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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栖霞街，即将焕新生
它和十二属相街、陶瓷厂街区都将被改造提升为特色街区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陶相银 王震

栖霞街曾用八十年的时光炫耀它的繁华，但终究难敌岁月的变迁，在这座城市被按下发展的加速键后，短短几年就被鳞鳞次栉比的楼群淹没。被
百余年的历史消磨过后，栖霞街仅余下长约两百米、宽约一百米的街区，短巷纵横，石路坑洼，墙壁斑驳，屋舍残破。。相较于百米之外的喧嚣，这里的
青砖黑瓦只能呈现沧桑与落寞。

但历史就藏在角落里，记忆就刻在一砖一瓦上。在栖霞街要被改造的消息甚嚣尘上后，大量市民来此拍照留念，以留住住它在记忆中的样子。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栖霞街已被列入《威海市精致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中，它将被改造、保护，并被打造为“历史史文化街区”，继续承载历史。

与它命运相同的十二属相街、陶瓷厂街区也即将焕发新生。

创新+避险驱动医药热情“重燃”

医药主题基金迎来布局良机

近日，受诺贝尔奖
得主屠呦呦及其团队在

“青蒿素抗药性”等研究
方面取得新进展的刺
激，医药板块集体拉升，
申万医药生物指数6月
17日整体上涨0 . 52%，居
涨幅榜第二。尽管随着
今年4月下旬A股市场
开始大幅调整，医药板

块也出现一定程度回
调，但年内整体来看，医
药主题基金表现仍好于
股票基金整体水平。根
据银河证券数据，截至6
月17日，医药医疗健康
行业股票基金(A类)今
年 以 来 累 计 增 长
24 . 21%，较标准股票基
金(A类)18 . 75%高出逾5

个百分点，其中工银瑞
信医药健康、工银瑞信
前沿医疗以 2 8 . 5 % 和
27 . 1%的收益率同时位
居同类前5名。业内人士
建议，看好医药“创新+
升级”或具有避险需求
的投资者，恰好可借市
场调整时机逢低配置医
药主题基金。

乳山市交通运输局开展清廉家风主题宣讲活动
为培育清廉家风，

深入推进廉洁乳山建
设，按照乳山市纪委的
统一部署，乳山市交通
运输局在6月21日开展
了“带头廉洁齐家 共
建廉洁乳山”主题宣讲
活动。系统中层以上干
部、企业主要负责人、各
党支部书记共60余人参
加。

乳山市廉办“清廉

家风”宣讲团高明周同
志从“保持清正廉洁，家
风是重要屏障--家风清
廉的重要性”“干部违纪
破法，家风失守是要因-
-家风不正的危害性”
“建设清廉家风，明德守
纪再齐家--家风建设的
实践性”三个方面，运用
古今中外名人事例和典
型案例，从正反两个方
面对廉洁家风建设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剖析讲
解。其中，特别强调公职
人员酒驾、吸毒的危害，
让人收益匪浅。同时，该
局分管负责同志结合宣
讲主题，提出以德立家、
以俭持家、以情暖家、以
廉兴家的要求，督促系
统干部职工真正把清廉
家风建设的要求落实到
具体行动上。

任众

为培养学生热爱诗词的情
怀，大孤山镇中心学校举行以

“诵读中华经典诗词，弘扬民族
传统文化”为主题经典诵读活
动。 于长泳

近来，乳山市徐家镇中心学
校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依托，精
神文化为核心”的基本思路，大
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于新生

乳山市西苑学校开展了“告
别脏话、讲文明语言、做文明学
生”活动，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校
园软环境得到了净化。 宋新颖

为庆祝祖国70华诞，乳山市

畅园学校开展了“唱支红歌给党
听”校园歌手大赛,展示了开拓
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王丁静
为做好防溺水安全工作，冯

家镇中心学校开展“关爱生命，
防止溺水”活动，普及自护自救
常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王君
为营造良好的校园读书氛

围，近日,乳山市实验中学开展
了“悦读成长”读书活动,激发了
学生的读书兴趣。 宋英丽

近日，乳山市特教学校邀请

专家胡雨晴教授来校开展为期
两天的感统知识讲座，促进了教
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宋堃

为传播教育正能量，诸往中
心小学坚持每周一升旗仪式上
诵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促进了学校德育水平的提升。

王浩
乳山市西苑学校开展了“我

为班级出谋划策”金点子活动，
使学生人人参与到班级管理之
中，成为班级真正的主人。

宋新颖

简讯

针对2018年部分村
存在未按计划完成、进
度缓慢等问题，乳山口

镇坚持问题导向，逐村
制定整改方案，着力补
齐短板，狠抓整改落实，

上 半 年完成 违 建治理
8500平方米。

(姜胤 王玉晓)

乳山口镇：坚持问题为导向，做好违建治理整改工作

为了做好海岸带整
治工作，乳山口镇党委
联合综合执法局历时一

个月对海岸带违建进行
拉网式摸底排查工作，
共摸底建筑物67处，下

步将对摸排的建筑物进
行集中的认 定 清 理 工
作。 (姜胤 王玉晓)

乳山口镇：深入开展海岸带违建摸底排查工作

老街的百年沧桑

目光穿过坑洼的石路、残破
的屋舍，光阴深处是它的朱颜。

栖霞街诞生于121年前的一
声炮响，1898年7月1日，中英《租
威海卫专条》签订，根据协议，英
国有权在沿海一带筑炮台、驻军，
弹丸之地的威海卫城仍由中国政
府管辖。

那时的威海卫不过是一个
“带围墙的村庄”，城垣南北870
米，东西向平均宽度632米，且城
内脏乱不堪。

1902年，英国殖民者利用威
海卫东城墙外侧与东海岸之间的
大片区域开辟新区，为纪念当时
英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命名为
爱德华商埠区。其中，北部为行政
区，中部为体育区，南部为商业与
娱乐区。栖霞街就处于南部的商
业与娱乐区。推动爱德华商埠区
欣欣向荣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
位能用威海土话与百姓交流的英
国人———“庄大人”，他正是末代
皇帝溥仪的“家庭教师”——— 庄士
敦，他在殖民政府先后任政府秘
书、正华务司和行政长官等要职，
在威海任职长达16年之久。

英国米字旗插在威海城外不
久，商埠区内的中外商号就聚集
了七百多家，高档的有剧院、茶
馆、游艺社、妓院，低档的有大车
店、马掌铺、鞋铺，中西方商业产
物应有尽有，英军士兵、传教士、
渔民、商贩同在街头熙熙攘攘，这
里的住户也大多是商贾富户。

当时，戏园子是栖霞街的标
志性建筑，城里城外的人们纷纷
到此听戏娱乐。当时的戏园子里，
最出名的首推同乐戏院，它于
1918年由威海商人阮长升兴建，
是威海第一个营业性的现代剧
院，分上下两层，可容纳一千多
人。1928年，已经更名为民兴舞台
的同乐戏院，曾放过威海首部无
声电影。

天津商人韩德兴则在栖霞街
投资开办“华乐茶园”，可容纳几
十人，每天有十几位女歌手登台

卖艺。每位女歌手都有自己的折
子，客人想听谁的歌就拿谁的折
子点歌，唱一段一吊钱。华乐茶园
生意兴隆的时候，每天能连演六
场戏。另外还有一个升平茶楼，也
常有曲艺演出活动。

1930年10月1日，国民政府收
回威海卫。栖霞街的繁荣仍在持
续，达官豪商依旧醉生梦死，贩夫
走卒剃头修脚，汇集三教九流，处
处人声鼎沸。

新中国成立后，栖霞街已不
再只是城外的商业区，进一步发
展成为这座海滨小城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第二轻工厂、橡胶
厂、书店、钟表厂，都围着栖霞街
建立。物资局、农业局、水产局等
重要的机关单位也设在栖霞街办
公，很多领导干部也居住在栖霞
街的公管房里。

1974年，栖霞街的北侧盖起
了四层的百货大楼。之后的短短
几年，楼房相继出现，服装厂、市
委大楼先后建成，西侧也有了居
民楼，此时居民们才发现，站在房
顶上再也看不见海了。

改革开放后，威海迅速崛起，
而有着八十年骄傲的栖霞街日渐
失色。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栖
霞街内的剧团撤销了，戏院拆除
了，甚至为了盖楼、铺路，部分民
居也被拆除，栖霞街很快地变成

了纯粹的居民区。
或许，改变最大的是人们的观

念。百米外的世界已经步入现代
化，栖霞街的老街生活却仍在继
续。这里的人们逐渐发现，没有厕
所、自来水、天然气是多么的不方
便，越来越多的原有居民搬离栖霞
街。而随着周边商业的兴起，租住
在这里的外地人却越来越多。

近二十年来，栖霞街是威海
中心城区内唯一可以看到炊烟的
地方，租客大多使用液化气或电
器做饭，而一些老住户还在使用
土灶大锅。整个街区只有两个自
来水龙头，打水需要水票，一桶水
一毛钱。大多数院内没有厕所，整
个街区只有一个公共厕所，私有
的厕所是旱厕，每周二，环卫局的
掏粪工会逐户来掏粪。

风雨变换，日月轮转，早已将
屋墙鲜艳的颜色斑驳殆尽。在每
个院里，青砖墙上牵引着杂乱的
电线，水缸、大锅灶与洗衣机、微
波炉共存，时间的延续毫无层次
感。而高耸的山墙之上，东方特有
的青砖黑瓦搭配着西方巴洛克建
筑风格的弧线，依旧在诉说着自
己和时间的关系。

英租威海卫32年间，这片街
区的名字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
色，都是布朗路、勃伦特路、新大
路等洋名。威海卫收回之后的
1932年，三条东西向街道更名为
迪化街、绥远街、青云巷，南北向
的四条街巷更名为新大陆、栖霞
街、致祥巷、大吉巷，街巷内的小
巷还有青云里、吉祥里、清华里
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
街巷又合并为栖霞街、绥远街、建
平街，迪化街更名为文艺街。文化
大革命期间，栖霞街、绥远街、建
平街统称为红卫街，新大路改为
井冈山路。在名称变更中，更是在
城市的不断演变中，房屋不断被
拆除，街区不断被压缩，原有的10
个街巷经合并删减后只剩下了栖
霞街、延安街和井冈山路，且自
1987年起，这里被统称为栖霞街。

与老街相伴的一生
鞠学兰牙科诊所坐落在栖霞街

的中心。门窗油漆斑驳，屋内设施简
陋，除了医疗器械，这里再无跟现代
化扯上关系的物件，一扇屋门上的黄
铜门把手依旧铮亮，78岁的鞠学兰
说：“它比我的岁数都大。”

从3岁起，鞠学兰这一生就没再
离开过栖霞街。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
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州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
说，“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
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
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
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
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
鸡。

在幼年鞠学兰的眼里，栖霞街是
一个很大的世界，“对门那家会打金银
首饰，斜对面那家做皮鞋，光伙计就雇
了三四个。北面有个戏园子，当官的、打
鱼的都来听戏。后面住了很多‘小媳
妇’，穿得花里胡哨，经常来诊所体检，
后来父亲才告诉我，那些女的是妓
女……”

事实上，当时的栖霞街确实是个
花花世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繁华景

象。住户同样大多是富足人家，“财主家
的大门门槛老高，小孩子都迈不进去。”

两三年后，谭松涛去烟台发展，
鞠德民东挪西借凑足了1200块大洋，
盘下了亚州医院的房产、设备，之后
将医院更名为鞠德民口腔诊所。此
后，这里就成了鞠学兰的家。

鞠家生活富足，鞠学兰曾有一双
鲜红的皮鞋，还有一辆自行车，这些
足以让她成为同龄人中的被仰羡者，

“有个小伙伴，是公安局局长的儿子，
他都得借我的车来骑。”

上世纪50年代，因为各家诊所合
并，鞠德民口腔诊所关停，这里仅作
为一家人的住宅。在鞠学兰上初中
时，就帮着不识字的干部誊写《粮食
证》，所以她至今记得周边邻居们的
姓名和门户，“南边36户，北边29户，

人口最多的那家有9口人……”
进入60年代，鞠学兰已经是市立医

院的一名大夫，而父亲因为曾经在日
本留学的经历惨遭红卫兵们的多次批
斗，“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小将们冲
进家中，几乎砸毁了全部物件，“当时门
窗、桌椅上都有雕花，很好看，全给砸
了，连床都没给剩下。”同时，自家房产
也成为公管房，“一个院里住了三家。”
曾任威海市委书记的李太启就跟鞠学
兰同住在这个院里，“两口子都很和气，
两家的鸡养在一起，下的蛋两家平分。”

80年代，房产重归鞠学兰名下。
1991年，退休的鞠学兰在这里开办了鞠
学兰牙科诊所。此时，兴起的多家大型
医院已经揽走了大部分的患者，到这
里来的大多是老主顾。令鞠学兰欣慰
的是，许多从台湾、香港回来的侨胞，乃

至从马拉西亚、新加坡等地回到威海
的华侨，依旧在打听父亲的诊所，当得
知鞠学兰女承父业后，他们欣然而至，

“他们不只是来看牙，更多的是来寻找
一份乡情。”

1996年，口腔专业毕业的儿媳伯绍
秀也来到诊所，作为医生的婆媳俩和
一名护士成为诊所的全部医护人员。
在这里，全套的牙科器械都有，特别之
处是清洗台上的水箱，“提来水再倒水
箱里，代替水龙头。”
十几年前，鞠学兰还是住进了竹岛

附近的楼房，之前她已经在诊所院内的
北侧厢房住了60多年，“跟楼房比起来，
这里的生活确实什么都不方便，没水，
没电视信号，厕所也臭烘烘的。回想起
来，以前这里就是‘财主家’，人人都想
住进来。社会一发展，人也就变了。”

之后，鞠学兰和伯绍秀定点来开
门，到点就关门，中午还回家吃午饭，成
了“上班族”。

站在鞠学兰诊所门口，往任何一
处看都会有穿越感，石墙青砖黑瓦还
在，每片砖瓦都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
不远处是低矮的老旧楼房，那是新时
代来临的先锋，它打破了旧的生活秩
序，也造就了新的生活规则；更远处是
数十层的高楼大厦，它抬高了天际线，
也遮挡住了眺望的视线。

“我在这里过了一辈子，到死也不
舍得离开它。”鞠学兰说，“希望这次的
改造不会大动土木，保留住房屋原貌，
只清理走一些杂乱的东西就好。”

城区老街都将“精致”起来

春节后，租住在栖霞街
的住户相继搬离，门锁和封
条把守着空空的院落。自
此，关于栖霞街要改造的消
息开始风传，每天都有摄影
师前来拍照，同样也有只拿
手机拍照的普通市民。“不
知道它以后会成什么样，留
个念想。”68岁的市民王志
强说，“这几十年的变化太
大了，跟我年轻时完全不一
样了。”

5月初，在机器的轰鸣
声中，栖霞街东北角的一片
红砖平房颓然倒地，但这是
一片后期加盖的房屋，并非
老街原有建筑。但这预示
着，栖霞街的改造已经开始
了。

大众最为关心的问
题是，栖霞街将要面临什
么样的命运？被拆除，华
丽转身，嬗变为C B D 商
圈？还是保持旧貌，继续
承载历史？

王志强、鞠学兰等与老
街相伴一生的人坚信，栖霞
街会被保护起来，因为老街
留下了很多人的足迹，承载
了这座城市的百年记忆。若
它消失，就等于抹去了记忆
中的一片痕迹，埋葬了这座
城市的一段有悲有喜的往
事。

看着城区的老黑白相
片，王志强仿佛看到了自己
一生的经历在重演，从孩提
时代上的幼儿园，到人生中
第一份工作，再到现在退休
颐养天年，他全部的生活，
都浓缩在这条老街上。老人
说，到了让人们重新认识栖

霞街的时候了，“这次改造，
不知道能不能把大众剧场
再恢复起来？这样的话，我
们能找到回忆，能找到传
承。高楼大厦下面应该留一
点历史的风情，老一代人有
一个回忆，新一代人有一种
感悟在这里面。”

当下，打造特色街区，
凸显老街的人文气质、提升
老街的城市功能，被列入

《威海市精致城市建设三年
行动方案》中，一系列提升
改造工程已经开始。栖霞街
也已被列入到威海历史文
化街区改造工程中，老街即
将换上新装。目前，房屋腾
退、拆除违建等工作正在有
序开展，具体改造方案正在
进一步的细化。但可以预
见，这条老街除了保留原有
建筑，还将出现城市广场、
商业广场、剧院、办公、酒店
等场所，破败不堪的老街即
将焕发新生，走出被人遗忘
的角落。

除了栖霞街，同为老街
的十二属相街同样用沧桑
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刻画
着威海发展的轨迹年轮。全
长仅310米的十二属相街，
是连接环翠楼公园、威高广
场、威海湾的山海景观通
廊。很多老威海人都曾在这
条街上，跟自己所属的生肖
雕像合过影，但年轻人却是
听说过、没见过。

今年，环翠区结合精致
城市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十
二属相街改造工程，将重点
整治提升周边环境，恢复其
步行街功能，打造成独具特

色的历史风貌街区。对十二
属相街的规划设计工作，环
翠区特意聘请了清华大学
建筑设计院、同济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浙江建工集团
设计院等3家国内顶级设计
团队，统筹考虑威海卫城历
史元素、十二生肖元素和居
民休闲需求，对老街进行规
划设计。

市民们最为牵挂的十
二属相雕像曾遭破损，如今
也已修复完毕，目前正由东
北村社区暂为保管。按照计
划，十二属相街于7月份陆
续启动各项工程建设，待明
年7月份，不仅承载着威海
人记忆的十二属相雕像全
部回归老街，这条老街也将
嬗变为个性鲜明、商业繁荣
的特色历史风貌街区。

陶瓷厂同样是威海的
地标性建筑，如今破败的这
片街区也被改造提升。如果
说十二属相街、栖霞街要凸
显的是一个老街区的历史
文化风貌，那么陶瓷厂这片
街区的特色打造，重点要强
化的则是艺术创意与品位
生活，也就是打造“文创街
区”“艺术街区”。不久的将
来，它将像北京的“798”、上
海的“田子坊”、重庆的“鹅
岭二厂”一样，成为年轻人
旅游必去打卡的地方。当

“文创街区”的标签，贴到这
条老街身上的那一刻起，这
里就在逐渐告别过去年久
失修的破旧，每一处都在演
变成风景。这条路上，既能
感受城市的美，也可享受生
活的美。

栖霞街。

栖霞街内景。

居民家中，大锅灶和现代化电器并存。

这个
黄铜把手
比鞠学兰
的年龄都
大。

这些砖瓦承载着城市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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