型的海蚀柱景观。千百万年的风浪侵蚀和冲击，使午山脚下的基岩海岸不断崩塌后



 

退，并研磨成细沙沉积在平缓的大江口海湾，唯独石老人这块坚固的石柱残留下来，乃成今

日之形状,从西北方向望去，这块海中奇石极像一位老人，惟妙惟肖，有关这块奇石的一个

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也吸引了许多游人来此观赏。 相传，石老人原是居住在午山脚下的一个

勤劳善良的渔民，与聪明美丽的女儿相依为命。不料一天女儿被龙太子抢进龙宫，可怜的老

公公日夜在海边呼唤，望眼欲穿，不顾海水没膝，直盼得两鬓全白，腰弓背驼，仍执著地守

候在海边。后来趁老人坐在水中拄腮凝神之际，龙王施展魔法，使老人身体渐渐僵化成石。

姑娘得知父亲的消息，痛不欲生，拼死冲出龙宫，向已变作石头的父亲奔去。她头上插戴的

鲜花被海风吹落到岛上，扎根生长，从而使长门岩、大管岛长满野生耐冬花。当姑娘走近崂

山时，龙王又施魔法，把姑娘化作巨礁，孤零零地定在海上。从此父女俩只能隔海相望，永

难相聚，后来人们把这块巨礁称为“女儿岛”。 

11.信号山 

 

 



 

早在德国占领时期，山顶上曾建立了当时青岛的第一个无线军用电台，而公园即由此得

名。整座山的形状像个圆锥形，岩石巍峨，是老市区里最有气魄的山头。 山顶上的三个深

红色蘑菇状的建筑物居于青山翠柏之中，虽看着有些唐突，但这已经成为青岛市的标志性景

观，且经常会出现在代表青岛的明信片或是宣传手册上，这个以欧式风格规划建设的公园因

山得名，即信号山公园。若是个晴朗的日子，等到半傍时分，站在信号山公园的山顶上，当

晚霞把迎宾馆的建筑映得通红时，便成就了青岛新十景之一的“红楼暮霞”。 

12.湛山寺 

 

湛山寺位于中国名城青岛，在建筑物最美的区域----市南区内，依山面海，景象特佳。

自 1934 年由佛界居士募集资金开始兴建，是年秋，“西方三圣殿”落成，举行开光典礼，

至 1944 年山门建成，绵历十年。为中国最年轻之名刹。 湛山寺属佛教天台宗，首位主持

为当代名僧炎虚创办湛山寺佛学院，海内高僧飞锡而来，弘一大师宏开经筵，十方佛子华聚，



 

善男信女群集，一时盛极，遐遥著称。八十年代以来，欣逢盛世。政府拔款，重修梵宇琳宫，

金碧辉煌。湛山寺法运昌隆，梵行庄严，中外善信倾注心皈向，再创历史之鼎盛，增时代之

光辉。 湛山寺倚山而建，从山门到藏经楼共四进，皆仿明代宫殿建筑，明柱外露，木石结

构。全寺占地 200 余亩。分中、西、东三个院落。中院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藏

经楼。寺西院有炎虚法师纪念堂、三学堂和斋堂。东院设有安养院和素香斋，供老僧颐养天

年及宾客食宿。寺东南有药师琉璃光如来宝塔，与寺相辉。 湛山寺前蓄山泉之水而成放生

池，池畔有兰亭，白玉观音菩萨立于池中，白玉栏杆护清波，水天一色洗尘埃。山门前一对

石狮，肃立法门，石狮雕琢精细，系明代青州衡王府遗留的珍品。 

13.天主教堂 

    

耸立于千楼万宇之间，十分庄严肃穆，这就是著名的“圣弥爱尔大教堂”，人们习惯称

其为天主教堂，是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建于 1872 年，是青岛地区最大的哥特式

建筑，同时也是基督教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直到 80 年代都是青岛最高的建筑。教堂内有中

国最大的管风琴，后在文革中被破坏，而后经德国捐助重建，现在到这里的游客如果运气好

还能赶上教堂举办的管风琴音乐会。 

14.中山路 



 

 

 

青岛的中山路是一条有着百年历史、闻名全国的商业街，曾经是青岛的“名片”，也可

以说是青岛商业的“母脉”。这条南接著名的风景名胜--栈桥，北接老青岛著名的“大窑沟”

约 1500 长、呈南北走向的商业街创始于 1897 年德国占领时期，原分为两段，南段是栈桥

至德县路，名斐迭里街，属德国等欧美侨民居住地，史称“青岛区”，也叫“欧人区”；北段

自德县路至大窑沟，属国人居住的“鲍岛区”，也称“华人区”，俗称大马路 1914 年开始，

日本取代德国对青岛进行了 8 年的殖民统治，这条路改名为静冈町，至今还留下了日本商

号的一些遗迹。1922 年中国收回青岛，则更名为山东路。1929 年 5 月 22 日为纪念孙中山

先生，改名为中山路。沦陷时期改为山东路，抗战胜利后又复名中山路，直到现在。作为曾

经与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齐名的老青岛著名的商业中心，这里有着许多著名的老字

号商铺，如“盛锡福”鞋帽店、曾经香满四溢的“春和楼”、家喻户晓的“宏仁堂”大药房、

百年老店“福生德”茶庄，当然还有名冠中华的“亨德利”钟表店。 以山东大戏院、中和

戏院等为首的众多戏院、影院则是老青岛人娱乐生活的聚集之地。劈柴院作为青岛民俗文化



 

的发源地之一，里面更是各类民间艺人云集，说唱杂耍热闹非凡，著名相声大师马三立也是

在此崭露头角。1932 年，年方 18 岁的马三立来青岛闯江湖，与刘宝瑞搭档，演出了《对

对字》、《大上寿》等段子，很受欢迎。以后，他成了相声大师。1984 年他来青岛出席会议，

专程到劈柴院寻访旧地。劈柴院是青岛著名的小吃街，有经久不衰的“国足臭豆腐”、青岛

十大名吃“王姐烧烤”的发源地、传统的“劈柴院锅贴”、地道的“老青岛沙锅”，当然还有

最具青岛特色的“海鲜烧烤”。如果你是戏剧迷，那么“江宁会馆”是不二选择，传统老式

的茶艺、青岛风味小炒、更有青岛当地戏剧“柳腔”、“茂腔”等的真人演出。劈柴院极具青

岛的风俗特色，很好的诠释了青岛的民风、民俗。 

15.金沙滩 

 

 

金沙滩位于山东青岛市黄岛区黄海之滨，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 3500 多米，是我国

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号称“亚洲第一滩”。 金沙滩景致怡人，海滨休闲、

娱乐、餐饮、运动、咨询服务等各项旅游功能应有尽有。可观海景、做沙雕、放风筝、逐波



 

踏浪、乘坐电瓶车游览沙滩岸线、或者乘沙滩飞机、坐快艇、蹬水上自行车、开气垫船、坐

摩天环车，还可体验水上步行球、旋转木马、海盗船、气垫儿童乐园等丰富的游乐项目。 金

沙滩有青岛最美的海滩和波涛，金沙滩东侧临山敞开的喇叭型，让从黄海上吹来的强劲海风

在这里掀起的浪涛总是三五成群涌上海滩，让狭长海滩显得格外壮观。 金沙滩有三宝，海

参，鲍鱼和螃蟹。金沙滩的三宝个大肥美，营养高，据说，吃了之后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这

种说法是否准确还待科学鉴定，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金沙滩周围的居民都长寿，80 多

岁以上的老人随处可见，而且体魄康健，耳聪目明。 

16.海军博物馆 

 

海军博物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创建，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全面反映中国海军发展的军

事博物馆。海军博物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海军博物

馆坐落于青岛市莱阳路八号，东邻鲁迅公园、西接小青岛公园与栈桥隔水相望、南濒一望无



 

际的大海、北面是著名景点青岛信号山公园，占地四万多平方米。 2005 年 3 月被中宣部、

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等十三部委评定为全国首批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08 年 5 月

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海军博物馆已建成室内展厅、武器装备展区、海上展

舰区三大部分。室  水上飞机 内展厅分中国人民海军史展室、海军服装展室、礼品展室，

总面积 1100 余平方米。中国海军史展室展出了古代海军史、近代海军史和人民海军史。通

过大量史料，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海军的起源、发展及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

海军服装展室，主要展出人民海军自 1949 年诞生以来各个时期装备的制式服装、军衔肩章、

勤务符号、进行特种作业的装具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海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

设的进程。 在海军服装展室中，比较重要的展品有：海军首任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大将生前

穿过的海军大将礼服以及其他办公、生活用品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海军副司令员邓

兆祥将军捐赠的 55 式海军将官礼服及其它制式服装。礼品展室，展出了 60 多个国家的军

队赠送给我人民海军的各种珍贵礼品 300 余件，其中比较重要的展品有：1957 年 11 月苏

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海军大将赠送给前去访问的肖劲光海军大将的苏

联海军军官佩剑；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赠送给我东海舰队的珍贵礼品──一段布满弹片的上甘

岭枯树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