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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奕婷/文 林双伟/摄

昨日，大型沉浸式实
景演出《寻梦闽都》在福州
市乌山隧洞首映。这是全
国首个
“新时空”
文旅演艺
产品，观众步入隧洞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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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新闻

数字科技
助力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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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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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临山海神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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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一
“梦”游历千年

《寻梦闽都》将常态化演出
5个一级指标中有3个排名第一

福州数字经济发展
领跑全省
■记者 赵铮艳

沉浸式表演展现闽都烟火气。

精彩表演
呈现闽都文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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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鳌是贯穿演出始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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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林则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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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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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章，金鳌、银鳌回归鱼之
身，在榕荫之下，跃入生命之泉，
继续守护着这方有福之州，之后
的故事将由市民游客继续书写。

2022 年 8 月 6 日

闽剧《荔枝换绛桃》表演。

福州晚报讯 福建省经
济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福
建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
报告（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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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
产业发展五个方面，评估九
市一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 FJDEI 指数评价结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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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积极融入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福建）
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继续领
跑全省，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为 91.1，5 个一级指标中，福
州有3个排名全省第一。
数字发展基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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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数字民生应
用得分全省最高；数字治理
水平方面，福州数字治理手
段指标全省领先；数字产业
发展方面，福州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两项得分均在
全省领先。

聚焦五大领域，
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我省专项整治
涉企违规收费
■记者 赵铮艳

观众步入隧洞如同步入时空长廊。
裸眼 3D、
全息纱幕等前沿数 与观众的一致好评。
字手段的运用，让有限的空间得
作为
“三山两塔一条江”
中的
到了无限的变换，观众每行进一 “一山”，乌山是福州一张厚重的
步都有不同的观赏体验。
历史文化名片。它紧邻三坊七
遗落在南后街的一封信，揭 巷，
既能展现福州的生态格局，
也
开了一段大历史下的唯美爱情故 在闽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事。
相比《寻梦·坊巷》，
《寻梦闽
“茉莉香囊里有我的期盼。” 都》增加了更多的闽都文化元素，
话声落，歌声起，灯光流转，居住 在乌山隧洞实景山水与封闭空间
于上下杭的茶女莫离与随郑和下 完美结合的基础上丰富表演形
西洋的李绅，循着茉莉花香得以 式，旨在绘出栩栩如生的福州人
再见。
文生态画卷。
“数字科技的应用让文化内
“我希望它不仅是一件艺术
涵有了可延伸的物质载体，艺术 作品，也能够成为经得起市场考
创作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
”
杨澜 验的文旅产品。”在第 44 届世界
说，在创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遗产大会后，杨澜便带领创作团
《寻梦闽都》融话剧、
音乐剧、
戏曲 队紧锣密鼓开始筹备这一项目，
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集表演 克服了雨水对山体带来的影响、
艺术、光雕艺术、视觉艺术于一 设备安装等众多难题，于昨日成
身，
展现了闽都文化的勃勃生机。 功首演。
“《寻梦闽都》将常态化演出，
常态化演出
丰富福州中轴线文旅项目，结合
打造城市旅游新名片
以三坊七巷为核心的文旅经济
去年，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 带，
凝聚周边业态，
塑造福州旅游
在福州举办，三坊七巷沉浸式演 消费新地标和城市旅游新名片。
”
出《寻梦·坊巷》向世界展示了中 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执行
国风采、
闽都文化品牌，
受到嘉宾 董事、
总经理林胜说。

治降费减负助企纾困政策未
有效落实、采取打折扣搞变
福州晚报讯 省发改委 通方式侵蚀降费减负红利、
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 相关政策红利未及时有效惠
署在全省开展涉企违规收费 及市场主体、违反收费基金
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乱收费、 立项审批权限自立名目收
乱罚款、
乱摊派。
费、
扩大收费范围、
提高征收
此 次 整 治 聚 焦 交 通 物 标准等。
流、
水电气、
地方财经、
金融、
金融领域，重点整治未
行业协会商会等五大领域， 按规定进行服务价格信息披
重点查处落实降费减负政策 露，未落实国家对小微企业
不到位、借疫情防控违规设 服务收费优惠政策、执行内
立收费项目、不按要求执行 部减免优惠政策要求不到
国家和地方已出台惠企收费 位、贷款强制捆绑金融产品
政策等行为，切实减轻各类 或服务、服务合作管理不到
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负担。
位等问题。
交通物流领域，重点整
行业协会商会领域，重
治降费优惠政策不到位，继 点整治利用行政委托事项及
续收取已明令取消的费用或 其他行政影响力强制或变相
重复收费、为规避政策规定 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会费、
拆分收费项目，不执行或推 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
迟执行政府指导价、不按公 费标准，以及强制或诱导企
示价格标准收费、随意增加 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
收费项目或价格欺诈等行 核评比、
表彰、
出国考察等收
为。
费活动，强制市场主体为行
水电气领域，重点整治 业协会商会赞助、
捐赠，
强制
向用户收取建筑区划红线外 市场主体付费订购有关产品
费用，
不执行政府定价、
利用 或刊物等行为。
垄断地位转嫁收费、自立项
据悉，此次整治将依法
目强制服务收费和强制检定 依规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联
收费等行为。
合惩戒，
对情节严重、
性质恶
地方财经领域，重点整 劣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