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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
揭幕战福州恒星队 2 比 0 取得开门红
■记者 王光慧/文 张旭阳/摄

福州恒星队员（红衣）带球突破。

本次联赛吸引来自全省各
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的 11 支球
福州晚报讯 5 日，
福建省首 队，共 300 余名运动员参赛。联
届城市足球联赛在福州海峡奥 赛为期 8 天，分两个阶段。第一
体中心开赛。本次赛事是福建 阶段分为 AB 两组进行单循环
省首次以各市、
平潭综合实验区 赛，决出两个小组前四名球队，
为选拔、
参与单位的省级足球城 第二阶段小组前四名进行交叉
市联赛，
作为全国先行先试的典 比赛，
最终决出本次大赛冠亚季
范，
是我省开展三大球改革振兴 军。
而开创的一项全新的赛事体系，
福州作为东道主，
共有两支
有效衔接“体总杯”三大球中国 队伍出征，
分别是福州恒星足球
城市联赛。
俱乐部队和福州新区金刚腿足
本次赛事由中华全国体育 球俱乐部队。
总会竞赛委员会指导，
中国足球
福州恒星足球俱乐部队曾代
协会支持，福建省体育局、福州 表福州获得过 2018 年至 2021 年
市人民政府主办，
福建省篮排球 福建省足球超级联赛冠军，
并代
运动管理中心、福州市体育局、 表福建足协参加中国足球协会冠
福州古厝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福 军联赛大区赛。在刚刚结束的
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 2022 年中冠联赛肇庆赛区比赛
协办。
中，
球队以不败战绩晋级全国总

省运会群众组太极拳赛

福州斩获 8 个一等奖
关注省运会
■记者 王光慧
福州晚报讯 5 日，
福建省第十七
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 2022 年福建省
全民健身运动会太极拳总决赛在三明
市体育馆收官。全省各地市共 10 支

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比赛设男子、
女子个人项目和男
子、
女子集体项目。个人项目包括规
定陈式太极拳、
规定杨式太极拳、
规定
吴式太极拳、
规定武式太极拳、
规定孙
式太极拳以及 24 式太极拳，
集体项目
为八法五步。
经过 3 天的激烈角逐，太极拳比
赛 14 个项目中，
福州队获得了 8 个一
等奖、
4个二等奖、
7个三等奖。

器乐声乐舞蹈 节目相继展演
■记者 顾伟

福州晚报讯 由福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
承办，福建大剧院协办的“喜迎二十
大”精品节目系列展演活动本周在福
建大剧院开场。
4 日和 5 日率先在福建大剧院音
乐厅与观众见面的是器乐专场，声乐
专场 11 日和 12 日将在福建大剧院音
乐厅上演，
其后还有舞蹈专场。
4 日和 5 日进行了器乐专场表演，
曲目既有《春雨》
《春江花月夜》
《桃花
坞》
《赛马》等中国名曲，也有《蓝色探
戈》
《春天奏鸣曲》等西方经典，更有
《四季天下》
《花好月圆》等中西器乐合

璧的新派乐曲。表演形式多元，集独
奏、
合奏、
协奏和朗诵于一体。
下周举办的声乐专场精选了不
少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其中
《故乡是北京》
《忆秦娥·娄山关》
《我
爱你，中国》
《我们的新时代》等歌曲
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
《雪白的爱》是
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致
敬，
《妹子你别走》
《一杯美酒》等地方
民歌韵味十足，
《青玉案·元夕》古风
古意，经典戏歌《梅兰芳》散发独特魅
力。演唱形式上，独唱、小组唱、大合
唱等齐聚一堂。
舞蹈专场的节目正在筹备。这些
演出均按惠民演出低票价方式向民众
售票。

两岸中青年篆刻大赛作品展出
■记者 顾伟
福州晚报讯“福泽东方”
第七届
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大赛作品展和陈
达雕刻艺术邀请展 5 日在福建博物院
开展。
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大赛从2016
年开始举办，
至今共吸引了海内外上
万名篆刻爱好者参与。本届篆刻大赛
由西泠印社、
省文联、
省文物局、
福州市
委宣传部、
福州市委统战部等单位主

办，
共征集到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
港澳台地区的作品1335件。经评委评
选，
130件优秀作品参展。
陈达雕刻艺术邀请展同日开
展。陈达在篆刻、
竹刻、
石雕等艺术领
域都有造诣，
此次展出70余件作品。
现场观展持续到 8 月 30 日，
有兴
趣的市民可前往福建博物院7号、
8号
展厅免费观展。同时，
市民也可登录
《文化生活报》官方微信，
通过云展览
一饱眼福。

决赛16强，
也是福建唯一一支晋
级的球队。
福州新区金刚腿足球俱乐
部成立于 1998 年 8 月，
因长乐闽
江风景名胜——
“金刚腿”而命
名。球队立足福州新区，
常年参
加地区足球联赛。
本次联赛的揭幕战在福州
恒星足球俱乐部队和宁德 FC 队
之间展开。比赛第45分钟，
福州
恒星队利用角球机会由9号曹艺
耀头球破门，
上半场结束前取得
1比0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
福
州恒星队 33 号球员龚子杰利用
一次配合，再进 1 球。最终福州
恒星队2比0取胜。
据介绍，
福州海峡奥体中心
开放现场观赛，
广大球迷朋友可
凭开赛前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及健康码绿码到场观看。

高校学子到闽江之心开展社会实践

乘
“好年华”
地铁 七夕访
“爱情岛”

之心成为城市新地标、商业
新高地、
市民好去处。
“‘好年华号’主题地铁
让在榕学子感受到福州对人
才的用心与用情。
”
电子科技
大学硕士生章蕾表示，
“福州
的高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让
人赞叹，福州的未来让人充
满信心，期待更多优秀青年
可以来福州走一走，
看一看。
”
“福州是一个重视人才、
包容性强的城市。这几天的
调研活动，让我们深刻了解
到，福州正努力把江心岛建
学子们在江心岛走访。
设成为全国知名爱情主题公
■记者 林铭
车厢涂装升级。在地铁 1 号 园。
”
清华大学闽籍学子缪尚
通讯员 周娜 文/摄
线 20 号车和地铁 2 号线 5 号 宸表示，
学成归榕建设家乡，
车的第二节车厢，
“好年华，
聚 将是一个美好的归宿。
福州晚报讯 七夕佳节， 福州”
引才活动相关元素装饰
截至目前，
“ 好年华，聚
来自清华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着地铁车门、车窗、看板和扶 福州”引才活动已覆盖 2154
等高校的两支实践团队的 27 手，
营造浓厚的引才氛围。靓 所高校，线上平台浏览量超
名学子乘坐
“好年华，
聚福州” 丽的配色排版、
详尽的政策介 134 万人次，平台注册人数
主题地铁，
穿梭于各个调研地 绍、朗朗上口的标语，
都让乘 2.5 万人，
共吸引 5314 名学子
点，
开展以“打造江心岛成为 坐地铁的学子们心动不已。
报名参与社会实践，6402 人
全国知名爱情主题公园”
为课
在“爱情岛”江心岛，学 次报名参与旅游观光。
题的走访式社会实践。
子们详细了解福州市服务青
近 日 ，团 市 委 策 划 的 年婚恋交友的现状，探索把
2022 年
“好年华号”
地铁专列 江心岛打造成全国知名的爱
上线，
“好年华，
聚福州”
主题 情主题公园之路，助力闽江

严复故居今明展出严复家书
■记者 管澍/文
严复故居供图

与《天演论》内容有关的严复自作词稿。

复家书暨福建乡贤文化
展将在福州严复故居展
出。
福州晚报讯 严复
展览展品以一组珍
是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 贵 的 严 复 信 札 诗 稿 领
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衔。这批家书和手迹，
集
8 月 6 日至 7 日，为纪念 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于
严复逝世 101 周年，
由严 一身，为严家所传，保存
复故居主办，
西泠印社拍 完好，
十分珍贵。此次展
卖有限公司、
福州市三山 览，还有 2022 西泠春拍
名贤文化中心协办的严 部分精品印砚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