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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本周末文艺演出安排出炉

闽江之心邀你品文化大餐
■记者 李锦清
福州晚报讯 既有中西乐器
轮番登场的文艺演出，也有无乐
器伴奏的阿卡贝拉专场音乐会；
既有
“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专场经
典诵读，也有充满“虾油味”的闽
剧专场……这个周末，闽江之心
的文化大餐已经安排妥当，等你
来欣赏。

海丝大舞台
“闽江之心”
签约艺人演出
看点：
表演团体
“提琴社”
，
是
一个将小提琴与二胡相结合的兄
妹组合，哥哥关胤的小提琴与妹

妹关舒格的二胡配合默契，令人
称赞。
时间：今日 19 时 30 分到 20
时30分。
“福籽家园”
民族文化活动
看点：本期演出将在《民族
大丰收》中开场，之后还有维吾
尔族、蒙古族、畲族等民族的舞
蹈节目。节目的最后，观众可与
演职人员互动，一同唱响《爱我
中华》。
时间：周六 19 时 30 分到 20
时30分。
阿卡贝拉专场音乐会
看点：阿卡贝拉是无乐器伴
奏的纯人声音乐表现形式，现场
将演绎《月半弯》
《贝加尔湖畔》
《知足》
《奉献》
《I sing you sing》
等曲目。
时间：周日 19 时 30 分到 21
时。

看点：
这是一场集歌曲演唱、
乐器演奏、舞蹈表演为一体的文
“喜迎二十大 礼赞新时代” 艺演出。既有《祖国》等红色主题
福州华侨音乐会
歌曲演唱，
也有二胡重奏《我和我
看点：中式乐器和西洋乐器 的祖国》等曲目展演，还将有《元
将联袂奉献一场精彩的音乐会。 夕》等舞蹈。
其中，中式乐器独奏节目中，古
时间：周日 19 时 30 分到 20
筝、
琵琶及二胡将亮相；
西洋乐器 时30分。
独奏节目中，大提琴、小提琴、萨
长城大舞台
克斯出场，并将上演西洋乐器合
奏和民乐西洋乐大合奏。
“闽江之心”
签约艺人演出
时间：今日 19 时 30 分到 20
看点：
年轻的表演团体
“兽猫
时30分。
组合”
，
将给游客带来一场小型音
“我和我的祖国”
经典诵读
乐会。
看点：演出将有《我的祖国》
时间：今日 19 时 30 分到 20
《可爱的中国》
《英雄》
《少年中国 时30分。
梦》等20多个经典诵读节目，
带领
“福满福地 闽韵流芳”系列
观众感受语言的艺术魅力，厚植 文艺演出
爱国情怀。
看点：
本场演出为闽剧专场，
时间：
周六19时到20时30分。 将演出《招姐做新妇》
《林则徐充
“我和我的祖国”
才艺展演
军》
《游湖》
《赠塔》
《林祥谦》
《丑洞

群艺大舞台

房》
《牡丹亭》等闽剧节目。
时间：周六 19 时 30 分到 20
时30分。
“闽江之心”
签约艺人演出
看点：歌手程金金将带来女
声独唱。
时间：周日 19 时 30 分到 20
时30分。

海峡大舞台
“闽江之心”
签约艺人演出
看点：现场将有咏春拳套路
展示，带领游客一同感受非遗文
化魅力。
时间：周六 19 时 30 分到 20
时30分。
两岸街头文艺活动
看点：两岸青年现场将带来
街舞秀及
“福”
“宝”
等民俗表演。
时间：周日 19 时 30 分到 20
时30分。

福耀科技大学主体建筑年底封顶
首期 87 万平方米建筑预计明年 6 月竣工
■记者 徐文宇
通讯员 郑丽敏 文/摄

99.9%，明德堂地下室底板浇筑
全部完成，顶板浇筑完成 30%，
公共教学楼、实验楼及图书馆等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7 栋单体桩基检测与土方开挖持
位于福州高新区的福耀科技大学 续推进，预计 10 月初进入全面
（暂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主体 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今年年底实
建筑有望在年底封顶，
首期 87 万 现校园主体建筑封顶。
平方米建筑预计明年6月份竣工。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2021
记者从中建三局福耀科技 年 11 月正式签约落地福州高新
大学项目部获悉，目前福耀科技 区，是由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
大学（暂名）累计完成桩基施工 德旺所创办的河仁慈善基金会

首期捐资 100 亿元人民币，以民
办公助的形式与福州市人民政
府合作创办的一所新型应用型、
研究性大学。
该项目位于福州高新区南屿
镇流洲岛，
总占地面积1273亩，
紧
邻福州大学城和海西高新技术产
业园，将瞄准制造业高端技术短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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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清推出光伏屋顶先进技术
工厂安装完工后约 80%用电量可自给
■记者 林春长
通讯员 张林俊

中建科技（福州）有限公司厂
区内，
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整
齐排列，
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
福州晚报讯 太阳能光伏 光。
发电是电力产业实现可持续发
据了解，中建科技将光
展的路径之一，
开发利用太阳 伏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
能和发展储能已成为实现
“碳 推出了光伏屋顶先进技术。
达峰、
碳中和”
的重要举措。闽 该技术实现了光伏建筑一体
清县在推动低碳转型发展中， 化，推动建筑低碳转型发展，
光伏发电发挥着巨大作用。
助力实现
“双碳”
目标。
闽清县云龙乡后垅村的
目前，
中建科技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一期）装机
容 量 650 千 瓦 ，占 地 面 积 约
7000平方米，
年均发电量可达
约 70 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490吨。
中建科技（福州）有限公
司光伏太阳能项目负责人黄
身浩表示，
一期工程项目建设
完成后，
发电量可达工厂用电
量的约 40%；占地 2 万平方米
的二期工程建成后，
发电量可

停气通知
达工厂用电量的约80%。
中建科技（福州）有限公
司还同时进行“智慧工厂”数
字化转型，
遵循
“厂房集约化、
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
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原
则，
工厂的能效数据实现了广
泛采集和互联互通，
通过大数
据的监测和分析，
实现各项能
效指标的可视化并持续加以
改善。

福州海警查获
50 余吨走私冻品
■记者 石美祥
通讯员 王俊毅 吴宗伟 文/摄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工地俯瞰。

获嫌疑人5名，
查获无合法、
齐
全手续的冻品50余吨，
案值约
200万元。
福州晚报讯 19 日凌晨，
目前，
福州海警局已协调
福州海警局在长乐松下海域 驻地政府与防疫部门完成冻
查获 1 起涉嫌走私冻品案，查 品的取样和消杀工作，
嫌疑人
车辆 3 台，
抓 均已进行核酸检测并隔离。
工作人员对涉案冻品及船舶进行消杀。 扣涉案船舶 1 艘、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13:00 至 17:30 进行，
届时康山里小区、师大
宿舍、宝树园、对湖邮校宿舍、逸园新村、
对湖小区、师大附中宿舍、新兴公寓、金山
花园、振兴花园、欣隆盛状元府、微生物研
究所食堂、警察学院宿舍、三亚大厦、万安
小区、万乐小区、552 电台新苑、鸿城小区
一期二期、正祥万升、新华体育宿舍、人民
公园小区、地税大楼商业、武警医院宿舍、
税务宿舍、二轻工宿舍、欣隆盛一区、二
区、三区、四区、程埔大厦、藤山大厦、新康
山里小区等将停止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17:30 至次日 12:00 进行，届时人民公园小
区将停止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9 月 25 日
13:00 至 17:30 进行，届时南三环路杜园新
苑、康宁佳园、浦口新城、福腾花园将停止
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8:30 至 11:30 进行，届时群众东路以南、五
一路以东、国货西路（五一路—象园头）、
六一路（群众东路—国货路）等周边片区
将停止供气。
请以上用户关闭阀门，注意用气安
全。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
发现问题请及时联系 96891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