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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1月18日讯(记者 秦雪丽
吕奇 杜晓丹 麻晓晓) 为满足游客多
元化需求，丰富文旅产品，结合助力三个

“一百”评选活动，激发市场消费活力，烟台
推出“解锁网红打卡地，发现烟台冬游新玩
法”系列活动，活动由烟台市文化和旅游
局、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融媒中心联合
发起，活动第一期推出“烟台山上忆烟台，
纪念馆里留纪念”，打卡烟台十大文化名
片，展现冬游烟台的亮点和特色，全方位挖
掘“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城市之美。

日前，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了“烟台范儿”——— 烟
台文化符号征集和评选、“烟台印象”———
烟台文旅100颗“鲜美之星”消费品牌、“烟
台时光”——— 烟台100慢休闲打卡地等三场
评选活动，发布了烟台“十大文化名片”、烟
台100文化符号、烟台文旅100颗鲜美之星、
烟台100慢休闲打卡地评选成果。

“网红打卡地”是伴随着新媒体发展衍
生出的人气热词，人们特别是年轻群体在
网络上对喜爱的东西进行推荐，火爆的人
气背后，网红打卡地将逐步完成流量经济
变成增量经济，赋予城市发展新动能，塑造
文旅市场新的竞争力。

近年来，烟台也涌现出一批网红打卡
地，比如养马岛、海岛日记民宿、十字街夜
市、碧海胡同里音乐餐厅等。尤其是随着前
些日几场大雪的降临，烟台“雪窝子”发威，
在网络上掀起一大波流量，赏雪景、堆雪
人、玩雪成为冬游烟台的耀眼特色，烟台的
雪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网红”。

“解锁网红打卡地，发现烟台冬游新玩
法”系列活动，结合三个“一百”评选活动成
果，以及网红店铺而展开，深入挖掘探索冬
游烟台新产品，讲好烟台文旅故事。作为烟
台的母亲山，烟台山是城市地标名，在“烟
台范儿”评选中，获评烟台十大文化名片。
活动第一期推出“烟台山上忆烟台，纪念馆
里留纪念”，跟着镜头，带领读者和游客打
卡烟台山上的那些展览馆，在欣赏美景的
同时，领略异域风情的建筑，品味多彩的文
化，感受城市的魅力。

活动主要以短视频的形式讲述烟台故
事，后续还将邀请网红达人，带领广大读者
游客陆续打卡烟台特色景点、鲜美美食、特
色街区、文艺书店、特色温泉、海洋场馆、滑
雪场地等，并通过亲身体验，出具打卡指
南，在讲好冬游烟台故事的同时，为市民和
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游玩攻略服务。

解锁网红打卡地，发现烟台冬游新玩
法。通过梳理、盘点烟台网红打卡地，可以
发现挖掘出文旅市场更多的新玩法新亮
点，通过系列聚焦，营造新一轮文旅热点，
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丰富冬游市场产品供
给，助力叫响冬游品牌。

烟台推出“解锁网红打卡地，发现烟台冬游新玩法”系列活动

打卡文化名片，叫响冬游品牌

莱山区招聘80名中小学教师、40名幼儿园教师
报名时间为2021年2月1日9：00-2月5日16：00

本报烟台1月1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莱山区教体局获悉，
2021年烟台市莱山区教育系统公
开招聘中小学教师80名。

应聘人员须为1990年2月1日
(含)以后出生。招聘范围包括：纳
入全国统一招生、国内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届毕业
生，国家规定的择业期(二年)内
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
生，2017年以后录取的非全日制
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同全日制
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
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与国(境)
内高校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
学回国人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
格后2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服
务基层项目人员。

报名采取统一时间网上报名、
网上初审的方式进行，每人限报一
个岗位，不接受其他时段报名和现
场报名。报名时间：2021年2月1日

9：00-2月5日16：00；查询时间：
2021年2月1日11：00-2月6日11：
0 0 ；报 名 网 址 ：h t t p ：/ /
www.gxqrc.com/index.jsp(烟台市
莱山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网
站)。考试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
行。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数，尾数四舍五入。
时间、地点具体要求根据疫情防控
进展情况另行通知。

面试方式为试讲。音乐、体育、
美术教师岗位，需加试专业技能展
示，按照试讲和专业技能展示各占
50%计算面试成绩，具体事宜将另
行通知。本岗位面试全部结束后，
现场公布面试成绩。为保证人员素
质，面试成绩合格线为60分，不足
60分的不予聘用。根据面试成绩由
高分到低分按1：1 . 5比例确定进入
考察、签约环节人员名单。

经考察、体检均合格，确定拟聘
用人员，在烟台市莱山区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中心网站上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没有
问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由
招聘单位办理聘用手续。

另据了解，2021年烟台市莱山
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幼儿园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教师40名。应聘人员
须为1985年2月1日(含)以后出生。
招聘岗位主要参照教育部相关专
业学科目录设置专业要求，应聘人
员学历证书所载专业应当与招聘
岗位专业要求相一致，应聘人员在
普通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阶段取
得国家承认的辅修专业证书、双学
位证书的，可与相应的毕业证书配
合使用，依据辅修专业证书、双学
位证书注明的专业报考。

报名时间：2021年2月1日9:00-
2月5日16:00；报名网址：http://
www.gxqrc.com/index.jsp(烟台市莱
山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网站)。
考试采用先面试后笔试的方式。

烟台海关验放山东省

市场采购贸易首列专列

本报烟台1月18日讯 (记
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李海
青) 记者从烟台海关获悉，
近日，在烟台海关港口办关
员监管下，41票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出口货物搭乘“齐鲁
号”中欧班列(烟台-谢梅伊)
从烟台发往哈萨克斯坦，这
是山东省市场采购贸易的首
发专列。

据了解，该批货物共82个
集装箱，总货值407万美元，主
要包括服装、手提包、耳机、手
机支架等，列车将从阿拉山口
出境。

为服务中欧班列发展，
烟台海关积极引导企业将可

实行简化申报的单票报关单
商品品种数量从10种减至5
种，在申报时免去采购人身
份信息、装箱清单、商品交易
原始单据、采购人身份证件
复印件等资料，并允许实施

“采购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
一体化模式，进一步扩大了
简化申报覆盖面、精简了申
报内容、降低了通关时间和
物流成本。

同时，为更好契合市场采
购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交
易特点，烟台海关还精简申报
信息及随附单证，实现“秒审”

“秒放”提高班列通关速度，保
证班列通关效率。

走，去逛逛会讲故事的博物馆
“解锁网红打卡地”活动第一站走进烟台山，带您穿越时空忆烟台

本报烟台1月18日讯(记者
秦雪丽 吕奇 杜晓丹

麻晓晓)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
局、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
融媒中心联合推出“解锁网红
打卡地，发现烟台冬游新玩
法”系列活动。活动第一期推
出“烟台山上忆烟台，纪念馆
里留纪念”，带你打卡烟台开
埠陈列馆、京剧艺术馆、冰心
纪念馆、中华旗袍馆、丹麦领
事馆旧址陈列馆，在烟台地标
烟台山灯塔登高看远，俯瞰城
区，山、海、城、港连为一体的特
色景观。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
《陋室铭》中写道：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海拔只有42 . 5米的
烟台山，却承载着这座海滨
城市的历史脉络和厚重文
化。在这座山上，有五大展览
馆，分别为烟台开埠陈列馆、
京剧艺术馆、冰心纪念馆、中
华旗袍馆、丹麦领事馆旧址

陈列馆等。
冬日的烟台山，相对比

较安静，这个季节逛展览馆
最为合适，可以让你完全沉
浸其中，遨游在文化的海洋
中。进入景区大门，可以在

“烟台山”大石碑前打卡留
念，然后拾级而上，迎面而来
的便是一座宏伟雅致的建
筑，这是“美国领事馆官邸”
旧址，现已成为“烟台开埠陈
列馆”，浓缩了烟台近代发展
历史，在这里可以让你穿越
过去，感受烟台开埠故事。

参观完烟台开埠陈列馆，
根据指引一路前行，到达烟台
京剧艺术馆。烟台号称京剧码
头，烟台京剧艺术馆，展现了
国粹京剧在烟台的辉煌成就，
唱、念、坐、打绝活儿，多彩的
戏剧脸谱，大大的扇面，在这
里，可以触摸国粹的起源。

随后，可以浏览冰心纪
念馆。“冰心纪念馆”，在“东

海关总监察长官邸”旧址修
缮而成，纪念馆不大，但在这
里你会了解冰心的童年，以
及与烟台的那种情愫。在她
的文学创作中，离不开儿时
这片土地的滋养。

最让人惊艳的便是中华
旗袍博物馆，这里可谓是美
女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两
层楼的建筑里面，可以让你
拍出文艺气息浓厚的民国大
片，彷佛穿越到了风情万种
的上海滩，各种风格、雅致的
旗袍，让人眼花缭乱、美不胜
收。

中华旗袍博物馆，是以
百年前的日本领事馆为基础
建造而成，共有展厅30余间，
具有历史文化收藏价值的藏
品上千件。其中包括宋庆龄
女士的旗袍、林徽因和陆小
曼的旗袍。在这里可以与老
物件对话，穿着体验，拍照走
秀，真切感受活着的历史、会

讲故事的博物馆。
逛完中华旗袍博物馆，

可以顺着道路前行，到烟台
地标烟台山灯塔体验一下，
乘坐观光电梯，带你直达塔
顶。在这里登高看远，俯瞰城
区，山、海、城、港连为一体的
特色景观，唯一此独有。

毗邻灯塔，依山傍海，古
树掩映处，一座美人鱼铜像
栩栩如生。这里就是丹麦领
事馆旧址”陈列馆，周边环境
优雅，也是打卡拍照的好地
方。馆内陈列和摆放的办公
及装饰用品，都是通过丹麦
驻华使馆作为两国友好交往
和永久纪念而专程由丹麦运
抵烟台的。

到了这里，烟台山上的展
览馆都逛完了，如果感觉还不
尽兴，可以欣赏山下的海景，
山上还有很多风格迥异的领
事馆，可以一边赏美景，一边
品建筑，来一场文化之旅。

中华旗袍博物馆里各种雅致的旗袍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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