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塔吊林立，
一座座钢筋森林蓬勃生长；机器轰鸣，
一个个方正的建筑主体拔地而起
……福州高新区南屿流洲岛，一所应
用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布局已具雏形。

2024年的招生计划中，会有这所
令人期待的新大学吗？自2022年5月
开工以来，中建三局承建的福耀科技
大学（暂名）项目便吸引着众多市民的
期待。

春节假期，记者来到福耀科技大
学（暂名）项目现场，只见现场作业人
员干劲十足，主体结构钢筋绑扎、材
料转运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我们现在辛苦几天，可以为节
后大家复工节省更多时间，值得。”吴
雷告诉记者，以环境学院为例，面积
达 2000平方米的地下室是建筑主体
其他地面结构展开施工的先决条件，

为了保证节后复工的工友们能够第
一时间有序开展作业，部分工人决定
留守。

福耀科技大学项目总用地面积
约 6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91万
平方米。其中，由中建三局承建标段
总用地面积约 31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 41万平方米，包含图书馆、博
物馆、明德堂及六大学院教学楼共12
栋建筑主体。

“这几天正在全力攻克环境学院
的地下室施工，接下来还会进行经管
学院、图书馆、公共教学楼等多个建
筑单体的主体结构施工，为春节后项
目整体转入室内外装修阶段做好准
备。”留守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吴雷
告诉记者，目前已有 3栋单体建筑主
体结构封顶，项目力争在 9月前竣工
交付，朝着 2024 年招生开学目标加

速前进。
吴雷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陆

续面对持续强降雨、高温天气、疫情
反复等复杂施工环境，面对不容滞后
的节点重任，队伍通过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等方式，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如
期推进。

瞄准制造业高端技术短板，福耀
科技大学以培养产业工匠式领军人
才，建成一所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高
水平大学为目标。项目建成后将与
福州大学城、高新区、“三创园”、中国
东南（福建）科学城等创新资源健康
互动和共享，着力创造以高科技为核
心的良性循环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打造福州科创走廊的重要节点，强有
力推动福州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服
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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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现代物流城：
“内外兼修”铺路网

正月初三，在连江县福州现代物
流城建设现场，施工机械高耸，机器轰
鸣作响，近百名工人戴着安全帽忙碌
在岗位上，用汗水和奉献赋予春节别
样的意义。

作为现代物流城重要对外通道，
新 104国道建设按下“快进键”，目前
在进行路基、桥梁、涵洞等控制性工程
施工。各施工班组争分夺秒抢抓工
期，确保工程按节点高质量完工。

新 104国道、港口后方铁路、丹贵
公路等重要对外通道加速成网的同
时，兰云路、牛溪大道、凤城大道等内
部道路也在提速建设。

兰云路是现代物流城内部路网
“六横”之一，设计宽度 24米，修建长
度约 1.1公里。“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
的93%，道路绿化、交通标识等工程计

划3月下旬全部完成，争取7月前通过
竣工验收。”现场负责人施昭说，道路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现代物流城片
区交通通行效率。

据了解，福州现代物流城去年动
建 3条重要对外通道，打通凤城大道、
丹江大道康怡段等 6条内部干道，加
速推进牛溪大道、桂贤路等 4条内部
道路路基施工，“外畅内优、互联互通”
的交通路网全面铺开，公铁海多式联
运发展格局初显。

丝路海港城：
开足马力产钢铁

这个春节，丝路海港城建设如火
如荼。作为罗源湾绿色高端钢铁产业
基地的龙头企业，罗源闽光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力争实现“开
门红”。

闽光钢铁二期 H 型钢生产车间
内，工作人员轻点操作台，火红的钢坯
在千米长的轧钢生产线上被轧制成一

根根H型钢。春节期间，H型钢项目
作业区留守员工铆足干劲，抢时间，赶
进度。H型钢项目是罗源闽光二期最
重要的项目，生产线属国内先进水平，
全面投产后可形成 130万吨H型钢的
年生产能力，年利税6.5亿元以上。

春节期间，罗源闽光钢铁共有
2330 人坚守岗位，占全体员工的
89%。“对罗源闽光来说，今年是非常
关键的一年。受国内外行情影响，国
内钢铁行业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
罗源闽光提早布局、持续发力，以降
本增效和节能降耗为抓手，全方位构
建竞争优势，计划在 2023年实现全工
序超低排放、2025年实现碳达峰。”罗
源闽光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潘建
洲说。

国际航空城：
坚守工地保安全

春节期间，福州（长乐）国际航空
城项目尽管暂时停工，但多名轮值管

理人员仍在坚守。
负责该项目的福州新区集团权属

三江口公司市政二部副经理张文就是
坚守人员之一。昨日上午不到 8点，
他在上岗前习惯性地先到工地巡查，
然后回到办公室值班。他目前主要牵
头负责文山路及连接线道路工程（一
标段）、马山一路及连接线道路工程、
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等 5
个项目的建设，日常的工作就是穿梭
在各项目之间，开展工地巡视，梳理现
场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分析下一步工
作进展等。

“工地不像家里，锁上门就不用管
了，不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公司都安
排专人留守，确保项目现场安全可
控。”张文说。

作为节后复工的重点项目，文山
路及连接线道路工程（一标段）总投资
1.7亿元，包括两条道路，总长度约 2.6
公里。项目于 2021年 1月开工，计划
2023年8月基本完工。

“六个城”建设鏖战急

让船政文物“动起来”
在屏幕墙上点击一副眼镜，一

张大图就跳出来，这是民国时期福
州海军艺术学校校长黄聚华佩戴过
的眼镜。

“我们新增的文物展示魔屏，能
够 3D 展示馆藏文物，以让文物‘动
起来’的方式拉近观众与藏品的距
离。”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负责人王
芳说。

记者在博物馆一楼看到，一面
屏幕墙上展示着各式各样的文物，
这些文物都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的馆藏文物，除了 1867 年的插床、

“通济”舰舵轮、皮带式老车床等3件
国家一级文物，还有第一本船政学
堂教科书实物、百年前水兵生活用
品等。

百年前船舱没有风扇、空调，海
军士兵怎么睡觉？是睡木板床吗？

这些问题，在船政文物里可以找到
答案。捐赠了水兵部分生活用品的
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刘
传标说：“以前水兵在舰船上不是睡
木板床，而是帆布吊床，只要用绳索
把帆布绑在船舱隔板挂钩或柱子上
就可以，睡觉不受船摇晃影响。另
外以前舰船没有风扇和空调，夏天
船舱里很热，水兵们转移到甲板上
睡觉，睡觉前取出帆布吊床绑在甲
板栏杆上。”

在博物馆二楼，除了讲述左宗
棠三顾宫巷力邀沈葆桢接掌船政事
业等故事外，还展出“通济”舰舵轮，
以及各种船政舰船模型，二楼尾厅
还展示了 1∶100的“福建”舰编队模
型。

位于三层的“百年传承的船政
造船”展区，首次展出了世界最大的
钢丝网水泥船“古田”号遗留下来的
船名牌、罗经、车钟等重要船构件。

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说，20
世纪70年代，在钢材匮乏的背景下，
我国尝试采用水泥钢丝网作为替代
材料制造船只，根据交通部、建工部
等部门的委托，马尾造船厂进行技
术攻关，满载吨位 5773吨的“古田”
号应运而生。

全面升级后的博物馆除了丰富
展陈形式，还综合运用漆画、艺术雕
塑、场景复原、模型、声光电等多样
化手段，生动讲述中国向海图强的
船政往事以及百年薪火相传的船政
精神。位于三层展厅的全国首部船
政裸眼 3D影片带领游客穿越千年，
追寻福州的海洋梦和中华民族的向
海图强梦。

“馆内展区亮点纷呈，外部展区
也有惊喜。我们将原本分散在船政
各处景点的五门19世纪70年代的舰
炮，集中陈列在博物馆门口。”王芳
说，这些舰炮原来是船政舰船的装
备，曾参加马江之战，战后从江里被
打捞上来。它们存世极为罕见，例

如其中的早期克虏伯炮，就是非常
罕见的双炮闩型号。

室外体验实景版“博物馆”
游客在馆内看展，可以了解船

政诞生的历史背景、感受闽都瑰宝
船政文化的魅力，走出博物馆可以
体验船政实景。漫步园区，仿佛一
步“百年”——从现存船政工业遗
址中最古老的建筑、全国重点文保
单位绘事院、轮机厂，到我国第一
架自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诞生
地铁胁厂，再到见证马尾造船厂造
船业发展的机修车间、修船工段
等，它们记录了从 1866年创设船政
至今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奋斗足
迹。

陈悦说：“这种室内陈列与室外
历史建筑结合的开放式大博物馆理
念，将博物馆置身于户外实景展示
空间，在福建还很少见。”

据介绍，船政旧址在保护修缮
的同时引入科技元素，实现了从“外

貌”到内在“气质”的蝶变。如今，绘
事院沉浸式展示百年前舰船设计实
景；铁胁厂打造铁胁与飞机制造专
题展览，市民可以跨时空与水上飞
机设计者巴玉藻、王助、曾诒经“对
话”；修船工段变身文艺范十足的船
政书局；甲居装作业工棚展示“甲型
一号”水上飞机的1∶1复原模型……

园区还沉浸式展示了船政造船
工具等，设置了以轮机车间等百年
船政建筑为背景的天空之境、江滨
百米透光跑道等 10 余处美陈打卡
点，这些场景正月里刷屏马尾市民
朋友圈。

感受船政学霸生活场景
今年春节，中国船政文化博物

馆在一楼的临展厅新设了《聚才江
海——船政首创中国职业教育历史
陈列》专题展，展现船政职业教育不
平凡历史，这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
馆迁入船政文化城核心区后举办的
第一个临展。

船政教育的更多场景在船政格船政教育的更多场景在船政格
致园内致园内，，经过切割车间和船政衙门经过切割车间和船政衙门，，
就能在格致园中间区域看到就能在格致园中间区域看到““一座一座
学堂引领一个时代学堂引领一个时代””的巨幅标语的巨幅标语，，再再
往里走就到了船政学堂往里走就到了船政学堂，，它被誉为它被誉为

““近代中国海军摇篮近代中国海军摇篮””。。一百多年一百多年
前前，，从这里走出了严复从这里走出了严复、、邓世昌邓世昌、、魏魏
翰翰、、詹天佑詹天佑、、刘步蟾刘步蟾、、萨镇冰等一批萨镇冰等一批
对近代中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对近代中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
名人名人。。少年严复少年严复 18671867年到后学堂学年到后学堂学
习驾驶习驾驶，，开启全新的求学之路开启全新的求学之路。。毕毕
业于前学堂的詹天佑后来主持修建业于前学堂的詹天佑后来主持修建
了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了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
路路———京张铁路—京张铁路。。

走进重建后的船政前学堂，里
面布置了百年前“学霸”们的学习场
景，现在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基
地。今年船政学堂旧址将再次传出
琅琅书声。船政文化马尾造船厂片
区保护建设工程（三期）正在对原船
舶工程技术学校旧址建筑等既有建
筑进行修缮更新，计划 9 月交付使
用。三期全部完成后，整个船政文
化城轮廓更清晰，一期、二期以参观
体验为主，三期有教学、研学等内
容，中国船政文化城成为综合性、复
合性传播和普及船政文化的大“博
物院”。今后核心区将实现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
牌。

目前游客打卡核心区须提前预
约。游客可登录“全福游”小程序或
下载“全福游”APP，在搜索框输入

“中国船政文化城”进行预约。游客
可乘坐 M2、137、139、140 路公交车
至马尾造船厂站下车，往前步行 600
米。自驾车可定位至“中国船政文
化城-轮机车间”，在游客服务中心
东侧停车场停车。园区开放时间为
8:30~17:00，闭园前半小时只出不进；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
周二至周日9：00~17:00。

船政博物馆探宝，美陈点打卡，体验学霸生活……

正月里，“解锁”船政新玩法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

船政是福州的名片船政是福州的名片，，也是全国独一无二也是全国独一无二
的文化瑰宝的文化瑰宝。。春节前开园的中国船政文化春节前开园的中国船政文化
城核心区城核心区，，整体保留了百年前船政生产区域整体保留了百年前船政生产区域
的格局的格局，，成为助推船政成为助推船政““申遗申遗””的新地标的新地标。。

正月里正月里，，核心区迎来一拨又一拨游客核心区迎来一拨又一拨游客。。
昨日昨日，，记者走进核心区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记者走进核心区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
馆馆、、铁胁厂铁胁厂、、船政书局船政书局、、轮机车间轮机车间、、绘事院等绘事院等
景点景点，，带您带您““解锁解锁””船政核心区的新玩法船政核心区的新玩法。。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 通讯
员 陈丽）连日来，携程度假农庄
项目施工方紧紧围绕目标任务加
快建设，争取2月投入试运营。

携程度假农庄项目是永泰县
重点文旅项目之一，包括富泉协
星联营店和赤锡直营店，分别以

“岩石主题悬崖体验营地”和“山
水鲤道野奢度假农庄”为主题进
行规划建造，以“1+1”的模式打
造高端乡村住宿标杆产品。

近日，在富泉协星联营店建设
现场，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骨
架安装、板材铺设、栏杆组装等工
作，施工机械、运输车辆往来穿梭，
一派繁忙景象。

据介绍，目前，富泉协星联营
店已经完成了所有主体结构装配
式建筑的安装和整个室外景观工
程的建设，正在对服务岛、度假屋
室内装修、水电入户接驳及步栈
道修建等工作进行收尾。同时，
运营筹开相关准备工作也已在同
步开展。

与此同时，位于赤锡乡的直营
店项目也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据介绍，赤锡直营店主体工程、室
内装修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
调试及绿化景观的收尾工作。目
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超过93%，1月
下旬将完成项目建设，2月启动线
上宣推，投入试运营。

福耀科技大学项目春节不停工
3栋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

永泰携程度假农庄项目建设火热
计划2月投入试运营

﹃﹃
古
田
古
田
﹄﹄
号
遗
留
下
来
的
船
名
牌

号
遗
留
下
来
的
船
名
牌
、、罗
经
罗
经
、、车车

钟
等
重
要
船
构
件

钟
等
重
要
船
构
件
。。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欧
阳
进
权
摄

欧
阳
进
权
摄

博物馆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博物馆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通济通济””舰舵轮舰舵轮。。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摄欧阳进权摄

现场工人有序施工现场工人有序施工。。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桦真摄吴桦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