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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生态造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 本报讯（本报记者） 农历壬寅虎年来临之

际，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发布新

春贺词。“温暖、激动、振奋……”贺词在我省广

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贺

词温暖有力、振奋人心，字里行间传递出催人奋

进的力量，吹响了虎年再建新功的号角。新年踏

上新征程，大家纷纷表示，要永葆初心、牢记使

命，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创

造不平凡的业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新春贺词中提到，把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

办好，让每个人享有更多幸福和温暖。作为一名

扎根基层的社区工作者，我将不忘初心，办好实

事，全心全意为社区居民服务。”福州市鼓楼区

华大街道北江社区党委书记曾春华说，去年，社

区党委带头，组织辖区单位、党员、热心居民的

力量，办好各类实事 122 件。接下来，将继续立

足岗位工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实际

行动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读完新春贺词，厦门华厦学院党委学工部

常务副部长颜国辉倍感振奋。“过去一年，华厦

学院党委着力构建以党建引领推进各项工作开

展新机制，尤其是创新公寓社区党建全覆盖模

式，使学生公寓成为党建工作前沿阵地。”颜国

辉表示，“牛年铸阵地，虎年攀高峰，我们坚信，

在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关怀指导下，华厦

学院必将如虎添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

输送更多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

“贺词深情回望了我省过去一年极不平凡

的追梦之旅，也吹响了全省人民新的一年继续

砥砺奋进的集结号。”位于安溪县的泉州中科星

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海良激动地说，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

以全球商业遥感卫星地面站为基础，向上下游

产业链延伸，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空天大数

据产业，为福建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数据

支撑。”

“贺词激励着我们心连心、手拉手一起向

未来。”明溪县发改局局长温裕强表示，作为一

名革命老区的基层工作者，要将关心关怀转化

为推动改革的激情、服务企业的真情、攻坚项

目的热情，心怀人民，一往无前，不断提升特色

富民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水

平，争取更多的高质量项目落户革命老区，努力走出一条新时代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新路。

“奋斗的征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振奋人心的新春贺词，

吹响了虎年出发的号角。”南平市建阳区纪委书记陈旭对我省一年

来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骄傲，也深感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任重道

远，“护航经济发展，纪检监察机关重责在肩。建阳区将着力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纪检监察铁军，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职责定位，做实做细

监督，确保党的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持续厚植党执

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以更大力量、更大作为参与到全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中。”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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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卧波架长虹，点亮福州“开门红”——1 月 27 日，总投资 22
亿元的闽侯二桥实现主桥顺利合龙，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大

桥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预计今年 6 月建成通车。”闽侯二桥项目部

副经理兼副总工陈时波介绍，春节临近，但项目不停工、不松懈，开足

马力抢抓施工进度，确保如期完成，助力福州做大做优做强省会。

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 年，福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324.48亿元，增长 8.4%，为实施强省会战略和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

城市稳稳筑牢基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表现，源于项目建设的高

歌猛进。去年，福州大力实施“抓项目促提升”“攻坚 120 天”行动，全

市 1477项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 4675亿元，连续位居全省“五个一批”

正向激励综合考评首位。

更高起点再出发，冲刺一季度“开门红”，福州紧紧扭住项目“牛

鼻子”。“我们大力抓投资促项目，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和协调服

务，推动项目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以项目建设实际成效确保一季度

‘开门红’。”福州市领导说。

政策引领，挥动指挥棒——目前，福州已制定出台 2022 年一季

度“开门红”工作方案，包括促进一季度工业生产稳定运行有关措施

等 13项主要政策措施， （下转第二版）

福州：紧抓好项目 冲刺一季度
□本报记者 段金柱 卞军凯

正月初一，在湄洲岛国家旅

游度假区天妃故里遗址公园，经

提升改造重新对外开放的妈祖源

流博物馆吸引了不少游客。

位于湄洲岛东蔡村的天妃

故里遗址公园占地约 90 亩，融

妈祖文化、自然景观、园林艺术

于一体。“这里的妈祖文化人文

景观独具魅力，是一处踏春的好

去处。”游客陈女士说。

湄洲岛不仅有积淀千年的

妈祖文化，还拥有大自然馈赠的

旖旎滨海风光。

“节日期间，湄洲岛各大景

点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为游客创造安全、舒心的游

玩环境。”湄洲岛管委会副主任

陈志军介绍说，近年来，湄洲岛

坚持种树，绿岛固岸，先后获得

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区）、全国

绿化模范县（区）、全国首个海岛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地等荣誉

称号。“蓝天碧海金沙”让湄洲人

真正吃上了生态饭。目前，湄洲岛

已斩获“妈祖信俗”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地、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风景名胜

区、国家海洋公园等旅游金名片。

生态岛 好去处
□本报记者 陈盛钟 陈荣富

春节假期，一片“中国红”将周宁县鲤

鱼溪景区装扮得格外喜庆，吸引了一批批

游客前来望山、看水、体验人鱼同乐。

鲤鱼溪位于距周宁县城5公里的浦源镇

浦源村。在小溪中，遨游着无数尾色彩斑斓的

大鲤鱼，是全国首个国家级鱼文化主题公园。

为迎接新春佳节，周宁县以福“见”周

宁·福文化为主题，精心设计,运用独特的

“鲤鱼元素”装点布置古村，让景区美起来，

打造“周宁有鲤”贺新春的浓浓年味。

“舂糍粑啰！舂糍粑……”在鲤鱼溪畔，

村民欢聚在一起用打糍粑的方式迎接春节

的到来。

夜幕降临，鲤鱼溪更是流光溢彩，水幕

电影、灯光秀轮番展示，让 800 多年的古村

“魅力值”暴增。“白天+夜晚”不打烊的景区，

凭借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游客身临其境。

“今年我们没回老家，留在周宁过年，

特地来这儿游玩。”来自重庆的黄艳和朋友

积极响应“就地过节”号召，以乡村生态旅

游充实假期生活，“景区自带的文化气息加

上各种灯笼彩饰的装扮，别有一番韵味，尤

其到了夜晚流光溢彩，特别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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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楼古厝欣赏非遗表

演，古色古香，很有味道！”正月

初一，在福建土楼南靖景区云水

谣、裕昌楼等景点，随处可见火

红的灯笼、春联和“福”字。红灯

笼的映照下，来自南靖土楼公司

的非遗表演队走进土楼，和游客

零距离接触。

“今年春节我们将舞台搬

到土楼里，让木偶与土楼融合，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颇为新

奇的演出方式。”徐富贵是一名

布袋木偶戏表演家，他和搭档

一起来到裕昌楼，为游客表演

《掌 中 木 偶·舞 狮》等 节 目 ，让

游客赞叹不已。初一当天，南靖

土楼各景点共上演了 8 场非遗

表演，为观众带来别样的视听

盛宴。

“作为世遗土楼，与特色的

非遗文化融合，我们期待能够碰

撞出更多的火花。”土楼管委会

主任杨志鹏说，通过加入更加多

样的文化形式，为南靖土楼赋予

了更多的特色文化内涵，让游客

可以感受到更加丰富的体验内

容，同时也能将漳州特色非遗技

艺展示给更多人看。

上土楼 看非遗
□本报记者 黄如飞 杨凌怡 通讯员 张梦帆 陈智琛

正月初一，村民在长汀县策武镇南坑村环保公园内散步游玩。

本报记者 林辉 摄

正月初一，游客到武夷山游玩。

邱华文 摄

尽管下着绵绵细雨，依然挡

不住厦门市民前往改造后的中

山公园，在高颜值绿化景观和张

灯结彩中，感受浓浓年味儿。

中山公园是厦门第一座公

园。今年是该公园绿化景观改造

提升工程启动后的首个春节。只

见，公园南门前的鲜花姹紫嫣红。

公园里面，装饰了“福”字、红灯

笼、“祥云”等“中国风”元素，让人

感受到添喜纳福的美好寓意。

今年 70 岁的林辉福与友人

漫步公园亲水驳岸，这里种植了

美人蕉、鸢尾，还有一年四季盛

开的三角梅，两人不时地互相拍

照留念。林辉福说：“中山公园装

点一新的景观让人眼前一亮。”

公园内美不胜收，公园外秩

序井然。4名热心市民组成的日常

巡逻队正将非机动车停车位内的

自行车摆放整齐。中山公园地属

思明区开元街道溪岸社区，在公

园改造时，溪岸社区21名网格员

划定“责任田”，做好宣传、引导、收

集民意等工作。在了解到居民对解

决中山公园外围非机动车乱停放

现象的需求时，网格员积极将居民

建议上报，最终解决该问题。

赏春景 守文明
□本报记者 邓婕 通讯员 曾琴

昨日上午9点，一场热闹的龙

鱼戏表演在武夷山景区南入口拉

开序幕，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为了烘托节日氛围，春节期

间我们在景区入口处安排了传统

的民俗表演，根据现场人流情况每

半小时循环演出，让游客第一时间

深入感受当地的传统文化。”武夷

山文体旅局副局长郭雪陶说。

景区入口处，由工作人员装

扮成福娃，向游客发放新春福袋，

吸引了许多游客纷纷与其合影。

走进景区，大红灯笼、铜钱、窗花、

福字拉花、中国结等造型元素映

入眼帘，透出浓浓的年味。

“这里福文化浓厚，过年的

氛围很好。工作人员还给我们送

了福袋，感觉很温馨！”来自广西

南宁的游客陈先生告诉记者，他

们一家提前两天来到武夷山，在

此共度新春佳节。

今年，武夷山开展了系列虎

年新春文旅活动，于正月初一正

式启动，包括九曲溪竹筏漂流创

新产品、门票优惠政策、迎春寻

福活动等，在景区中融入“福”文

化，同时增加互动性项目，丰富

游客新春出游的选择。

游武夷 享佳节
□本报记者 蒋丰蔓 通讯员 李健 张筱惜

正月初一，市民在福州花海公园观赏油

菜花、福虎花灯等美景。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正月初一，游客在福州左海公园内一处

“虎”元素装饰景观前拍摄。 林善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