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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白鹭洲音乐喷泉 常态
化播放时间待定，海沧水秀公园
海水喷泉也仍在调试期，但先学
好拍照技能，待时机成熟，就能
拿出手机在众人面前“秀”一把
了。就让晨报摄影记者陈理杰，
教你怎么用手机拍出可以媲美
数码相机作品的喷泉美图。
陈理杰表示，配合光影呈现
动态美的音乐喷泉通常是在晚
上开启。学会以下这几个小技
巧，可以让你轻松变身“夜景小
能人”。
首先，由于是在夜间拍摄，
并且音乐喷泉带有灯光效果，所
以要开启手机拍摄的夜景模式。
拍摄时，将曝光时间设置为 1秒
以上，这样拍出来的背景不会太
暗，喷泉的形态及灯光效果也能
很好地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音乐喷泉一
般会有形态上的变化，曝光时间
也不宜太长，最长设置为 2秒左
右，否则拍出来的喷泉形态会有
重影。因为是长时间曝光，不建
议“手抖星人”手拿拍摄，最好
使用三脚架固定手机。若没有三
脚架，就要借助其他支撑点支
撑。
手机不支持手动控制 曝光
时间？下载个第三方相机软件就
可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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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KLM NOP在不少
老厦门人的记忆里，和家人一起
去白鹭洲看音乐喷泉，是晚上最
“时髦”的娱乐项目之一。昨日，
一则消息称白鹭洲音乐喷泉将于
9月 15日开始常态化对外开放，
引发市民热议。记者查证发现，
该
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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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方为“厦门市白鹭洲建设开
发公司”。
厦门市白鹭洲建设开发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称，网上疯传的这
则消息并非该公司正式对外发布
的消息，关于白鹭洲音乐喷泉常
态化开放的时间也尚未确认，市
民还需耐心等待一阵。另外，
白鹭
洲灯光秀项目的改造完成时间也
尚未发布。

据了解，
今年 2月起，白鹭洲
音乐喷泉开始新一轮升级改造， \-]^QR_`9:ab
并 于 4月 30日 夜 间 开 始 试 运
白鹭洲音乐喷泉位于白鹭洲
行。在试运行期间，
音乐喷泉并非
公园西园。白鹭 洲 公园 西园 在
每日播放。
1997年建成，设有回归石、生肖
昨日，一则消息在厦门人的
石柱、音乐喷泉广场和音乐露天
朋友圈里“疯传”。消息称，白鹭
广场。
洲音乐喷泉目前已具备常态化对
2006年，白鹭洲音乐喷泉首
外开放的条件，
9月 15日起，每
次进行大维修及技术改造。历经
日晚 8:
00—9:
00连续播放。此
十余年风雨后，
今年 2月 1日，
白
外，白鹭洲灯光秀项目正在进行
鹭洲音乐喷泉第二次启动大型改
场地改造，力争在国庆节前改造
造提升，以解决喷泉存在的设备
完毕，
播放时间另行通知。消息的
陈旧、
技术老化等问题。

据了解，
“旧版”白鹭洲音乐
喷泉水柱仅根 据 音乐 出现 高 低
变化，而“新版”白鹭洲音乐喷
泉则主打 3D变幻，看客不管身
处哪个方位，都能欣赏到喷泉的
立 体 动 态 美——
—喷 泉 共 有 933
个喷 头 和 1094个 LED喷 泉 下
水灯，喷泉中心喷高可达 40米，
拥有彩虹贯日、灯光水秀幕、欢
乐花篮等 14种 3D音乐水舞秀
水型。
这些 3D音乐水舞秀水型都
是依靠变频器和步进电机控制喷
头 360度旋转 ，配合 灯 光实 现
的，每首曲子由 13种基本形状
的水柱组合而成。而且，
喷泉的音
乐还可更换，一首曲子编排要花
费十余天工夫。
新改造的音乐喷泉也在安
全细节上做足了功课——
—水池灯
光电源电压仅有 24伏，若发生
漏电，变频器的漏电保护就会切
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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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P连接同安、翔安的城
市快速路——
—同翔大道项目建设
取得进展。昨日，
记者从同安区洪
塘镇政府了解到，
同翔大道（沈海
高速—洪新路） 最后一个征地拆
迁难点已经完成协议签订，并将
于本周进行房屋拆除。拆除工作
完成后，
同翔大道（沈海高速—同

新路）的征拆工作将全部完成，为
项目的顺利建设奠定基础。
同翔大道 （沈海高速—同新
路）预计明年年底将可通车，届时
将解决翔安区北部和同安东部、
北部地带的快速交通问题，更好
地服务于同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和翔安高科技产业基地，带动周
边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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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翔大道 （沈海高速—同
新路）工程项目经理李灿明介绍，
目前，控制性节点洪新互通桥梁
的 200多根桩基已全部完成，正
在进行上部结构的施工，预计今
年年底，洪新互通桥梁主体可完
工；布塘中路分离立交工程即将
进入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承台、
墩柱、
桥台等环节正在施工中。

据了解，同翔大道 （沈海高
速—同新路）起于沈海高速，
对接
翔安大道，终于同新路，项目分为
同翔大道（沈海高速—洪新路）、
同翔大道 （洪新路—同新路段）
两段工程，
全长 6.
62公里，
项目按
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为一级公
路，设计时速 80公里，主车道为
双向六车道，辅道双向四车道，断

面宽度为 60米。同翔大道（沈海
高速—同新路）通车后，
南部接起
翔安大道，北接莲花互通，串联沈
海高速、厦安高速，将连接起同安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翔安高科技
产业基地，成为两大产业基地的
快速通道，解决翔安区北部和同
安东部、北部地带的快速交通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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