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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闽过年台青台胞春节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林奕婷）24日上
午，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福兔呈祥福
满乾坤——古厝戏台·传统歌舞专
场演出”在位于上下杭历史文化街
区的福州市非遗展示馆火热开演。

演出在被誉为“东方民族交响
乐”的十番音乐演奏声中拉开序
幕。来自福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
的表演者们带来的歌曲《临水伊
人》《送还人间圆满的爱》《万疆》，
舞蹈《梦回长安》《醉太平》，琵琶独
奏《寻一个你》以及汉服走秀、花艺
展示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演出
现场热闹非凡、掌声阵阵。

在古厝戏台·传统歌舞专场演

出以外，福州市非遗展示馆“致知
格物”馆藏作品展展出了寿山石
雕、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软木
画、福州木雕等非遗精品，让人在
观展之余感受到福州巧夺天工的
传统工艺。

据了解，市非遗展示馆自开馆
以来，已连续三年举办春节假期非
遗展示展演活动，丰富群众传统佳
节精神文化生活，让市民、游客在传
统节日期间零距离感受优秀传统文
化。

今年，市非遗展示馆策划推出
了“非遗陪你过大年”系列活动，通
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俗
展示、精品展陈、文艺展演和研学
体验等活动，向大众全方位呈现蕴
含本土特色的歌舞、戏曲、节俗以
及非遗代表性项目。福州剪纸、寿
山石雕、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展
示和新春拓印体验等活动更是吸
引了许多参观者互动。春节假期
至今，市非遗展示馆的单日参观人
数最高已超1.5万人次。

市非遗展示馆新春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古厝戏台·传统歌舞专场火热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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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奕婷）鼓山历
来是福州市民登高揽胜与祈福之
所。昨日，鼓山的浴凤池·白云顶
片区揭开面纱，试行开放体验活
动。

白云顶上鼓声隆隆，鼓山传统
腰鼓队的表演令人遥想山顶有一
巨石似鼓的传说。鼓山新春祈福
仪式、吟诵鼓山经典诗词等一系列
以“鼓响鼓山·福聚福地”为主题的
精彩新春演出，为市民游客送上新
春祝福。现场游客免费领取祈福
牌，在白云顶祈颂新年心愿和祝
福。

祈福者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
体——来自福州市自行车运动协
会的骑友们以及来自海峡两岸的
登山和骑行爱好者们，骑行在浴
凤池·白云顶片区的环山道路，欣
赏白云洞景区的奇山异石、摩崖

石刻，在大量以“鼓”“福”为元素
的新年景观中，感受此处的人文
底蕴。

白云洞景区位于鼓山西北侧，
是鼓山风景名胜区六大景区之一，
浴凤池·白云顶片区是凤池白云洞
的核心景区，平均海拔 800 米左
右。因传说凤凰在此处溪中洗浴
而得名。此外还有石鼓岩和观音
掌，皆有美丽的故事。

鼓山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春节后，管委会将在试行开放期间
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继续对该片
区进行优化提升。未来，还将进一
步整合资源，举办登山、骑行、露
营、摄影，以及各类文体旅休闲高
端产品发布会等活动，助力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积极推进实施全民健
身、健康中国战略，为广大游客提
供更丰富的体验。

本报讯（记者 林奕婷）“让开一条路
大家齐齐走，积一份德大家齐齐赢。财分
天下心不疼，行善传美名……”昨日，福州
语歌曲专场音乐会在三坊七巷南后街唱
响，让市民游客在坊巷间感受福州方言的
魅力，接收来自有福之州的新春祝福。

此次福州话歌曲演唱会邀请福州本
土歌手演唱了《齐齐走》《闽江之上》等福
州语歌曲，还有小朋友用稚嫩的童声唱
出家乡的母语，让《依爸疼依妈》《妈妈说
我是捡来的》这类歌曲更具童趣。据了
解，本次演唱会还融入了知艾防艾的宣
传，让艾滋病防治工作更接地气。

鼓山浴凤池·白云顶片区试开放
游客登高祈福，感受人文底蕴

福州语歌曲
送出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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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演唱福州语歌曲小朋友演唱福州语歌曲，，吸引市吸引市
民游客驻足聆听民游客驻足聆听。。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本 报 讯（记
者 胡一晟）新春
佳节除了阖家团
圆，文化过年也成
了众多市民的选
择。昨日，记者在
市美术馆、福州画
院等文旅场所看
到，不少市民和游

客携家带口、文明观展，给祥和的节
日氛围增添了文明的底色。

在台江中平路的市美术馆（黄培
松故居），一场题为“景运春融”的年
味主题摄影作品展正在这里举办。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天气晴好，馆
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观展。在

各个展室，参观者均放慢放轻脚步、
小声谈论，文明观展。携家带口的市
民也自觉地看管小孩，避免影响其他
游客。

记者注意到，馆内除了安排有摄
影展，创意“福”字书法作品征集活动
也吸引了不少人参与。大家文明排
队，挨个在数字书画台上写下不同风
格的“福”字，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憧
憬。

“在这数字书画台上写字很新
奇，和我平时在纸上写毛笔字很不一
样。”正读小学三年级的郑启鹏小朋
友写完“福”字后自言自语道。“小朋
友你写得真棒，平时一定经常写毛笔
字吧。”边上一名依伯忍不住赞叹。

市美术馆位于传统古厝，精心装
扮的红灯笼、红地毯、中国结、福兔呈
祥海报及打卡墙等让百年古厝更加
古色古香、意趣盎然。市民在观展之
余还纷纷拿出手机，或记录下一步一
景的美好，或与古建合影，留下新春
的美好瞬间。

“这次我们和省民俗摄影协会合
作，用一个月时间向全国摄影爱好者
征集了 3000幅（组）反映春节题材的
摄影作品，并从中精心挑选出 100幅
（组）摄影佳作，展示给福州市民，让
大家足不出户，也能通过照片，感受
全国各地过年的喜庆气氛，展现中华
传统节庆文化的魅力，打响‘福’文化
品牌。”市美术馆工作人员表示，春节

这几天，馆内每天都能接待 2000人
次以上的参观人群。

另外，在于山的福州画院，“闽山
闽水物华新——福州海洋文化写生
作品展”也同样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
者观展。记者在展览大厅看到，大家
都轻声细语，或安静欣赏，或默默拍
照，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

“这次展览共展出院内外画师写
生及创作作品约 140件，艺术展示福
州的海上文化，用画笔谱写新时代福
州的发展。”据画院工作人员介绍，其
中一件 25米的合作山水长卷《闽山
闽水物华新》，生动展现了福州近十
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生态环境保
护的亮眼成绩。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江超云）春节前，“闽珠8号”客轮往返马
尾琅岐码头和马祖福澳港，这是2023年
农历春节前“两马”客运航线最后一个
航班。至此，恢复通航的“两马”航线春
节前双向4航次运营结束，162名旅客通
过这条“亲情航线”返乡过年。正月初
七，福州至马祖客运航线将继续通航。

本月上旬，中断了近三年的两岸
“小三通”海上客运航线部分恢复通航，
其中“两马”航线 1月 8日复航，满足马
祖地区民众农历春节的返乡需求。

“回家的感觉真好！”从长乐嫁到马
祖的林女士说，两岸“小三通”航线中断
近三年，她没回过长乐，听说“两马”航
线复航，第一时间就预订了船票，今年
回娘家过了一个团圆年。

“今年春节旅客数量增加了近一倍，
回来的都是探亲的马祖乡亲。客运站为
此增配更多工作人员进行引导。”马尾琅
岐客运站负责人说，此次春运“两马”航线
开展了“两岸一家亲、两马兄弟情”主题服

务活动，为特殊旅客提供一对一服务，帮
助他们顺利返乡、温暖过节。

节后，福州至马祖客运航线计划从

1月 28日（正月初七）继续通航，在 1月
28日、2月 1日、2月 4日及 2月 6日分别
开设两个航班，保障旅客往来两岸。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 通讯员 林
煜）由团省委、省青联、团市委等单位
举办的“新春福游，乐启新程——2023
向幸福出发”慰问台青台胞新春主题
活动，24日在福州举行。50名台青台
胞参加活动，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活动结合“福”文化特色，精心安
排了“新春全福游”，内容涵盖逛福街
（游览上下杭福街）、游福船（乘坐台
江苍霞至仓山烟台山对渡游船）、品
福茶（品尝茉莉花茶）、登福山（游览
烟台山）等内容，其中福街、福船等多
个项目均为 2023年春节期间首次开
放的文旅特色项目。主办方还安排
了专业生动的闽都文化讲解，让在榕
台青台胞在饱览“福”文化中感受中
国传统年俗的魅力，促进台青台胞更
好融入有福之州。

晋安区两岸交流中心运营主管、
桂溪社区主任助理、市台胞公寓楼楼
长王廷维说：“参加活动特别开心，我
看见了许多与台湾相同的春节年货，
格外亲切。登山也特别有意义，步步
高升寓意着在新的一年大家工作生
活都有新进步。感谢共青团的用心
安排，让我们在有福之州过了个幸福
快乐年。”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日前，
福州史上规模最大的跨年光影焰
火秀在“闽江之心”举办，活动不
仅吸引了近 10万名市民的热情
观赏，还登上初一晚央视《新闻联
播》，让全国观众赞叹，收获超
3900 万次全网直播观看量和报
道阅读量。

昨日，记者从福州城投集团
了解到，为更好记忆当晚烟火盛
况，2023 年福州迎新春“闽江之
心”除夕光影焰火歌舞嘉年华短
视频及摄影有奖征集活动正式启
动，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据悉，此次活动征集内容为
真实记录 2023年除夕福州“闽江
之心”光影焰火秀活动场景，呈现

“闽江之心”除夕最美瞬间的优质
短视频和摄影作品。

投稿作品须为原创，内容主
题鲜明、导向正确。其中，图片类
投稿作品格式需为 JPG、JPEG格
式，文件大小不低于 5MB，确保
图片质量清晰，作者可对作品进

行对比度、亮度、色彩度、饱和度
等创造性调整，不得加 LOGO、
水印、修饰性边框或进行多图拼
接，手机、相机拍摄均可，彩色、黑
白、单色不限；视频类投稿作品拍
摄手法不限，画面连贯、内容完
整，须加配背景音乐，wmv、rm-
vb、avi、mp4、mov等格式均可。

本次征集活动短视频组、摄
影组各设有三项奖项。包括“醉
美视频”一等奖一名，奖金一万
元；二等奖一名，奖金 5888元；三
等奖三名，奖金 2023元；“醉浪漫
摄影作品”一等奖一名，奖金
5888 元；二等奖两名，奖金 3333
元；三等奖三名，奖金 1000 元。
此外，获奖者将优先签约成为“闽
江之心”御用合作视频及摄影师。

作品征集时间至 1月 31日，
欢迎广大市民将作品以“作品名
称+作者+联系方式”命名，发送
至邮箱 cxjzdwxcb@163.com。更
多征集要求可查询“闽江之心”微
信公众号。

文明观展享福气 兔年新春乐陶陶

留住“最美除夕夜”
“闽江之心”启动优质作品征集活动

“两马”航线初七继续通航
春节前已有162名旅客通过该航线返乡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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