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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丸大王”
“鱼丸达人”
来献宝
福州鱼丸博物馆已征集 155 件老物件

“林禹捐献的老物件多为
明清时期物件，极具收藏价
值。”连江县博物馆原副馆长
福州晚报讯“鱼丸大王” 骆明勇介绍。
林行和
“鱼丸达人”
林禹，
都来
无独有偶，前不久，年近
“献宝”
啦！记者昨日获悉，
在 八旬的林行，从江西赶到连
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福州鱼丸 江，
把珍藏几十年的关于鱼丸
博物馆已征集老物件155件。 的老物件捐了出来。林行是
有名的“鱼丸大王”。上世纪
捐献老物件
80 年代，他率先在上海、北京
极具收藏价值
等城市打响了福州鱼丸的名
“鱼丸是浓浓的乡愁。我 气。他捐赠的老物件多达 20
们要为福州鱼丸博物馆出一 件，包括：制作鱼丸的绞肉机
份力。
”
昨日，
市级非遗项目连 等工具，
如当时最先进的一分
江黄岐鱼丸制作技艺传承人 钟 5000 转的鱼丸搅拌机；上
林禹，将珍藏的 9 件老物件捐 海市政府颁发的“一厂一品”
给了在建的福州鱼丸博物馆， 获奖证书。这些都见证了福
包括釉色浑厚的明代青花鱼 州鱼丸的发展历史，
极具收藏
纹碗。林禹是连江的
“鱼丸达 价值。
人”，从事鱼丸行业已有 20 多
截至目前，
福州鱼丸博物
年。
馆已经收藏了155件老物件。

林禹（右一）捐献的老物件多为明清时期物件。

■记 者 郑瑞洋
通讯员 陈成志 文/摄

见证鱼丸工具演变史
记者看到，
福州鱼丸博物
馆收藏的物件中不仅有近现
代的鱼丸绞肉机、鱼丸打浆
机、竹编鱼篓等物件，还有宋
元时期的瓷器等。这些物件
见证了鱼丸工具的演变历史。
据业内人士介绍，
福州鱼
丸制作工具的发展有下面几
个阶段。
手工阶段：
以木制工具为
主，简易的如木锤、鱼饼棒及
十字型搅拌器。
搅拌机阶段：
出现了搅拌
机、打浆机等机械设备，将打
鱼浆的时间从半小时压缩到
几分钟内。
鱼丸机阶段：
出现了自动
化、智能化的鱼丸机，连江研
制的鱼丸机一分钟能生产350

粒鱼丸，并可订制不同形状、
大小、
重量的鱼丸。
未来，随着时代发展，借
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有
望实现“手机点一点，轻松打
鱼丸”
。

AI 智能无人扫路机上路了
在华林路、
鼓屏路非机动车道试运行

福州市气象台昨日 17 时发布
今天 多云，
气温9℃～20℃。
明天 阴转小雨，
气温11℃～16℃。
后天 小雨，
气温12℃～14℃。

生活指数
平均相对湿度 77.8%（居室环境最佳
值为40%～70%）。
舒适度指数 夜里-2 级，冷，不舒适；
中午前后-1级，
凉，
较舒适。
紫外线指数 3级，
中等，
需遮阳与涂防
晒霜。
明日晨练指数 3级，
较适宜户外锻炼。

■记者 刘珺/文 张旭阳/摄

续前进。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 10 分
福州晚报讯“自动驾驶， 钟，
发现AI智能无人扫路机特
请注意让行！”福州市政道路 别
“守规矩”
，
始终在非机动车
日前首次上线 AI 智能无人扫 道内前行，
遇到路边停靠车辆
路机，在清洁路面的同时，还 绕行时，它不会压到路面白
可避让行人、绕行障碍物、识 线。
别红绿灯……昨日，
记者前往
“机器车在扫地，
真可爱!”
鼓楼区鼓屏路现场直击。
路过的孩子指着 AI 智能无人
下午 2 时 30 分，
记者来到 扫路机兴奋地说，
拉着家长拍
鼓屏路附近，
AI智能无人扫路 视频留念。
机正由北往南，
贴着路沿在非
“整车包含激光雷达、摄
机动车道上前进，
整车约一人 像头、高精度 GPS 等传感器，
高，车头、车厢线条流畅。在 可进行人工操控或自动操控，
运行过程中，车身不断发出 进行路面清洁。”福建东飞环
“自动驾驶，
请注意让行”
的语 境集团相关技术人员说，
它可
音提示。随着车前圆形扫把 以按照提前设置好的路线，
无
不停转动，路面上的枯叶、烟 人驾驶自动清扫。除了常规
头、塑料袋等垃圾被清扫干 路面清扫外，
它还会主动贴着
净。
景观绿化带的边角清扫。
AI 智能无人扫路机经过
据了解，近两个月来，AI
鼓屏路与钱塘巷交叉口时，
前 智能无人扫路机上路测试，
目
方有行人经过，它在距离约 1 前测试工作已进入尾声。它
米处停下，
等行人走远后再继 具备自动驾驶、精准定位清

福州市区天气预报

今明福州气温
“过山车”
未来几天湿冷天气成主角
■记者 毛小春
AI智能无人扫路机自动避让设定路线内的车辆。
扫、
路缘石边缘检测并贴边清
扫、遇障碍物绕行或让行、识
别红绿灯、跨越人行道、全覆
盖清扫、远程监控、远程控制
自动加水充电倒垃圾等功能。
“鼓楼区创新城市精细化
管理，
在全市率先将AI智能无

人扫路机应用于市政道路清
洁。它在交通平峰期、
夜间上
路运行，
缓解环卫工人的工作
压力。
”
鼓楼区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 AI 智能无人扫路机在华
大街道华林路、
鼓屏路段试运
行，
很快将在更多街镇铺开。

福州严打盗采海砂违法犯罪活动
破获涉砂案件 30 余起，
抓获嫌疑人 100 余名

福州晚报讯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榕城
可能短暂升温，
午后高温或达 20℃。但明天
开始受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共同作用，
福
州气温再度下降，雨水增多，未来几天恼人
的湿冷天气将成天气舞台的主角。
气象部门监测，未来几天，影响我国的
冷空气依然活跃，
但今天福建暂时没有明显
冷空气。从明天开始，
随着冷空气南下与加
强的暖湿气流配合，
南方多地将出现降雨降
雪。对福建来说，从明天到下周，阴雨天气
或是主流，
冬日暖阳或成稀缺资源。
省气象部门预计，
明日全省天气阴，
大部
分地区有小雨，
我省北部局部可能有大雨。

晨至信第 2022013 期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福州市鼓楼区福马
为保护海洋生态资源，
确 海砂堆场、船舶修造厂（点）、 余艘次，检查重点涉砂场所
路 45 号闽古屋 4 号楼三层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旧机动车一批。详见清单。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 12 时前交付竞买保证金并至我司办
保海上交通安全有序，
市公安 采运海砂船舶、
违规使用海砂 1000 余次，破获涉砂案件 30
理竞买报名手续。
展示时间：2022 年 1 月 18-19 日
局海防支队和沿海各县（市） “四个整治重点”，紧盯“人、 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展示地点：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清富村委会旁大型停车场内等处
报名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马路 45 号闽古屋 4 号楼三层
福州晚报讯 去年 12 月 区公安机关密切配合，
以非法 船、场、企”四个要素，开展全 100 余名，有效净化了福州周
联系电话：0591-87848560
福建省晨至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中旬，
福建部署开展全省陆地 修造采运海砂船舶厂（点）明 方位
“地毯式”
摸排，
落实全要 边海域安全生产作业环境。
2022 年 1 月 15 日
涉海砂突出问题整治行动。 显减少、
非法采运海砂船舶明 素“网格化”责任，摸
1. 卢氏华侨厝坐落于龙山街道利桥街 59 号，
建筑面积 825.62㎡。
自行动开展以来，
市公安局结 显减少、
海上非法采运海砂活 清基础底数，掌握重
2. 黄氏华侨厝坐落于龙山街道宋井巷 2 号，
建筑面积 1207.63㎡。
合社会市域治理现代化具体 动明显减少、
涉海砂安全生产 点对象，
针对性监管，
3. 吴氏华侨厝坐落于龙山街道利桥路 25 号，
建筑面积 914.42㎡。
要求，
严厉打击福州周边海域 事故明显减少为整治目标，
全 全方位打击。据统
4.荷园坐落于龙山街道利桥路7号，
建筑面积1788.28㎡。土地证：
融城国用（九
盗采海砂违法犯罪活动。截 面摸排陆上涉海砂经营情况， 计，截至 1 月 5 日，全
四）字第04608号，
房产证：
融S字第30952号，
产权人：
林桃宋（已故）。
以上四栋房屋隶属福清市重点项目房屋征迁范围内，
请相关产权人于2022年 1
至 1 月 5 日，全市公安机关共 严厉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
彻 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
月12日-2022年2月17日，
到龙山街道办事处进行登记。
破获涉砂案件 30 余起，抓获 底铲除涉海砂违法犯罪基础。 力 3300 余人次、车辆
福清市龙山街道办事处
违法犯罪嫌疑人100余名。
据悉，
民警围绕岸线海岛 1300 余辆次、船舶 50
2022年1月11日

■记 者 林春长
通讯员 陈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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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