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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上接1版）
最少干预、修旧如旧，福州古厝保护修复

留住古厝肌理。走进罗氏绸缎庄，古色古香
的细节随处可见：看似格格不入的玻璃窗予
以保留，还原当年绸缎庄的商铺特色；院落内
残缺的悬钟无据可考，修复人员便让其维持
现状，保留历史信息……

“外观上，福州非遗展示馆仍然保持原
来的风貌，但内核与功用得到升华，成为今
昔相连的纽带。”福州古厝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五一”假期，市美术馆举办“历历在目
——经典老宣传画展”，遴选上百张上世纪
50年代到 90年代有代表性的作品展出，以
史为镜，以史明志，鼓足启航新征程、奋进新
时代的精气神，让市民连呼“满满回忆杀”；
福州非遗展示馆的假期文化活动日日上新，
藏族舞蹈、汉服秀、鸣鹤拳、少儿街舞等轮番
上演，精彩不断。

“活起来”的福州古厝
“五一”更热了

住房车、去“咔遛”、看副县长
直播、览乡土文化展示馆、观云湖
溪谷…今年“五一”假期，永泰县

“氧吧游”“乡村游”“景区游”持续
火爆，游客纷纷慕名打卡，畅游“中
国天然氧吧”，发现生态之美、人文
之韵，体验乡村休闲慢时光。

乡村自办“咔遛节”
丰富全域旅游内容

连日来，永泰县丹云乡“大赤
岸咔遛节”，迎来一波又一波游客，
1.3万余名游客齐聚，游庄寨、品美
食、赏春耕、学藤编，成为假期里乡
村游的“主旋律”。“我特意赶来参
加‘咔遛节’，现场很热闹，我非常
喜欢这里的乡土美食。”一名游客
说，“我还特意拍了现场表演的视
频，参加了抖音大赛”。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赤岸村是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之一，为了进

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村里结合自身
生态环境、优良气候、旅游资源等
优势，以“氧吧”“健康”为乡村游的
主题，种植了 3700亩中草药，整理
出一条森林步道展示村落的古树
名木，不断优化农业观光园、采摘
园的游览体验。赤岸村还成立了
合作社，发动群众，整合优势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此外，村里举办系
列乡村节日、抖音赛事，持续巩固
永泰“中国天然氧吧”品牌，进一步
丰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旅游
内容。

“中国天然氧吧”品牌
持续引发网友关注

2018年 9月，永泰县以第一名
的评比总成绩荣获“中国天然氧
吧”称号。为更好展示“福州后花
园”的生态旅游价值，吸引更多游
客假期到“氧吧”深呼吸，永泰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县文化体育和旅游
局局长李志专和抖音达人“小草
莓”，日前通过“市长带你全福游”
直播间，向全国网友宣传推介永
泰。据统计，直播预热视频浏览量
突破 100万，直播曝光量突破 1000
万，直播现场“永泰自然来”口号弹
幕数达到 5000+，点赞量超过 1万，
让永泰旅游风景“火出圈了”。

近年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品
牌后，永泰在生态旅游、康养、旅游
产品、旅游设施规划建设、知名度
提升方面持续发力，制定了全域旅
游三年营销方案，实施线上、线下
整体营销。“中国天然氧吧”的招
牌，在驴妈妈网、百度城市品牌专
区、新浪网、抖音等平台广受好评。

引入融合发展项目
助推永泰乡村振兴

同期，永泰县乡村振兴迎来多

个利好消息。永泰·城投乡村好农
场、福州城投（永泰）乡村棕旅房车
营地分别在梧桐镇坵演村、三富村
落地运营，对推进永泰发展农旅休
闲、有机种植、民宿产业等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有着重要实践意
义。

福州城投集团总经理杨飞
云表示，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吸引
项目落地永泰的重要原因，好生
态将为项目发展带来源源不断
的自生力量，项目落地永泰是福
州城投集团参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以城带乡、产业兴旺的生动
体现。

作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首
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永泰县有
效利用了乡村环境优美、文化底蕴
深厚、产业丰富、城郊毗邻等优势，
持续探索乡村从“环境美”向“发展
美”、从“美丽乡村”向“经济产业创

新”转变的有效路径和典型引导，
推动乡村旅游建设发展掀起新高
潮。

“五一”假期，永泰全域旅游多
面开花，喜迎八方来客。盖洋乡再
添“氧吧”旅游线路文化元素，乡土
文化展示馆精彩开馆。欧乐堡水
上世界迎来18只巴布亚企鹅，为亲
子游增添更多欢乐。云湖溪谷景
区“免费游+半价票”营销活动，成
为景区游的热点之一。国家 4A景
区百漈沟，接待近万人次，景区车
位全部停满。

依托“中国天然氧吧”优势自
然资源，永泰县不断深化文旅产
业融合，走出了别具特色的全域
旅游发展道路。这个“五一”假
期，永泰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进一
步凸显“中国天然氧吧”品牌优
势，使其成为永泰城市形象的“绿
色名片”。

全域旅游内容不断丰富 线上线下游客纷纷打卡

永泰“天然氧吧”火出圈了
本报记者 叶欣童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3日是
“五一”假期第三天，福州火车站旅
客到达量和发送量都保持在高位，
当日该站发送旅客约 10 万人次。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客前往火车
站等公共区域应注意哪些事项？
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当日10时许，记者来到福州火
车南站看到，进入候车大厅的人流
量较往日增加不少，所有旅客佩戴
口罩有序入内，车站工作人员通过
红外线测温仪对旅客体温实时监
测。在各出站口医疗点，均配备了

医护人员。“旅客若发现自己有发
热、发烧等体温偏高现象，可及时向
驻点医护人员求助。”市二医院护士
王姻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车站人
流量较大，他们对出站旅客进行体
温监测，对于体温异常的旅客，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五

一’假期出门旅行，我们也要时刻
保持警惕，注意防范，意识到感染
新冠肺炎的风险。”市第八医院门
诊部副主任医师林辉说。

林辉建议，体质较弱的老人、

小孩、慢性病患者、孕妇等人群应
尽量避免外出旅游。“打算出游的
市民，尽量出行前做好健康安全评
估，若有症状，及时取消行程；要合
理安排时间，避开热门景点或者景
点高峰时段，避免在密闭空间开展
娱乐项目。”林辉说，旅客乘坐火车
等公共交通工具，要遵守规定和乘
务人员的管理要求，全程佩戴口
罩，做好手部卫生，妥善保存票据
以备查询。

“进入火车站，个人要做好防
护，主动测量体温并佩戴口罩，出

示健康码，保持1米距离有序排队，
同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在车站咳嗽或打喷嚏时，必须用纸
巾掩住口鼻，在没有纸巾的情况
下，可用手肘挡住口鼻，结束后用
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如
果发现邻座旅客没有佩戴口罩，要
提醒佩戴好口罩。”林辉提醒大家，
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乘坐火车等
交通工具时，尽量减少进食次数，
尽量不要脱下口罩。如果在候车
厅或餐车等区域用餐，建议间隔落
座或者同侧用餐，与他人保持 1米

以上距离。火车站工作人员每天
接触不同地方的旅客，也要保持警
惕，注意防范。

福州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为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铁路运输，引
导旅客顺畅出行，该站增派专人引
导旅客快检、快进、快登乘，根据客
流情况动态增开售票窗口、进出站
通道，加大对候车室的不间断巡视
提醒，并在进站口、服务台等位置摆
放口罩、酒精、洗手液、创可贴、感冒
药、晕车片等防疫物品与应急药品，
为旅客提供应急服务。

假期乘火车出游 防疫措施不可少
医生给出这些建议

本报讯（记者 孙漫）从窄小、
逢雨必涝的村道，升级为双向六
车道的宽敞大道；从较为杂乱的
水泥路，变身为整齐有序的沥青
路……这个“五一”假期，两段新
路给市民带来了更多出行便利。
记者从市城乡建设局获悉，作为
城区重要治堵项目，串起鼓楼和
晋安的义北路北段道路工程（江
厝路—赤桥路）施工“上下并进”，
如今地面部分建设基本完成，正
式开放通行，上跨高架桥部分也
按下了“快进键”。

昨日，记者首先来到该项目
鼓楼段。“怎么样，变化大吧？”市
建发集团下属福州市市政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该项目负责人吴仁博
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这条路改
造前的模样。人车混行、坑坑洼
洼、窄小拥挤，是它的“前世”；全
线沥青、管网齐备、宽敞平坦，是
它的“新生”模样。

据了解，旧路宽约 5米，是义
井村的一条村道。随着片区的旧
改，道路项目快马加鞭地建设。
考虑到今后搬回新家的安置户、
沿线住户及福建商学院、福州市
开智学校师生的出行需求，旧路

“大手笔”拓宽为40米的双向六车

道新路，雨水、污水等排水系统一
并“上新”，满足片区远期发展需
求。

随后，吴仁博带着记者来到

该项目晋安段。义北路（健康路
—赤桥路）约 1.4公里的道路告别
此前的杂乱，全线从双向四车道
升级为宽 40米、双向六车道沥青

路面。
“以前这都是水泥路，断面布

置也不太合理，人行道时有时无，
这次按照城市品质提升的标准，

全线设置了专属人行道，铺设透
水砖，统一升级了树池篦子。”吴
仁博说，道路变宽了，市民、车辆
各行其道，通行效率和舒适度提
升了不少。交叉口区域原本的杂
地、菜地都进行了统一整理，变成
道路系统的一部分。

按照交通品质提升要求，该
路段还实施了缆线下地工程和管
网完善，让天空告别“蜘蛛网”，管
线更有序。沿线路灯也告别原先
的昏暗，统一更换为 LED 路灯。
道路景观绿化也有讲究，种植了
黄花风铃木、香樟等树木。

据介绍，义北路北段道路工
程南起鼓楼区江厝路与天泉路交
叉口，由南向北推进，经高架上跨
铁路及三环路后，落地于晋安区
西庄路，全长 2.93公里。目前，该
项目地面路段基本建成并开放通
行，上跨高架桥的南北引桥部分
也已完工。

“等上跨铁路的高架桥贯通
后，义北路将成为与福飞路平
行的南北纵向主干路，能够有
效缓解福飞路、五四路的交通
压力。”吴仁博说，该项目也为
远期规划的义井互通预留了建
设条件。

义北路北段道路工程地面施工基本完成

鼓楼到晋安新增一条便捷通道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黄
益辉）日前，罗源霍口畲族乡启动红色
文化保护工作一期项目建设。在霍口

“破仓分粮”旧址，墙绘、油画、展示柜
和数字平台已布置完成，原来荒废的
老宅焕然一新，打造成了霍口党史学
习教育基地。

“今年我们对霍口乡 3 处革命旧
址进行保护、提升，对‘破仓分粮’旧址
投入 86万元，完成‘红韵畲乡’展厅项
目建设。”霍口畲族乡党委综治副书记
雷文福说，项目以霍口土地革命时期
至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史为主线，重点
突出破仓分粮战斗、中共罗源县委成
立等重要事件，结合图文展板、立体造

型等形式进行展陈。霍口乡还计划投
入 300 多万元，改造“破仓分粮指挥
部”旧址、仙洋村中共罗源县委成立会
议旧址，将于 7月前完成旧址纪念碑、
纪念亭建设。此外在福湖村，福湖武
工队旧址经过修缮，人气十足，前来参
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据介绍，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霍口乡建立福湖武工队。1949
年 5月，在“攻打霍口，破仓分粮”战斗
中，以畲族为主的霍口游击独立队完
成破仓分粮任务，俘敌 40 多人，毙敌
30 多人，分掉库粮 5000 多担，使周围
几十个村庄的群众分得粮食，扩大了
党的影响，革命根据地扩展到罗古交

界的珠洋、善德院、岭里等 126 个乡
村，为解放罗源等周边地区作出重大
贡献。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基地，需要丰
富的“红色内容”作为支撑。为此，霍
口乡抽调乡、村干部组成工作组，走村
入户收集图文信息，同时对接党史办、
老区办、档案馆等部门，收集整理霍口
党史事件、红色资料，完善红色文化数
据库。

做好党员干部“补钙铸魂”工作，
霍口乡有力度。“我们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主线，贯穿2021年全年工作，邀请县
委党校专家授课，目前已开展7次中心
组学习、15次专题研讨会。”雷文福说。

罗源畲乡修缮多处革命旧址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做好防护 文明旅游

2日，福州西湖公园门口，党员志愿者王
晖手持扩音器提醒游客佩戴口罩、出示健康
码。游客自觉遵守防疫规定，戴好口罩，文
明旅游。 本报记者 叶义斌摄

同台竞技 乐在“棋”中
第六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
福州预选赛打响

本报讯（记者 曾建兵）3日，2021年第六
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福建省福州市预选
赛暨福州市少儿象棋等级赛开赛，来自全省
各地的228名小棋手同台竞技，各展“棋”能。

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
按照选手年龄，设中学生组、十二岁组、十岁
组、九岁组、八岁组、七岁组、幼儿组共 7个
组，进行为期 2 天 9 轮的对弈，分组录取名
次，各组别福州籍名次位于最前者将获得该
组别“福州棋王”称号，部分棋手将获得参加

“全国业余棋王赛”的资格。
此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

理中心、中国象棋协会、福建省象棋协会、福
州市体育总会指导，福州市象棋协会、福州
日报社主办，福建省天马象棋俱乐部、福州
福小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义北路晋安段新路义北路晋安段新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义斌摄叶义斌摄

16列进出平潭列车
恢复开行
方便游客追逐“蓝眼泪”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 通讯员 李翔）记
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
月 2日，南铁发送旅客 99万人次，相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2%，其中江西、福建分别发送
旅客 47万人次、52万人次，相比 2019年同期
分别增长13.8%、5.3%。

为方便旅客出行，5月3日南铁在南昌至
景德镇、福州至南平、厦门至赣州等方向加
开列车 135列，同时增加 11列动车组重联运
行，加开福州至建宁县北、厦门至赣州等方
向夜间动车4列。

5月是平潭岛“蓝眼泪”爆发期，到平潭
岛“追泪”的旅客不断增加。为满足旅客“五
一”假期进岛旅游，中国铁路南昌局恢复开
行16列进出岛列车，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