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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天色将晚，许多摄影爱好者乘坐
大巴赶到霞浦县盐田乡的鹅湾红树林摄影点，
聚焦被海水环绕的红树林。潮起潮落间，滩涂
与海水浑然一体，渔船穿梭其中，演绎霞浦另
一种风情。

鹅湾红树林摄影点距离霞浦县城25公里左
右，近两年因为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红树林景观而
一举成名。记者到达摄影点时，正好碰上一批从
江苏徐州慕名而来的老年摄影爱好者们，其中一
位叫做贺淑琴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他们是徐
州老年大学的同学，听说霞浦的滩涂摄影很出
名，早早就定了来拍摄的计划。“我们一路上感受
到与江苏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也捕捉了很多霞
浦渔民捕鱼的场景，不虚此行。”

而这个让摄影爱好者们大加赞赏的摄影
点，是另一群摄影爱好者自己“开垦”出来的。

张凤平是鹅湾红树林摄影点的主要管理
人员，“过去，我也像他们一样，听说哪里有好
的景观，就和朋友结伴自驾去拍摄。”这个摄影
点，也是张凤平和朋友们发掘的。“还未开发
时，这儿只是一片荒山，走路都很艰难，但是从
这个高度往红树林拍，景色绝佳。”随着来鹅湾
拍照的人越来越多，张凤平时不时能看到摄影
爱好者深一脚浅一脚踩到烂泥里，甚至摔跤。

“既然大家都喜欢这儿，我们不如做一个
摄影点，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2017 年，张凤
平和朋友向村民租下这个小山坳，投入 40 多
万元进行摄影台的路面硬化，修建了停车场，
并且请附近村民帮助将红树林间的海草清除
干净，还原滩涂原始的风貌。

这才有了鹅湾红树林现在的模样。
“今年摄影游客越来越多，我们便与原本

有渔模经验的渔民合作，为游客提供拍摄对
象。”张凤平说，摄影让鹅湾出了名，也让本地
人有了增收的新路子。

在盐田乡南湾长岐山，还有一处“甲骨文
滩涂”，也是由摄影爱好者自己开发起来，成为
国内外游客热捧的摄影点。

该摄影点的管理人王兴告诉记者，他原本
是摄影爱好者，也当过摄影团导游，直到发现
南湾这片美景，决定将它开放成为一个摄影旅
游观光点。南湾村的滩涂，线条粗犷、硬朗，从
山上望去，滩涂随着潮起潮落，若隐若现，出现
各种图案，颇像甲骨文。“过去宁德七都的甲骨
文滩涂很出名，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来
南湾拍滩涂的人就更多了”。

从长岐山摄影点往下望去，原是用于养螃

蟹的五彩色的围网，点缀在滩涂上，现在只作
拍照道具，正好相映成景，别有情趣，小木船慢
悠悠从中穿过，如梦如幻。

“来霞浦摄影的人，80%都会来这里。”王
兴说，他从 2016 年开发这个摄影点，现在经
营已经回本，接下来，他最大的挑战是如何
真正把摄影带动的人气转化为市场效益。

“摄影爱好者拍了照片就走，只赚到门票的
费用，如果能像农家乐，乡村游那样，让游客
留下来，吃顿饭、住一晚，那才能真正富了老
百姓的腰包。”

□ 张颖珍 缪星 陈清 林潇宇 文/图

上个周末，蓝云瑞完成了一次“特殊”旅行。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星期六早上七点半，

蓝云瑞和“徒友”们乘坐私家车，准时从福鼎市区出发
前往浙江平阳金乡，然后花 4个小时翻越当地的梅峰古
道，一行 55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好不快乐。“这种活动，
既能旅行，又能锻炼身体，还能收获友谊。”蓝云瑞乐此
不疲。

蓝云瑞是一名私企老板，也是“四季快乐行徒步
队”成员。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周六他都会和“徒友”
们徒步一条古道，或翻越一座高山，给忙碌的生活，放

飞一次愉悦的心情。他告诉笔者，通常徒步后，大家还
会聚在一起简单吃个饭，作个交流，然后回家冲个澡，
人的精气神倍感清爽。因为有相同的爱好，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徒步团队。

同样也是在上个周末，张秀琴和她的球友们在体
育馆完成了一次出色的羽毛球体育竞技。

每周二、四、六晚上，张秀琴都会和球友们在体育
馆切磋球技。当然，这是一支业余球队，当中成员来自
各行各业，有教师、公务员、个体户，还有私企老板等。

“打羽毛球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我们不图什么，只

图个开心。”张秀琴说，他们属于自发性组织，因为对羽
毛球的共同爱好，所以走到一起。后来成立羽毛球俱
乐部，经常与外界进行交流。在健身的同时也能够提
高球技，他们乐在其中。“在福鼎，像张秀琴这样的羽毛
球俱乐部共有 10 支，成员达两三百人之众。”福鼎市羽
毛球协会秘书长吴克诚介绍道，每天至少百来号人，以
打羽毛球的形式健身。

除了徒步、羽毛球，广场舞、健身操、交谊舞、游泳、
篮球等均是群众喜爱参与的文体健身活动项目。而且
在福鼎，健身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份数据表明，目
前该市参与健身的人口已占全市总人口的 35%，且逐
年增加，城乡居民体育锻炼意识日益增强，全民健身活
动方兴未艾。

福鼎：全民健身日益升温

天刚拂晓，桐山溪畔，一拨满头银发的
老人扎稳马步，伴随着柔和的音乐，井然有
序地挥动着太极剑；

日薄西山，水北溪公园，长跑爱好者，
沿桐山溪一路北上，与夕阳余晖竞逐前行；

华灯初上，体育馆内，羽毛球协会成员
挥汗如雨，上演一场提振精神的体育竞技。

……
或跑步，或跳舞，或打球，或登山……

走进福鼎，无论是在健身馆内，还是在桐山
溪畔；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北岭大地，处
处都有市民健身锻炼的身影。近年来，随
着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福鼎
市民崇尚健康美好生活已成为一种共识，
在工作之余，闲暇之时注重锻炼，全民健身
日益升温。

随着参与健身市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全民健身氛
围也逐渐浓厚。不仅以休闲养生为目的的广场舞、
健身操、太极拳等健身项目成为“一日三餐”，而且以
交流、增进友谊为宗旨的各类体育赛事也成为常态
化。5 月，福鼎就有 2 场重要的体育竞技。一场是各
界高度关注的 2018 年全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另一
场则是福鼎市羽毛球协会举办的全市羽毛球俱乐部
邀请赛。

最近一段时间，张秀琴和她的球友们一有空就会
在市体育馆加强训练，以最好的状态和娴熟的球技迎
接全市羽毛球俱乐部邀请赛的到来。“尽管这是我们自
己的赛事，但是我们也会认真对待。”张秀琴说。

除了羽毛球比赛，在福鼎桐山溪举办的 2018 年全
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比赛临
近的一段时间，福鼎各相关部门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迎接全国各地游泳爱好者以及八方宾朋。

据了解，福鼎每年举办各类大大小小的健身赛事
活动高达 60 场次以上，参加人数达 1.5 万多人次。如

每年举办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全
市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各单项体育协会(俱乐部)每
年也会举办 1 至 2 次体育健身展演 (比赛)交流活动。
与此同时，福鼎大力开展了健身跑、游泳、乒乓球、羽
毛球、足球、篮球、气排球等普及面广的体育运动项
目；广泛组织了健身操（舞）、传统武术、健身气功、太
极拳（剑）、骑车、登山、跳绳、门球、气排球、腰鼓等群
众喜闻乐见、简便易行的健身活动。近几年，还成功
举办了东南地区海峡两岸（福鼎）冬泳联谊赛、“体彩
杯”中美男篮邀请赛、全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暨全运
会预选赛、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2013 年篮球总决
赛、“太姥山杯”中国福鼎柏洋首届山地自行车邀请
赛等，精彩纷呈。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广泛与外界开展交
流活动，一些健身项目技艺得到有效提高。如福鼎市
羽毛球协会还曾获得省“四强”的佳绩，气排球也曾获
得不俗的成绩。业内人士认为，通过赛事活动取得了
一些成绩，将会有力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开展。

桐山溪贯穿福鼎市区，有着福鼎“母亲河”之美
誉。近年来，随着福鼎市历届政府加大对桐山溪整
治，如今已然成为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同时它也是
市民健身休憩的良好场所。退休人员、社区大妈纷
纷在这里开辟场地，跳起广场舞。但囿于经济能力，
一些费用困扰着她们。而此时，许多“热心”人士及
时慷慨解囊。

今年 62 岁的张媚就是众多“热心”人士之一。她
是一名退休人员，有一份“薪水”可领，儿女早已成家，
并且都有稳定的工作。张媚在经济方面没有什么压
力，因此她经常为健身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
仅是个人，还有六秒茶业、恒兴村镇银行等企业也为群
众健身活动出资献力。

民有所呼，政府有所应。近年来，福鼎不断加大
全市体育健身设施投入与建设力度，先后投资 992 万
元建成福鼎市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城区新建
三个多功能运动场及烟墩山登山健身步道，完成建
设集自行车道、游步道、驿站、休闲平台、绿化景观于
一体的水北溪生态公园暨慢道系统项目的一期主体
工程、桐山溪健身休闲圈，龙山公园健身配套设施也
逐步完善。在此前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统计
中，该市健身场地（不包括学校）由 2005 年普查时的
100 多个增加至 510 个，健身场地占地面积 614968.44
平方米，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244 个，占地面积 322512
平方米，全市体育场地总面积达 937480 平方米。这
些设施的完善，为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场所，极
大方便了大众健身活动。

与此同时，福鼎市成立了全民健身领导小组，出台
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鼓励
体育产业发展，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同时将发展
农村体育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规划，增加对农村体育健身设施的投入和公共服务
能力，统筹城乡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每天天刚拂晓，福鼎许多市民都会在鼎文化公园打太极剑。 谢闽江 摄

□ 曾云端

华灯初上，桐山溪畔成为福鼎市民重要的健身休
闲场所。 佚名图

摄影拉动人气，小山坳成“香饽饽”

摄影爱好者们聚焦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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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离婚”的风险有多大？
【案例回放】
刘女士已婚，并有一套面积 90 多平

方米的住房。3 年前她了解到单位将要
实行货币分房制度，并从相关人员那里
看到了尚未经过职代会通过的实施办
法草案。当她发现草案中“离婚一年以
上的单身无房职工，可以按现有职务享
受货币分房待遇”这一条款后，便冒出
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假离婚。回到
家里与丈夫细细一说，丈夫居然也同意
了，双方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约定房
产归男方所有。假离婚后，两人还是生
活在一起。去年初单位正式实行货币
分房，刘女士作为离婚后的无房户，顺
利获得 40 平方米的货币补贴，计 10.8 万
元。

谁知半年后，凭着女人的敏感，刘
女士发现丈夫变心了，有一天他居然彻
夜不归。两人大吵了一场，可丈夫竟这
样回答：“你还管我呀，我们不是离婚了
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刘女
士后悔莫及。

【律师说法】
社会上出现的所谓“假离婚”现象，

一般是为了达到规避购房政策、逃避债
务、逃避计划生育政策、多争取拆迁利
益等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4条规
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
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
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的
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应即发给离
婚证。“假离婚”只是一种“民间概念”。
从法律的角度讲，“假离婚”或“假结婚”
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要是通过
合法手续办理了离婚手续，一切离婚行
为法律都是承认的。

对于夫妻双方来说，假离婚蕴藏着

巨大的风险：第一、对方不肯复婚，假戏
真做。双方登记离婚后可能会有各种
意外因素，比如矛盾激化、想法的改变、
第三者的介入等等，甚至离婚本身就是
一方设立的骗局，导致计划中的复婚遥
遥无期；第二、财产分割上无法逆转的
风险。离婚协议中对财产的约定，对双
方都具有约束力。若因为某种原因约
定房产归一方所有，获得房产的一方出
尔反尔，不愿复婚，另一方人财两空，追
悔莫及；第三、离婚期间，各方取得的财
产为个人财产。在双方解除婚姻关系
后，任何一方所取得的财产，就是其个
人财产了。假设双方复婚，该财产也是

“婚前个人财产”，除非双方有特别约
定，否则不发生共有。这很容易成为双
方的“心结”，成为婚姻的“地雷”；第四、
丧失相互的继承权，丧失要求对方扶养
的权利。一旦登记离婚，法律上两人就
是“陌路人”了，必然丧失相互的继承
权，丧失要求对方扶养的权利，一旦发
生意外后果严重。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
银行、民政部等 31 个部门签署《关于对
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
戒的合作备忘录》，加大对中国婚姻登
记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在此提醒广大读者，婚姻的缔结和
终止都是很庄重和严肃的事，切不可为
了一些其他的目的去办离婚手续，否则
可能会面临着很多风险。

□ 律师 冯从福

以案释法
YI AN SHI FA

霞浦盐田乡鹅湾和南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