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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通讯员
孙志宏）对每个中国家庭来说，年夜饭几乎是一
年中最重要的盛宴了。无论是风尘仆仆归家，还
是响应倡议原地过年，我们一年来的辛苦与奔
波，都能在年夜饭中得到慰藉。在迎接红运当头
的“牛年”之际，当然少不了同样寓意“红红火火”
的张裕解百纳。

百搭的美酒 浓浓的中国年味

中国人的年夜饭，菜肴向来丰盛。美酒佳
肴，才是绝配。葡萄酒凭借与生俱来的时尚、健
康属性，正登上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的餐桌。法
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就曾说过：

“葡萄酒是世界上最健康、最卫生的饮品。”
1991年，法国科学家Serge Renaud首次确定
了葡萄籽中含有重要的抗氧化物质OPC，认为

喝红酒具有潜在的保护心脏之作用。2015年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研究发现，红白葡萄酒均
对摄入者的心脏有好处：红酒能显著提升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白葡萄酒能更好地控
制血糖。

作为诞生于1931年的中国第一瓶干红，张
裕解百纳果香浓郁，口感柔顺，余味悠长，更适合
中国人的口感与菜系。

近 日 ，法 国 世 界 名 酒 网 站 (Vins du
Monde)发表的《用哪一款酒来庆祝中国春节》，
对张裕解百纳干红如此描述道：“这款葡萄酒优
雅且充满力量感，展现了红色水果香气与香料类
香气的完美平衡，单宁柔顺，酸度及结构感很
好。不管是红肉白肉，还是辛辣的中国菜——如
宫保鸡丁，与解百纳搭配都会很合适。”曾多次到
访中国的世界侍酒大师方克·卡默，对中国美食

与美酒的搭配具有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像第九
代张裕特选级解百纳这种果香很浓郁，还带有一
丝辛辣香气的酒款，能够很好地中和火锅中的辣
味，带来更丰富的风味。”

以硬核品质拿下“全球葡萄酒盲品赛”冠军

2020 年 11 月，在全球权威媒体 Drinks
Business于伦敦举办的“全球最畅销葡萄酒品
牌盲品赛”上，张裕解百纳以90分的成绩夺得冠
军，打败了法国木桐嘉棣、西班牙桃乐丝、美国嘉
露家族庄园、智利干露红魔鬼、美国蒙大维木桥
等一众世界著名的畅销品牌。

世界葡萄酒大师Patrick Schmitt MW表
示：“这场大赛的结果意义非凡。一方面，它证明
中国张裕可以大规模地生产出优质的葡萄酒。
另一方面，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喝的第一

瓶葡萄酒很可能就是张裕解百纳。这意味着张
裕解百纳在引入更多新葡萄酒消费者这件事上，
担负着无比重要的角色。在名牌林立的大众葡
萄酒消费市场，张裕解百纳这瓶中国葡萄酒更值
得摆在零售的货架上。”

凭借九代传承的匠心品质，张裕解百纳目前
已出口至全球30个国家，进驻欧洲5000多家卖
场销售，全球销量累计突破5.6亿瓶，成为飘香全
球的“中国风味”。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顿年夜饭。在这难得的
欢聚时光中，张裕解百纳希望助您在快节奏的生
活中慢下来，与亲朋好友享受从口腹到精神的全
放松。佳肴相伴，美酒助兴。欢迎致电烟台中芝
酒业团购热线400-100-9816，即刻为团圆家宴
增添一份年味。

酒香味更浓
年夜饭“醉”佳搭档就选张裕解百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健）作为当年朝阳街上最负盛名的
洋行，盎斯洋行曾引进山东省第一
台X光机，并以花生、花边贸易名
噪一时。而今，洋行旧址引入山东
首家米其林星级餐厅乔尔·卢布
松。开街首日，众多市民、游客纷
纷慕名前来，一睹米其林美食“真
容”。

身为美食史上的一代传奇，
此前乔尔·卢布松在全球开设的
10余家餐厅，先后斩获33颗米其
林星星，2016年内地首家门店在
上海外滩38号开业仅半年，便被
评为米其林2星，无愧业内公认的

“摘星神厨”。而今，这座当年开
营商、外贸、科技诸多风气之先的
地标性建筑，在修复了清水石墙、
朱红窗棂之后，以惊艳如初的“颜

值”，迎来纯粹的法国味道，也令
洋溢于朝阳街上的酒香愈发醇
浓。

除去令人心动的创意美食，乔
尔·卢布松别致的外景，亦在朝阳
街上独树一帜：一组由斟满红酒的
高脚杯组成的主题雕塑，伴随着主
题音乐，仿若翩然起舞，摇曳生
姿。这组雕塑自带灯光、音乐，甚
至还可以和游客互动，烘托朝阳街
的醇厚酒香，着实“酒不醉人人自
醉”。身为朝阳街街心的醒目景
观，这组流溢着馥郁美酒的雕塑，
再鲜明不过地揭示朝阳街未来的
定位——弥散式的红酒街区为特
色，以文旅+红酒产业为核心IP，打
造融合历史文化、商业活动、休闲
娱乐、精品旅居为一体的综合性旅
游目的地。

昨日，芝罘区朝阳街主街、所城里十字大街同时开
街，两处历史文化街区重现昔日风采，解锁不可复制、充
满人文情怀的新体验。百年前，这里车水马龙、商贾云
集；百年后，这里重构业态、游人如织。

老街新貌，传承的是烟台深厚的历史底蕴。修葺一
新的朝阳街和所城里大街，不仅承载着烟台对老街区的
敬意与使命，更宣告了烟台面对街区保护与创新改造的
两大挑战交出了满意答卷。老街里，有烟台几代人的回
忆，这里是烟台文化的根，这里是烟台衔接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重要纽带。

保旧创新，既矛盾又一脉相承。老街开门迎客，无
疑是芝罘区和烟台市的文化“大事件”。首先，芝罘仙境
项目就凝聚着城市智慧，是烟台市委、市政府推出的集
民生保障、综合配套、文旅开发为一体的国际级大型文
旅综合体项目，承载着创建文化旅游精品、推动文化产
业发展和提升旅游吸引力的重任，涵盖崆峒岛、烟台山、
芝罘湾、朝阳街、所城里的“五位一体”项目。

其次，作为“五位一体”中的重要两极，朝阳街主街、
所城里十字大街的同时开街，不仅意味着全省罕见的保
存范围之广的历史文化街区，焕然一新面对世人，更意
味着烟台写就了大面积文物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范
本。更关键的是，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
护一系列讲话和批示精神的积极努力和探索，这亦是对
烟台历史和文化的有效传承。

对一座城市而言，老街区就如同写满历史的镜像，
串联的是历史、现在和未来。而烟台老街区的魅力，在
于各有各的性格，传承的是胶东文化特有的烟台风格和
风采。

站在当下看历史，站在街头凝望未来。历史的街
区，不仅是老街的历史，更有衔接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密
码。以朝阳街而言，这条始建于1872年、南北走向的大
街，是近代烟台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如今，新的朝阳街
规划以弥散式的红酒街区为特色，以文旅加红酒产业为
核心，形成集商贸旅居、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红酒
文化IP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

过去是当下的历史，当下是未来的过去。中西合璧
的朝阳街，古朴迷人的所城里，这里有烟台的味道，这里
有历史的味道，这里有文化的味道，这里更有人间的烟
火气，有现代时髦的气质，古今交融，新旧相宜，真是美好。

老街开门迎客，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始，注定将开启新的历史
大门，将引领人们尽情穿梭在属于烟台的历史和文化之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
晋）朝阳街、所城里两大历史文
化街区昨天正式开街。市文旅
局筹备策划了四大活动和五条
主题线路，让市民逛得舒心玩得
开心。

昨天上午8点，“烟台文旅云”
和“支付宝”平台，发放的100万元
烟台文旅新春惠民消费券引爆朋
友圈。记者了解到，消费券的有效
期至2月28日24:00，分为10元、
20元、50元三种面额，单笔消费50
元以上可一次性全额使用10元面
额消费券；单笔消费80元以上可
一次性全额使用20元消费券；单
笔消费150元可一次性全额使用
50元面额消费券。消费券可用于
400多家景区、饭店、餐馆、影剧

院、书店、滑雪场等，也包括贰麻酒
馆、荣祥海鲜、京煊涮肉等20余家
两街区商户。

与开街启动仪式同步开启的
2021“感受古韵 品味时尚”芝罘
仙境新地标探街打卡直播活动，直
击开街现场，让不能第一时间到现
场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们“云”看开
街盛况，见证百年老街变身时尚

“网红”街区。
同时，围绕朝阳所城文旅新地

标，推出了朝阳街开埠风云之旅、
所城文化寻根之旅、葡萄酒城探秘
之旅、胶东民俗体验之旅、博物致
知博物馆奇妙之旅“芝罘仙境古城
文化游”5条主题线路。并在所城
里北门里街特别策划举办烟台非
遗精品展演。

老街新生，一城繁华
朝阳街、所城里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昨天正式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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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打卡“摘星神厨”！
山东省首家米其林餐厅落户朝阳街

100万文旅消费券、直播打卡、非遗展演……

烟台文旅助力朝阳所城开街

这是两条老街的新生。重点建筑的
修缮，业态布局的重构，留住了烟台人的
记忆与乡愁；

这是一城百姓的期盼。特色酒吧群、
时尚潮牌、餐厅酒馆、非遗项目“组团”亮
相，一手是百年历史的沉淀，一手是触手
可及的繁华；

这是一座城市的献礼。改造后的朝
阳所城街区集历史文化保护和展示、旅游
观光、休闲娱乐、居住商贸等功能于一体，
为这座城市增添新的神韵。

新岁更迭，城市更新。昨天，朝阳街
主街和所城里十字大街开街。传统与现
代的碰撞，烟火与诗意的相融，带给两条
街新生，带给一座城活力。

古街新生，又见那抹风韵

迎着冬日朝阳，一脚踏入芝罘区朝阳
所城街区，便也踏入了恢弘的历史变迁之
中。朝阳街大门和所城里宣化门内，烟台
人魂牵梦萦的那抹神韵，回来了。

2019年两条老街蝶变的大幕拉开——
朝阳街、所城里两大历史文化街区建筑、
院落修缮工作全面启动。截至去年底，两
大街区市级文物保护建筑、不可移动文
物、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一般提升改造

建筑等 69 栋
完成修缮，全
部 建 筑 秉 承

“修旧如旧”原
则，突出历史
价值和历史风
貌，复还历史
的温度。

宣 化 门
里，44栋修旧
如旧的院落，
静静诉说着曾
经的辉煌。

看，那青
砖 黑 瓦 的 院
落、古色古香
的门牌，穿行
其中，恍惚间
回到了卫所古

城；听，胶东大鼓和古琴悠扬奏响，时光仿
佛都慢了脚步……600年前，奇山所城源
起胶东文化根脉，民俗非遗的味道成为烟
台人的独家记忆。如今，风韵重现。所城
里以卫所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紧紧围
绕传承胶东文化根脉，弘扬百年烟台历史
风貌的核心。修建所城里西城门城墙，重
塑专属于烟台城市回忆的精神堡垒。引
入胶东大鼓、古琴、泥塑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体验项目，搭建一个良性互动平台，让
胶东特色文化更贴近市井街巷。

朝阳街大门轻启，主街惊艳亮相。景
砚、锦章、德顺兴等老品牌诉说着历史，葡
萄、红酒杯、橡木桶等互动式景观连接着
未来，还有那鲜花美酒音乐，让整条街充
满着迷人的魅力。

朝阳街上每一栋建筑，都有一个故事
说给你听。朝阳街北首1912年曾迎来孙
中山先生下榻，发表事业兴邦演讲、为张
裕题写“品重醴泉”的克利顿饭店，如今

“物归旧主”，以张裕葡萄酒餐厅的崭新业
态，将伟人足迹“原景重现”。

走进朝阳街，街头至街尾设置了5组
红酒IP主题的雕塑，原盎斯洋行旧址前，
是一组摇曳生姿的红酒杯主题雕塑，而酒
桶、葡萄、开瓶器等市民分外熟稔的红酒文
化载体，也化身为各式雕塑。1872年，朝
阳大街在烟台山南麓初建，自此见证着烟
台开埠至今的繁华过往，成为港城开埠文
化的根脉所在。朝阳街的复兴打造围绕
红酒文化IP，塑造烟台独特的万国摩登休
闲街区。筑造国内领先的红酒主题互动
场景雕塑群，丰富街区体验。

所城里是烟台这座城市的根脉，朝阳
街是烟台开埠文化的象征，两个街区记载
着烟台人的记忆与乡愁，传承着烟台历史
的文脉与基因，共同构筑起烟台的城市之
魂、文化之根。

拥抱繁华，一城活力尽现

在乔尔卢布松的餐厅里体验
米其林星级料理；在孙中山曾下榻
过的克利顿饭店共品一杯张裕葡
萄酒；在贰麻酒馆静静听完一首民
谣……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烟火与

诗意的相融，带给两条街新生，带给一座
城活力。

在文保建筑保护的基础之上，朝阳、
所城街区围绕开埠、红酒、非遗等主题元
素，以中西合璧、万国摩登的风格将浓重
的历史感与时代的新潮交融展现，兼顾烟
台市民对老街区的情感和年轻一代对新
潮文化的追求，引领新的生活方式。

自制酒标，在民国风的桌前拍个照
片，张裕葡萄酒餐厅一开放，就吸引了很
多人参观。“克利顿饭店是朝阳街上闻名
遐迩的‘国宝建筑’，我们在充分尊重建筑
格局、功能的同时，综合考量春节开街市
民不同需求，推出了多层次活动与服务。
开街后，饭店旧址既是一处集聚人气的网
红‘打卡地’，又是一处集葡萄酒品鉴、制
作、消费的体验之所。”张裕葡萄酒餐厅讲
解员高弋茜介绍说。

作为当年朝阳街上最负盛名的洋行，
盎斯洋行曾引进山东省第一台X光机，并
以花生、花边贸易名噪一时。而今，洋行
旧址引入山东首家米其林星级餐厅乔尔·
卢布松，此前乔尔·卢布松在全球开设的
10余家餐厅，共斩获33颗米其林星星。

而作为朝阳街上的新面孔，此前在上
海备受年轻群体追捧的运动综合店
Lightsup，落户烟台时一眼就相中了朝
阳街上最为方正、完好的一处四合院落。

所城大街上，一块豆腐成为焦点。在
位于所城里西城楼的三清白玉楼，古法制
作豆腐的簸箕、木盆、石磨、卤水，陈列于古
朴的四合院中，让不少老烟台人倍感亲切。

“朝阳所城开街前，我们针对提报入
驻意向的各家品牌，先后前往上海、成都、
长沙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尤其是在当
地的经营情况和口碑，然后根据朝阳、所城
的实际情况和业态总体规划，进行了逐一
甄选，然后根据建筑的不同条件进行落
地。”蓝天文旅招商部负责人孙川川介绍
说，目前，年内朝阳所城二期招商已经启

动，不少意向客户已
经相继投递标书，未
来两大历史文化街
区的业态将更加丰
富，为市民提供更好
的休闲生活体验。

仙境起势，崛起文旅新高地

以“两街”开街为标志，芝罘仙境项目
进入到新的阶段。此次开街，也标志着

“一岛、一山、一湾、一街、一城”中的“一
街、一城”率先登场，为芝罘仙境未来全面
起势奠定基调。

接下来，“岛、山、湾、街、城”五位一体
建设开发步入快车道，在做好主街运营的
基础上，配合征迁工作加快启动二期工
程。以市场化手段激活街区业态，聚焦主
题定位，精准开展招商，提升运营策划水
平，招引更多老字号、新业态入驻。以攻
坚的精神加快项目进度，压茬推进朝阳所
城二期修缮和三期规划，用心用情做好安
置房建设交付，统筹推进崆峒胜境等“五
位一体”保护开发，力争项目早建成、投资
快见效。以创新的思路促进文旅融合，依
托芝罘仙境等重点文旅项目，推动海上
游、海岛游、文化游等提档升级，深化

“文+旅”、拓展“文旅+”。
脱胎换骨、再展新姿。改造后的朝阳

所城街区集历史文化保护和展示、旅游观
光、休闲娱乐、居住商贸等功能于一体，汇
聚文化和人气，兼顾发展与传承，一个具
有标志意义和鲜明特色的文旅新高地正
在崛起。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市民游览朝阳街市民游览朝阳街。。市民游览所城里市民游览所城里。。市民游览所城里市民游览所城里。。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文创产品。。

蝶变的蝶变的朝阳街朝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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