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邮箱：

00860086--591591--8376270383762703

联系电话：

第555期

今
日
福

今
日
福
州州

福州晚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杨星
版式设计:秀春

福
州
晚
报
海
外
版
编
辑
部
地
址:

中
国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小
柳
路85

号

欲
知
更
多
福
州
新
闻

请
点
击
福
州
新
闻
网

w
w

w
.fznew

s.com
.cn

福
州
晚
报
与
国
际
日
报
联
办

E-mail:E-mail: fzwbhwb@fzwbhwb@163163.com.com

2021年10月13日
（逢周三出版）

福州出台措施和行动方案

推动产业发展 打响“福州鱼丸”品牌

【福州晚报讯】 不仅有海内
外专家“线上＋线下”研讨福州与
马来西亚历史文化交流情况，还
将现场展出部分福州与马来西亚
海丝文化相关文献与史料……由
福州市政协等单位主办，福州晚
报海外版参与承办的“福州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交流
（福州——马来西亚）国际学术研
讨会”将于本周六（16 日）在福州
举办。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文化交流是民心相通
的桥梁，在国际交往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为打响闽都文化国际
品牌，挖掘福州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史，从而进
一步推动福州今后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更多的经济、文化交
流与合作活动，福州市政协筹划举
办的“福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历史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将
于10月16日正式开幕，首场为“福
州与马来西亚历史文化交流国际
学术研讨会”。

会议将邀请福州市政协主席
何静彦、福建师范大学领导、世界
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总会长吴换
炎、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
总）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马来西
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总会长刘为
强等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分别致

辞；当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兼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
心主任吴小安将作《福建与东南
亚，福州与马来西亚：历史的链接
与当代的承继》，马来亚大学文学
暨社会科学院历史系教授、院长
黄子坚将作《黄乃裳与砂拉越的
新福州》，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南洋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历
史学博士施雪琴将作《中国—东
盟东增区合作框架下福州与东马
的海洋经济合作》的主旨报告，下
午还将邀请部分国内国外专家学
者、福州市政协委员、文史爱好者
等进行线上研讨交流。

根据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要求，本场研讨会采用
“线上+线下”方式举办，除了邀请
海内外从事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
研究的学者撰写论文、参与相关议
题研讨外，还将在开幕式会场展出
部分福州与马来西亚海丝文化相
关文献与史料。

本场研讨会由福州市政协、福
建师范大学、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
会联合主办，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政协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福建师范大学社
会历史学院、闽都文化研究会、闽
清县政协、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
总会、福州晚报海外版承办。

(刘磊 杨星)

福清建设全球最大
薄膜智能制造基地

【福州晚报讯】 8日，在位于融
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福融新材料年
产高强度聚烯烃膜材料 70 万吨项
目施工现场，有序作业。

福融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中国
国内从事 BOPP 研发、生产及销售
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今年投资建设
的年产高强度聚烯烃膜材料 70 万
吨项目，将打造全球最大的塑料薄
膜智能制造基地。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42 亿
元，占地面积369亩，引进8条由德
国布鲁克纳公司制造的目前世界最
先进的 BOPP/BOPE 薄膜生产线，
建成后将成为以智能装备、工业互
联网为核心竞争力，集智能制造、智
慧供应链、工业互联网为一体的新
材料智慧产业园。 （王光慧）

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又有新进展

【福州晚报讯】国家远洋渔业
基地又有新进展！8 日，福州（连
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母港一期生
活配套区等17个项目集中开工，总
投资58亿元。

据介绍，该基地是第三个国家
级远洋渔业基地，也是连江打造“海
上福州”桥头堡的重中之重项目，总
投资约 230 亿元，力争打造成服务
福建全省、辐射全中国、面向世界的
远洋渔业基地。 （郑瑞洋）

80个茶样
角逐福州茉莉花茶“茶王”

【福州晚报讯】福州是茉莉花
茶的发源地，福州茉莉花茶传统窨
制工艺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持续扩大福州茉莉花茶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引导广大茶农、茶企
提品质、打品牌、拓销路，共同做大
做强福州茉莉花茶产业，11日下午，
2021年福州茉莉花茶茶王赛正式打
响。

本次比赛由福州市农业农村局
指导，福州海峡茶业交流协会、福州
市农林水利工会主办，福建茶叶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福州海峡茶业
工会联合会承办。比赛按照严格的
审评标准和程序进行，最终从80个
茶样中，决出2021年福州茉莉花茶

“茶王”和“金奖”得主。 （陈木易）

福清志愿者
爱心接力建新家

【福州晚报讯】“谢谢你们，让
我真正感受到了人间有爱！”10 月
10日，福清市港头镇东翁村的翁歞
歞老人坐在崭新的床铺上，紧紧握
住志愿者薛建波的双手，含泪向志
愿者们再三致谢。

9 月 24 日，一场意外的大火烧
毁了孤寡老人翁歞歞的房屋。在灾
难面前，福清的志愿者们出钱出力、
捐资捐物，仅用 15 天时间，就帮助
老人再建起一个新家。“所有家具和
电器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薛建波
说，为老人重建家园的 15 天里，是
一个爱心接力的过程，共收到爱心
捐款5万多元。 （王光慧）

《关于加快福州鱼丸产业发展
六条措施》《福州鱼丸品牌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日前出台，进
一步壮大福州鱼丸产业，提升福州
鱼丸品牌影响力，实现“海上福州”
更高水平的发展。

围绕鱼丸产业提升、扩大企业
规模、品牌培育、福州鱼丸制作技
艺传承与保护、福州鱼丸品牌店等
六大方面，福州市出台六条相关措
施，加大力度推动福州鱼丸产业蓬
勃发展。

支持鱼丸产业提升方面，福州
市鼓励福州鱼丸加工企业加强研
发，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进行
技术改造，着力推进福州鱼丸的高
质量产业提升和产品升级。

鼓励企业扩大规模方面，对福
州鱼丸加工企业新增生产线，投资
达100万元、200万元的，分别奖励

30万元、50万元；对新增的国家级、
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分别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

加强开展品牌培育方面，福州
市对创建福建省著名农业品牌和福
州市知名农业品牌的福州鱼丸加工
企业，分别奖励30万元、20万元；奖
励新申报并取得有机农产品、绿色
食品的产品，支持推广使用福州鱼
丸地理标志商标，并对市级统一组
织到外地参加展会的福州鱼丸加工
企业给予展位费80%的补贴等。

传承与保护福州鱼丸制作技
艺方面，福州市支持举办福州鱼丸
节、福州鱼丸大赛等活动，并给予
获奖主体一定奖励。推广与保护
福州鱼丸手工制作技艺，鼓励福州
市鱼丸协会申报福州鱼丸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对获评市级及
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的，市级及以上非遗传承人每人每
年给予补助5000元。

开设福州鱼丸品牌店方面，福
州市支持“福州鱼丸”地理标志商
标授权的福州鱼丸加工企业按照
统一标准在全中国推广新开设福
州鱼丸实体店，面积达30平方米及
以上且正式营业满1年的，给予福
州鱼丸加工企业一次性奖励 3 万
元/家，每个单位累计不超过100万
元/年。支持福州市鱼丸协会、福
州鱼丸加工企业按照统一标准对
现有鱼丸店进行标准化改造，每改
造一家给予相关奖励2万元，每个
单位累计不超过100万元/年。

如何打响“海上福州”国际品
牌？福州市制定《福州鱼丸品牌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细化目
标，精准行动——

力争到2023年，在全中国范围
内打造“福州鱼丸”品牌授权门店

1000家，不断加强“福州鱼丸”在全
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打造不少
于1家文化体验店及网红打卡点，
福州鱼丸品牌形象遍布榕城重要
地点；每年开展不少于2场福州鱼
丸相关节庆活动，2年内完成10个
重要城市的福州鱼丸神州行活动。

在打造福州鱼丸国际品牌形
象上，开展“福州鱼丸”地理商标转
移授权。针对福州鱼丸产业特点，
结合福州地方特色，打造福州鱼丸
IP 形象、商标、标准化门店及配套
用品等一系列品牌形象产品，并由
福州市鱼丸协会统一管理和授权
使用；推进福州鱼丸进入肯德基等
大型知名国际连锁门店销售。计
划到 2023 年，福州市通过“中国鱼
丸之都”复评，“福州鱼丸”获得省、
市级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
号，成为打响“海上福州”国际品牌
的金字招牌。 (郑瑞洋)

【福州晚报讯】 近日，中印尼
“两国双园”机制建设再次传来喜
讯——福清元洪码头防疫监管工
作区及查验平台通过海关验收，这
意味着远洋渔货可在元洪码头上
岸，这将极大助推“两国双园”远洋
渔业合作长远发展。

查验平台位于元洪码头后方

陆域，与元洪国际食品展示交易中
心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查验平台
近期可投入使用。”元洪国际港口
（福建）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未来
远洋捕捞的水产品可以在码头卸
货，直接送入元洪食品展示交易中
心的冷库进行储存，或者送去园区
的食品加工企业，补足贯通园区

“一条鱼”上下游产业链。
为全力推动中印尼“两国双

园”机制建设，福州新区福清功能
区已启动区域道路、水系改造、土
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按照产
城融合的理念，加快完善园区配
套，策划生成元洪食品产业学院等
23个项目，总投资206亿元。

“要素保障方面，园区将加快
推动食品三创园片区、大坝溪西侧
片区、大坝溪东侧片区、大城河北
岸片区、大城河南岸片区等五大片
区开发。产业配套方面，持续推进
国家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福州新区福清功能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此外，福州新区福清功能区还
未雨绸缪，积极搭建跨境电商平
台。与京东合作，构建“产业+互联
网+大数据”元洪模式，打造全球
（元洪）食品数字经济产业中心，打

造全产业链一体化的智能供应链
体系，搭建“元洪在线”跨境B2B和
B2C交易服务平台，推进实体经济
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作为园区的线下重要平台，元
洪国际食品展示交易中心是全食
品产业生态链的重要一环。项目
全部建成投产后，将成为中国最大
智慧冷链物流园区，为整个园区的
出口食品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展
示交易、物流配送等一体化服务。

据悉，随着中印尼“两国双园”
机制建设不断推进，元洪国际食品
产业园正快速崛起，园区逐步成为
食品二、三产业的集聚地，已形成
较为成熟的水产加工、肉类加工、
粮油蛋品、休闲食品、饲料、香料调
味品、中央厨房等七大主导产品生
产系列，集聚了胜田食品等61个食
品产业链项目，总投资375亿元。

（王光慧/文 林双伟/图）

“佳偶良人众人夸，并蒂常开幸福
花；同心早结爱情果，来日共抱胖娃娃
……”在福州人传统婚礼现场，常见到
这些说着合辙押韵吉祥话的女性，她
们从事的职业原名叫“伴房嬷”，2010
年福州举办首届喜娘大赛后，才有了
喜娘这一新名称。

2017年“婚俗（喜娘习俗）”列入福
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现福州地区有3000多名专业喜娘，其
中来自闽侯的喜娘占了近一半。记者
日前采访了当今喜娘中最著名的“陈
氏三姐妹”（陈夏玉、陈秀珍和陈秀
兰）。

“伴房嬷”是福州草根文化

作为汉族传统婚俗中协助执礼司
仪的女性角色，喜娘文化可追溯到周
代婚礼中的“姆”，即女师。喜娘在中
国各地名称各异，比如北方称为“迎亲
太太”，江浙一带称为“喜阿妈”，福州
人称她们是“伴房嬷”。

“伴房嬷”在婚礼中主要承担照
顾、陪伴新娘，协助婚礼进行的工作，
其职业特征为熟知婚姻嫁娶中一整套
礼仪习俗，且口齿伶俐，擅长现编吉祥
话。

“陈氏三姐妹”是家族中的第四代
喜娘，其中陈夏玉是喜娘习俗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她介绍：“早期福州
从事‘伴房嬷’的人文化程度都不高，
从业人员大都集中在闽侯的上街、鸿
尾、白沙、甘蔗、尚干、南屿、南通等乡
镇，属于草根文化。‘伴房嬷’没有教
材，通过前人口传心授的方式传给后

代。如今喜娘中有大学文凭的不在少
数，文化层次大幅度提升。”

喜娘是婚礼现场的“逗哏”

福州人的婚礼如没邀请喜娘来撑
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在福州人婚
礼现场，喜娘好比相声中的“逗哏”，在
场的宾客不自觉地为其叫“好啊”，似
是在为喜娘“捧哏”。

现在新人大都是自由恋爱，因而
喜娘工作没有过去那么繁琐了，部分
乡镇人家，会要喜娘带着新人“游街”，
沿途喝彩或唱一些传统喜诗、歌谣，来
烘托喜庆的气氛。

喜娘文化传承更具操作性

从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套《梦想合
唱团》节目中为主持人董卿“办婚礼”，
到亮相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再与
郭德纲在江苏卫视《非常了得》中面对
面过招……这些年，“陈氏三姐妹”利
用各种机会，在中国各媒体平台宣传
福州的喜娘文化。她们还到江夏学院
等高校，为大学生办讲座，邀请在校大
学生参与喜娘文化的实践。

陈夏玉介绍，之前“伴房嬷”各说
各的话，没有规范的流程。福州喜娘
协会近期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总结归纳出喜娘（闽侯）主持婚礼的十
二大流程，这其中包括布置喜堂、迎娶
新娘、登门接亲、新娘进门、捧进斗丁、
喜童滚床、拜堂成亲、拜见仪式、十碗
礼仪、添丁开桶、大摆喜宴、洞房花烛
等十二个环节，使喜娘文化传承更具
操作性。 (顾伟 张旭阳 文/图）

2017年6月海峡两岸喜娘大赛现场。资料图片

中印尼“两国双园”建设再传喜讯，远洋渔货将“登陆”元洪码头

福清打造国际化食品高端园区

“福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交流（福州——马来西亚）国际学术研讨会”16日亮相福州

“线上+线下”讲述福州与马来西亚交流史

元洪国际食品展示交易中心二期项目。

福州特色婚俗少不了她们助阵
现有专业喜娘3000多名，近半来自闽侯

陈夏玉（中）、陈秀珍（左）、陈秀兰（右）联袂表演。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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