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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倩 曾庆
贤）5日，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
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
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贺
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
常委会会议精神；认真贯彻全省

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会
议和省长赵龙在听取我市下半
年经济工作汇报时的讲话精神；
研究我市“十四五”粮食安全和
物资储备发展专项规划。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贺信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福州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
重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怀着特

别真挚、特别炽热、特别深沉的感
情，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要全面贯彻落实“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重要要求，深入实施“提高效
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全

力以赴做好“两稳一保一防”工
作，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要持之以恒加强政治建设、
作风建设、廉政建设，走好新时代
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强调，食品安全是重大
的民生工程。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
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四个
最严”重要要求，压紧压实各方

责任，深入开展全市夏季食品安
全攻坚专项行动，强化“行刑衔
接”，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
域违法犯罪行为，全力守护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全面
提升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应
急保障水平，牢牢守住粮食安全
底线。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全
市一盘棋”意识，强化经济运行
调度，落细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做大做优做强“四大经济”，
全力以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下转2版）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我省发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报告

福州继续领跑全省
本报讯（记者 冯雪珠）日前，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发

布了《福建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报告（2022年）》，结
果显示，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简称 FJDEI 指数）达
73.4，数字经济规模超 2.3 万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超
47%，数字经济正全方位推进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FJDEI指数从数字发展基础、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社
会应用、数字治理水平和数字产业发展五个方面，评估九
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从总体上来看，2021年，我省数字经济继续稳步发
展，闽东北协同发展区指数为72.5、闽西南协同发展区指
数为74.2，两大协同发展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福州、厦门和泉州的指数得分超过
平均值。其中，福州、厦门数字经济发展继续领跑全省，
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分别为91.1、88.3。

从分项看，数字发展基础方面，福州和厦门优势明
显，位列第一梯队，福州在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
两个方面表现突出，均为全省最优。

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福州、厦门、泉州位列第一梯队，
福州在数字创新项目和数字技术应用两项指标得分远超
其他地区。

数字社会应用方面，厦门、福州位列第一梯队，其中，
福州数字民生应用得分全省最高。

数字治理水平方面，厦门、福州位列第一梯队，其中，
福州在数字治理手段指标上全省领先。

数字产业发展方面，福州、厦门与泉州位列第一梯
队，其中，福州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项得分均全
省领先。

2021年，各地区大力加强数字技术创新突破与应用，
各具特色的经验做法不断涌现。福州积极融入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福建）建设，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厦门做大做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等支柱产业，全力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
展示范区。泉州推动重点园区建设、推广数字技术创新
应用、实施数字赋能营商环境优化。

本报讯（记者 林榕昇）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群也
能轻松游园了！5日，西湖（左海）公园正式引进8台智能
电动轮椅，市民可以免费体验。

目前，西湖公园游客服务中心配有 5台智能电动轮
椅，左海公园游客服务中心配有 3台。轮椅供老年人和
行动不便的人群免费使用，单次使用时长不超过3小时，
市民使用轮椅后须归还至原点位。市民游客可拨打预
约电话87753353，或前往游客服务中心登记申请使用。

西湖（左海）公园
引进智能电动轮椅
供老年人和行动不便人群免费使用

市民在西湖公园体验智能电动轮椅市民在西湖公园体验智能电动轮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榕林榕昇昇摄摄

本报讯（记者 黄芳宾 张
旭）5日晚，历经近一年精心打磨
的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寻梦闽
都》，在乌石山公园北广场举行首
映活动。首映前，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林宝金，市长吴贤德会见了
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阳光
七星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吴征和《寻梦闽都》主创团
队一行。省文旅厅副厅长林守
钦，市领导张忠、刘卓群、陆菁、林
中麟、蔡亚东、张定锋，三明市副
市长林菁等出席活动。

会见时，林宝金代表市委市
政府向杨澜、吴征及主创团队的
辛勤付出表示敬意，向《寻梦闽
都》首映表示祝贺。他说，福州
是一座有 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海纳百
川、底蕴深厚的闽都文化。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
间，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
了一系列重大实践，不遗余力地
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为福
州留下宝贵的财富。文化是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支撑，我们将传承弘扬习近平
总书记当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
重大实践，持续推进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不断培育文
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健全现代文
化产业体系，打响闽都文化国际
品牌。希望阳光媒体集团以此
次《寻梦闽都》首映为契机，深入
挖掘闽都文化深厚底蕴和丰富
内容题材，拓展更多合作项目，
创作更多高水准、人气旺、有影
响力的文艺佳作、文旅精品，讲
好福州故事、打响特色品牌，助

力福州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
力。杨澜、吴征代表创作团队向
市委市政府对《寻梦闽都》项目
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
福州是八闽古都、山水城市，是
一方充满商机、孕育希望的热
土。阳光媒体集团将充分发挥
在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演艺执
行等领域的技术、经验、人才优
势，深化与福州的合作，打造更
多文艺品牌项目，积极向外宣传
推介福州，为福州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更多贡献。

据悉，《寻梦闽都》是由知名
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
澜担纲制作的大型沉浸式实景
演出项目。演出分山海之间、坊
巷情怀、海丝传奇、有福之州四
大篇章，以榕树精神为核心，以
乌石山为讲述者，设计金鳌银鳌
主 IP形象贯穿始终，通过表演艺
术、光雕艺术、视觉艺术等表演
形式，将闽都文化浓缩成为一场
高水准的艺术盛宴，打造集可
视、可听、可触、可参与于一体的
观演新体验。

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寻梦闽都》首映
本报讯（记者 张旭 黄芳宾）

5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林宝金，
市长吴贤德看望参加鼓岭暑期读
书班的市级老领导，向大家通报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认真听
取意见建议。

林宝金指出，今年以来，市
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工作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围绕落实强省会战略，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重点建设
六个城，打响五大国际品牌，实施
九大专项行动，成功举办金砖国
家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第五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第二届中国
国际数字产品博览会等，经济社
会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上下攻坚
克难、奋力拼搏的结果，也与各位
老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分不
开。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注
关心福州建设发展，对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多提宝贵建议，帮助我
们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将
全心全意为老领导做好服务保障
工作，让大家生活得更舒心、更幸
福、更快乐。

市级老领导充分肯定福州发
展取得的成绩，对市委、市政府长
期以来给予的关心和照顾表示感
谢。他们表示，将持续关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关心福
州的发展，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福州全方位推进高质
量发展超越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领导蔡亚东、张定锋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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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一“梦”游历千年
——全国首个“新时空”文旅演艺产品《寻梦闽都》首映侧记

本报记者 林奕婷

昨日，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寻梦闽都》在福州市
乌石山隧洞首映。这是全国首个“新时空”文旅演艺
产品，步入隧洞即如步入时空长廊，遍览山海之间的
闽越神话，俯拾坊巷之间的家国情怀，见证河海之间
谱就的海丝传奇，感受有福之州的现代气息。

洞中一“梦”，闽都千年。《寻梦闽都》融合了多种
艺术形式和科技手段，调动观众多重感官，“活化”福
州历史故事，未来将常态化演出，让市民游客共同感
受千年闽都文化魅力。

乌石山隧洞之中，乌石山
老人翘首而立，将远古的闽之
缘起娓娓道来。

转眼，火光四起，海水涌
溅，两条金鱼飞跃龙门幻化成
金鳌、银鳌，金鳌摆尾海岛丛
生，银鳌浮身陆地显现，闽之先
民得以繁衍生息……

“闽之起源的故事取材于
《山海经》，福州是中国金鱼之
都，金鳌、银鳌正是贯穿于演出
始终的 IP形象，带领观众走进
闽都文化世界。”《寻梦闽都》总
策划、知名媒体人杨澜介绍。

随金鳌、银鳌而行，马鞍
墙、茉莉花等闽都文化元素一

一呈现，福州话的叫卖声此起
彼伏，南后街上满是鲜活的“人
间烟火”。

而在坊巷之间、水榭舞台
之上，“开闽圣王”王审知，编户
植榕的太守张伯玉，还有林则
徐、严复、林觉民、冰心、林徽因
等人，凝练起福州的千年底蕴，
也是“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
近代史”最生动的表达。

“我们多次与榕城文化学
者讨论、商议，在素材上进行取
舍，尽可能地呈现闽都文化精
华。”杨澜说，与其说是创作的
过程，不如说是闽都文化不断
给予我们滋养的过程。

“看”山海变化，“听”音声
高响，“闻”花香幽幽，“触”历史
人物。光影交错间，400多米长
的乌石山隧洞织就了一场千年
绮梦。

“在隧洞中打造一段沉浸
式的演出，没有先例可循。”杨
澜介绍，乌石山隧洞内容易产
生回音，要让音乐清晰入耳，数
字科技的应用必不可少。

基于 3DMapping（不规则
体立面投影技术）的应用，乌石
山隧洞不规则的内壁上，也能
投影出平整而连续的画面，让

观众得以全景欣赏金鱼浮游，
身临其境于山海神话中

裸眼 3D、全息纱幕等前沿
数字手段的运用，让有限的空
间得到了无限的变换，每行进
一步都有不同的观赏体验。

遗落在南后街的一封信，
揭开了一段大历史下的唯美爱
情故事。

“茉莉香囊里有我的期
盼。”话声落，歌声起，灯光流
转，居住于上下杭的茶女莫离
与随郑和远下西洋的李绅循着
茉莉花香得以再见。

1007福建交通应急广播记
者夏茵欣赏演出后，由衷感慨：

“这一场演出充分调动了我的
感官，故事环环相扣，让人欲罢
不能。”

“数字科技的应用让文化
内涵有了可延伸的物质载体，
艺术创作有了更多的表达空
间。”杨澜说，在创作团队的共
同努力下，《寻梦闽都》融话剧、
音乐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
于一体，集表演艺术、光雕艺
术、视觉艺术于一身，展现了闽
都文化的勃勃生机。

去年，第 44届世界遗产大
会在福州举办，三坊七巷沉浸
式演出《寻梦·坊巷》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风采、闽都文化品牌，
受到嘉宾与观众的一致好评。

作为“三山两塔一条江”中
的“一山”，乌山是福州一张厚
重的历史文化名片。它紧邻三
坊七巷，既能展现福州的生态
格局，也在闽都文化中占据重
要地位。

相比《寻梦·坊巷》，《寻梦
闽都》增加了近一倍的闽都文
化元素，在乌山隧洞实景山水
与封闭空间完美结合的基础之
上丰富表演形式，旨在绘出栩
栩如生的福州人文生态画卷。

“我希望它不仅是一件艺
术作品，也能够成为经得起市
场考验的文旅产品。”在第44届
世界遗产大会后，杨澜便带领
创作团队开始了紧锣密鼓地筹

备，克服了雨水对山体带来的
影响、设备安装等众多难题，于
昨日成功首映。

“《寻梦闽都》将常态化演
出，丰富福州中轴线文旅项目，
结合以三坊七巷为核心的文旅
经济带，凝聚周边业态，塑造福
州旅游消费新地标和城市旅游
新名片。”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林胜
说。

以数字科技助力艺术表达

打造经得起考验的文旅产品

演出利用多种艺术形式和科技手段展示闽越神话。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歌舞表演引人入胜歌舞表演引人入胜。。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隧洞中的沉浸式表演展现闽都烟火气隧洞中的沉浸式表演展现闽都烟火气。。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让闽都文化绽放新光彩让闽都文化绽放新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