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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推进内河开发，
策划生成 9 条旅游路线

东西河流花溪 明年可泛舟
【福州晚报讯】 为深入挖掘
内河文化旅游资源，打响内河特色
旅游品牌，福州市加快统筹内河文
化旅游资源开发，目前，内河旅游
和水上交通（一期）项目已完成备
案立项。据了解，项目初步策划生
成 9 条旅游路线，计划明年上半年，
新增通航白马河-东西河、流花溪
两条航线，剩余河道将逐步分阶段
通航。
经过近年的治理，福州城区内
河整治和建设成效显著 ，在提升

水质再现碧波的同时，新建了 379
个串珠公园与 500.8 公里长的滨河
绿道，
“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成为福州市民家门口的生态福
利。
福州城区内河的幸福蝶变，为
内河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梳理内河沿
线历史文化及景观资源 ，结合现
有游船及河道通航条件 ，初步策
划生成 9 条旅游路线，涉及河道总
长度 44.3 公里，水域面积 3478 亩，

绿 地 面 积 3107 亩 。 这 些 旅 游 路
线 ，将让人们更多感受水韵榕城
的魅力。
目前，福州白马河、晋安河及
光明港已实现内河游船开发，眼下
正重点推进东西河和流花溪的游
船开发，计划明年上半年开通白马
河-东西河、流花溪航线。
按照“水要连、船能通，有故事
可讲、有景可看”的规划目标，新增
航线的准备工作分“三步走”：
清河床，建设施。结合内河常

态化清淤工作，重点开展通航旅游
路线的内河清淤、清障，以满足通
航水深、水质要求。同时，在航线
沿线进行景观提升、夜景亮化并配
套建设码头、游客服务中心、公厕、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目前，码头等
运营配套设施建设一期工程已完
成立项工作，
正在逐步推进。
改桥闸，控水位。福州是马可
波罗笔下“桥最多的美丽水城”，跨
河桥梁较多。由于水位浮动过大，
导致部分桥梁净高无法满足通航

晋安文化记忆馆 19 日开馆
“寿山石古矿洞”
、晋安版《清明上河图》亮相
【福州晚报讯】 晋安文化
记忆馆 19 日开馆。馆里亮点多
多，如在中国首次把寿山石开
采的环境搬到城市展馆中，让
观众体验寿山石古矿洞穿越之
旅；首创文化物产记忆墙，让观
众体验充满动感的晋安版《清
明上河图》。
晋安文化记忆馆，位于竹
屿路与洋头尾路交叉口东北
角，活化利用东二环片区中唯
一古厝建筑群——邓拓祖居、
邓家骅故居（以下简称“两邓古
寿山石展厅通过场景再现，
将寿山石古矿洞景观
“搬”
到古厝中。
厝”
），将古厝的传统之美和现
示晋安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
代展陈方式完美融合，打造一 间新地标。
展馆南区（邓家骅故居）占 色。北区（邓拓祖居）占地面积
站式了解晋安历史文化的好去
是文创开发和共
处、非遗传承大平台和文化空 地面积约 1200 平方米，用于展 约 880 平方米，

享、展示、交流的空间。户外空
间将打造晋安文创一条街。
两邓古厝是区级文保建
筑。本着对古建筑的珍爱之
心、尊崇之心，晋安将两邓古厝
从竹屿路中间，平移迁至竹屿
路东侧现址，加以整体保护，并
进行活化利用。
晋安文化记忆馆既保护了
历史建筑的“筋骨肉”，又传承
了晋安文化的“精气神”，为福
州本土特色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打开新的思路和空间，打造
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
（何佳媛/文 叶诚/图）

第四届海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福州”
大赛

作品评审会圆满收官

书法组评审现场。

11 月 8 日-9 日，第四届海
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福州”
大赛作品评审会在福州顺利举
行。
福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
室、福州市教育局、福州晚报、
东南网海外部等有关部门负责
人，和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
团、福建省书法家协会、福建省
美术家协会、福建省摄影家协
会、福建省青年摄影协会、福州
市政协书画院、福州广播电视
台、福州市书法家协会、福州市
作家协会以及福州市属学校等 优秀奖 223 件）、征文作品 120 赛作品在数量、质量上都优于
单位的 12 位评审专家参加活 件（12 岁以下全赛区 10 件等级 往届。
奖，30 件优秀奖；13-18 岁港澳
为提高海外华裔青少年的
动。
会上，评审专家分别对书 台和新马赛区 10 件等级奖，30 参赛热情，扩大“印象·福州”大
法、绘画、征文、摄影、演讲等参 件优秀奖；13-18 岁其他赛区 赛的影响力，本届大赛总体获
赛作品进行初审和终审两轮评 10 件等级奖，30 件优秀奖）、摄 奖比例提升至 30%，获奖总人
审 。 评 选 出 的 获 奖 作 品 共 计 影作品 112 件（等级奖 10 件，优 数较去年增多。
第四届海外华裔中小学生
669 件，其中，书法作品 132 件 秀 奖 102 件）、演 讲 作 品 72 件
（等级奖 10 件，优秀奖 122 件）、 （等级奖 10 件，优秀奖 62 件）。“印象·福州”大赛由福州市人
绘画作品 233 件（等级奖 10 件， 据评审专家介绍，本次大赛参 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州市教

育局、福州晚报主办，东南网海
外部承办。大赛自 2020 年 12
月启动以来，受到了海外华裔
青少年的广泛关注和踊跃参
与。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大
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2287 件，其
中，书法作品 407 件、绘画作品
984 件、征文作品 347 件、摄影
作品 342 件、华语演讲作品 207
件。作品分别来自美国、加拿
大、墨西哥、牙买加、巴西、阿根
廷、智利、厄瓜多尔、英国、爱尔
兰、法国、荷兰、瑞士、德国、波
兰、瑞典、丹麦、俄罗斯、葡萄
牙、西班牙、意大利、巴布亚新
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博
茨瓦纳、南非、加纳、日本、马来
西亚、菲律宾、印度、缅甸、韩
国、柬埔寨、东帝汶、老挝、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等
40 个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
（王文青）

需求。针对这一情况，在满足内河
水动力的情况下，将通过科学调节
水位，结合必要的桥梁设施提升改
造，
实现优化通航条件。
显特色，选船型。将新增船只
和船型，尤其在船型方面，计划结
合航线的定位、特色，采用不同的
船型，打造水上交通出行方式，增
加福州特色船型，展示福州内河文
化元素 ，让游客充分感受闽都文
化。
（李锦清）

连江获评
“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
【福州晚报讯】 近日，中国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命名 2021—2023 年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通知》，决定
命名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等 183 个县
（市、区）、乡镇（街道）为 2021—2023 年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连江县凭借
十番古乐入选。
十番古乐是中国传统器乐组合的乐
种之一。连江十番古乐是福建十番音乐
的一个流派，连江琯头纯如轩十番乐队的
历史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至今 400 多
年。因其地域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至今一
直保留着传统的乐器组合、演奏技巧、演
奏形式、演奏曲目、传承方法等古乐特色，
被海峡两岸专家喻为“音乐的马王堆”
“活
态国宝”。
（管澍）

“老福州茶摊”
举办分享会

双语版新歌
《福州福》亮相
【福州晚报讯】 14 日下午，位于福
州高桥支路的“老福州茶摊”举办了第
268 期分享会，原创歌曲《福州福》的普通
话版本和福州话版本同时亮相。
今年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大庆，
在福州市委文明办指导下，福州南仙茉
莉志愿者服务中心作为承办单位，编撰
了画册《闽都百福庆百年》，并特邀福州
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山创作
了《福州福》的歌词。
福州方言歌曲著名音乐人林书文拿
到歌词后即兴创作出一首男女声二重唱
歌曲，由他和福州文化志愿者林明演唱，
完成了普通话和福州方言两个版本。分
享会上，林书文和林明向到场的听众教
唱了《福州福》这首歌。
（顾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