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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 （方
炜杭、何海铭） 福建高

速公路重点项目建设接连不
断，6 月，厦蓉高速漳州天宝至

龙岩蛟洋扩容工程及厦沙高速安溪
段、尤溪段、沙县段等4个项目234公

里开工建设；7月，厦沙高速德化段54公
里开工建设；沈海复线福鼎至柘荣段、福

安至漳湾 2 个项目 77 公里正加紧开工前各项
准备工作，争取年内开工……

据介绍，目前，福建高速公路正在开展工程
建设百日竞赛。截至 10月底，该省在建高速公路
项目今年完成投资 292.3 亿元，今年全年，力争完
成投资360亿元，相当于一天一个亿，将建成宁波至
东莞泉州段等 4 个项目，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超过
4100公里。

曾几何时，连绵不绝的山脉把福建“困”在东南
沿海。1997年之前对福建人来说，修建高速公路，曾经
只是一个梦想。

随着泉厦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福建有了第一条高速
路。经过10余年的努力，一条条高速公路依次建成。截
至2013年底，该省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突破4000公里。纵
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让闽道通衢连四海成为现实：11
个出入口连接起邻省江西、浙江、广东，北承长三角，
南接珠三角，西连内陆腹地，东出台湾海峡。以省会福
州为中心，全省形成3个小时交通经济圈，93%的县城
实现半个小时内上高速。

四通八达的高速网打通福建连接八方的“任督二
脉”。货畅其流，人畅其行，山区不再偏远，沿海有了腹
地，福建与全国、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一批批好项目、大项目纷纷落地八闽。

4000 公里只是新的起点。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全力支持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的战略部署，8月，福建出台《关于促进高速
公路持续健康发展 8 条措施》。据该省交通
运输厅介绍，到2015年底，福建高速公路总
长将达 5000 公里，基本形成“三纵八
横”主骨架，与周边省份进出口通道达

到 17 个，所有县城 15 分钟可上高
速。届时，福建省人均高速公路

密度将达到 1.44 公里/万
人，接近发达国家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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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漳州、龙岩的崇山峻岭中，静静
地矗立着一幢幢高大的民居建筑，或圆或
方，种类繁多，这就是被世人誉为“东方古
城堡”“世界独一无二神话般建筑模式”的福
建土楼。

藏在深山人未识

2009年6月，一位澳大利亚游客，一手拿
着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手拿着福建地图，按
图索骥慕名来到福建土楼参观。每当外国游
客踏上这片神奇美妙的土地，站在青山环抱
的土楼前，发现曾被误以为“核发射基地”
的建筑，原来是风格迥异、结构奇巧、功能
齐全的客家民居时，发出啧啧赞叹：“神秘的
东方古城堡名不虚传！”

2008年7月，福建土楼“申遗”成功，共
有来自漳州华安大地土楼群，南靖田螺坑土
楼群、河坑土楼群、和贵楼、怀远楼及龙岩
的永定初溪土楼群等 46 座土楼，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由此，福建
土楼开始享誉全球，游客络绎不绝。

背倚大山，面临梯田，走进位于漳州华
安的二宜楼，楼门额石匾镌刻着“二宜楼结
构平稳、疏密有致。”寓意其宜山宜水、宜居
宜人。与别的土楼不同，楼内共存有壁画226
幅，彩绘 228 幅，木雕 349 件，楹联 163 副，
堪称“中国南方壁画博物馆”。

笔者了解到，二宜楼内现居住的 20 几户

中，家家户户都有海外侨亲。在楼内的第 10
单位的墙上、天花板上，张贴有上世纪 30 年
代的美国《纽约时报》和《纽约晚报》，墙面
上绘有“洋钟、洋妞”以及标注译文的壁
画，都透露出当年客家乡民已开始接触西方
文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推介土楼扬名世界

龙岩的永定是世界闻名的“土楼之乡”，
全县分布着2万多座土楼，其蕴含的客家文化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走进湖坑镇的振成
楼，这里设计富丽堂皇、中西合璧，不愧为

“土楼王子”。祖堂的楹联“振乃家声好就孝
弟一边做去，成些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
阐释了客家土楼传承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的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胡锦涛曾亲临永定考察
客家土楼，赞誉“客家土楼是中华文化瑰
宝，是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的典范”，并
叮嘱土楼人家“一定要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
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

如今，土楼不再是封闭、贫困的象征，它已
成为客家人对外开放、走向繁荣昌盛的见证。
今年 6月，全国首创的“客家家训馆”在永定海
峡两岸交流基地洪坑土楼民俗文化村正式开
业。馆内展示了土楼客家人的族谱、祖训和名
人、名居家训，“坚韧不拔、开拓创新、爱国爱
乡、团结互助、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吸引
了一批批海内外客人前来参观学习。

以“为海内外读者服务，做读者的知心
朋友”为宗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自福建土
楼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后，加大了宣
传报道力度，《看福建土楼到客家永定》、《福
建 土 楼 ： 世 界 民 居 奇 葩》、《福 建 土 楼 揭
秘》 ……一篇篇报道都竭诚为福建土楼走向
世界鼓与呼，为福建土楼从山坳走向世界架
起了桥梁纽带。

“土楼风景冠千秋，艺纳群科汇海流；五
彩缤纷仙世界，宜居宜赏宜优游”。在人民日
报海外版等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下，古老而
又神秘的福建土楼，必将在世人的呵护下，
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媒体助力土楼媒体助力土楼名动天下名动天下
严群星严群星 林林 玺玺//文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树宴赵树宴//图图

全副武装、造型炫酷、形象威
武……12 月 15 日，一块极具冲击
力和震撼力、视觉效果超强的“为
使命而生，为荣誉而战”大型主题
展板，在福建泉州支队蚶江边防派
出所一楼警务大厅一亮相，便吸引
了众多来这里办事群众的眼球。这
是该所为夯实群众基础、提升部队

凝聚力、培育构塑团队精神而采取
的一个新方式。

以宣促教以教固边

如何展现新时期官兵的良好形
象，激发官兵的进取意识和集体荣
誉感，促进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

成 ？ 在 日 常 工 作
中，该所经过调研
发现，今年互联网
上到处疯传的军队
各大兵种实兵军演
海报等，深受广大
群众和官兵喜爱，
这些海报之所以能
够 激 起 官 兵 的 热
情，是因为他们宣
扬“亮剑”、“背
包”独特的团队精
神，使得官兵的干
劲和士气高昂。

“理念改变观

念，团队凝聚警心。”该所经过认真思
考，一改以往古朴单一的宣传方式，
充分引入时尚元素和先进理念，把宣
传重点放在文化工作上，并确定了

“以宣促教、以教固边”的思路，通过
制作团队宣传展板、展览的方式，直
观地将边防官兵“肩负使命、崇尚荣
誉、忠诚于党、服务于民”的形象，淋
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此举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全所
官兵的积极响应，大家争相参与，
背景设计、造型模拟和口号征集等
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超炫展板引来围观

“个人造型要与岗位职能特色相
结合。”“要能展现出个人风采和精
神魅力。”“宣传口号内容不但要言简
意赅，且要有深刻内涵”……经过两
个月的精心设计、认真谋划，这块长
5 米、高 3 米，亮眼炫酷、激发团队正
能量的大型宣传展板终于如期出炉。

展板以该所全体官兵的造型特写为
背景，画面中大家相肩而立，神采奕
奕，尽显英姿飒爽；背景颜色以绚丽
夺目的警营橄榄绿为主基调，并在展
板上方配以“为使命而生，为荣誉而
战”这句令人热血沸腾的团队精神口
号，整体风格酷似电影大片，处处给
人以赏心悦目之感，俨然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边防‘蜀黍’好帅喔，给人一
种高大上的感觉”……来所办事的
邱女士，利用手机在警务大厅现场
拍下展板画面，并在微信上发布
后，引起众多朋友圈的大量转载和
广泛关注。

“百尺竿头竞一流”。只有宣传
引导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才能无往而不胜，造就团队凝
聚力。这块大型宣传展板亮相以
来，每天都会迎来办事群众的围观
与赞赏，蚶江边防团队精神的口
号，逐渐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压题照片：团队精神形象墙。

引入时尚元素引入时尚元素 展现团队精神展现团队精神
邓志新 薛 宇文/图

图为前来办证的群众围观团队精神形象墙。

本报福州电（储白珊、纪玉屏）“羽毛
球赛场装了‘斗屏’，就像看 NBA一样爽。”
11 月，2014 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福州海
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观众对

“斗屏”印象深刻。
据悉，该馆是福建省重点项目——海

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一场三馆”（体
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网球馆）中最先投用
的，也是该省规模最大、设施设备最先进的
体育馆。不论是器材、功能器械、音响，还是
室内隔音及回声处理，都是世界顶级水平，
所有的机器架设和器械也都达到转播世界
大赛的要求。在体育馆两侧和后方，体育
场、网球馆和游泳馆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
等工程都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它们的投用，
越来越多的群众将可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观
赛和运动环境。

福建省科技馆新馆主体建筑目前完成
工程量的80%；福建省立医院金山分院工程
全面收尾；福建省肿瘤医院肿瘤诊疗中心
大楼、漳州妇幼保健院（含儿童医院）一期
门诊楼及相应配套设施，都在进行内部装

修和设备安装；总建筑面积 23.39万平方米
的平潭协和医院，各功能楼群正进行主体
结构施工；闽东养老康复中心基本完成征
迁交地……

以人为本、民生优先，是福建省推进科
学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在重点项目建
设中，民生项目比重逐步增加，涉及领域逐
步拓展。2013 年，在福建的财政支出中，与
民生相关的支出达 2205.29亿元，占全省财
政支出的比重为 72.7%。在建设百姓富、生
态美的新福建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
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一项谋划系统、
措施具体的重大工程。

以人为本 民生优先

福建加大惠民项目比重

近日，福建边防总队福州边检站为方便服务对象，开通了网上
便民服务平台，及时提供口岸动态信息、出入境政策法规和便民措
施等。图为边检站检查员在向民众推介新开通的网上便民服务。

杨 晨摄

网上便民平台

12 月 15 日，来自国内外的 400 多位企业家、科学家
相聚平潭，带着创新思维和观点，共同把脉这座城市。

“平潭作为闽台合作交流窗口，有着特殊的区位和政
策优势，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美克霾纳米科技 （苏
州） 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国庆看来，平潭就像上世纪80年
代的深圳，是一个创新者、创业者的天堂。“平潭还处于
起步阶段，但其发展方向很好，主要发展低碳、高新、
现代服务等产业。”常国庆说。

论坛还吸引北大、清华等知名院校的150位博士组成
博士团前来参会。北京大学国发研究院研究生会主席刘
泽宇说，平潭规划高标准、高起点，在开放开发建设中

“先保护后开发、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功能
后城市、先生态后产业”，这为城市未来发展留足了空
间，也让城市发展更有竞争力。

不少博士是带着项目来考察的。
金虎林是清华大学计算机工学博士，也是生物识别

领域专家。金虎林毕业后在日本、韩国创业，如今，他
选择回国创业。这段时间，他频繁考察了浙江、江苏、
广东等地。“与这些地方相比，平潭区位和政策优势更凸
显。在国外我们主要针对台湾客户，平潭距离台湾最
近，更能发挥我们的优势。”

专家把脉平潭开放开发
王凤山 何祖谋

专家把脉平潭开放开发
王凤山 何祖谋

本报北京电（王大可）“征帆”
大型航海活动启动发布会近日在北
京海洋馆举行。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是响
应习近平主席加快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号召，同时也是纪念郑
和下西洋610周年。

“征帆”活动全程 4.2 万海里，
历时24个月，组织船员探访海上丝
路沿线40个国家52个城市。主办方
表示，活动第一阶段，沿途将走访
泉州、厦门、香港、澳门、广州、
湛江等50多个沿海城市和港口，向
沿线民众宣传和普及海洋意识。

本报泉州电（李智敏、武云龙） 12月17日，福建泉州边防支队机动大
队三中队邀请驻地学校80余名师生及家长代表走进警营，零距离感受部队
生活。

当日，师生及家属一进入营区，就被营区内展示的枪械装备所吸引，
官兵们认真为师生讲解枪械装备知识，教授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突发状况时
的应急小技巧。随后，中队还组织师生及家属参观了官兵宿舍，详细介绍
了日常生活中部队的内务规定和设置，官兵们严谨细致的工作和生活方
式，赢得了师生及家长代表们的称赞。

台商郭先生12月12日不慎摔伤，造成腰椎椎体压缩性骨折，台
湾家人请求人道救援。泉州边检站接报后启动了应急救援机制，与
口岸查验单位协调开通“生命绿色通道”，快速为其办理通关手续，
使郭先生安抵台湾接受进一步治疗。

图为泉州边检站送离郭先生。 洪燕森摄

救助台商救助台商救助台商

“重走海上丝路”在京启动

泉州边防推出开放日泉州边防推出开放日

龙岩永定“振成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