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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网上教学 促校本教学模式创新

澳门八成学校启用
“智慧校园”

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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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澳门媒体
本版文字整理 罗旭莹 李美琪

据 澳 门 媒 体 报 道 ，1 月 11 日 下 午 3 时《图 说 镜
海——镜海归帆图》故事片首映礼于澳门美高梅剧院举
行，故事片由美高梅与澳门著名艺术家陆曦携手合作，
以图画讲历史，
说好澳门故事。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在贺信中提到，该
故事片以艺术唯美的手法，讲述了澳门数百年的沧桑变
化及历史故事，有助于海内外人士加深对澳门的了解和
认识，对于宣传澳门的城市魅力、推动爱国爱澳教育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故事片由澳门文化发展促进会与美高梅合办，中国
银行澳门分行独家赞助，中联办宣文部、教青部，文化
局、教青局、旅游局，
以及澳门仁慈堂作支持单位。
故事片是制作团队继澳门特区政府成立 15 周年推
出的《镜海归帆图》大型纪录片，以及 2019 年的《镜海归
帆图——交响诗音乐会》后，再次以陆曦使用纤维笔绘
画的同名百米长卷画内容，于亚洲首个动感影院——美
高梅剧院上映。为让更多人了解澳门历史文化，该片以
独特表现方式对澳门历史文化发展进行全面描绘，在有
限空间中呈现出厚重特质，无论在艺术表现力还是对历
史文化解读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艺术及社会价值。故事
片旨在推动澳门爱国爱澳教育工作，加深居民特别是青
少年对澳门的了解和认识，
培养居民对城市的归属感。
陆曦在首映礼上表示，该故事片从 500 多年前澳门
一个小渔村到 1999 年回归祖国这样一个特定时空，以
图画讲述历史。自从世界地图上有了“澳门”的名字以
来，它就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有着不少的“中国第一”
让我们自豪。认识我们的过去，是制作该故事片的目
的，能让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更有底气。了解我们的
过去，能让我们对经营这片热土更有信心。同时，故事
片在取材和搜集数据上存在不少困难，因为部分澳门街
巷景物、民族服饰等已不复存在，仅剩文献记录，同时需
筛选和求证有关材料，从中寻找具代表性和重要深远意
义的内容。
美高梅中国联席董事长及执行董事何超琼在线致
词称，在国家支持下，
“一国两制”得以在澳门成功实践，
澳门人生活满载安全感、人情味和幸福感。为让爱国爱
澳精神得以薪火相传，培养青少年深厚家国情怀至关重
要，作为与澳门共生共长的本土企业，美高梅希望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以现代新颖方式，吸引年轻一代了解澳
门历史，加深澳门市民“以澳门为家”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由衷感受到作为中国人与澳门人的骄傲，让爱国爱
澳核心价值继续传承。
故事片长 28 分钟，细说澳门 500 年来历史变迁，共
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广东话旁白，配中、葡文字幕，另
一版本是普通话旁白，配中、英文字幕。观众可在现场
尽享 900 平方米特大超高清 LED 显示屏带来的震撼视
觉效果，配以精辟、简练的旁白解说及原电视纪录片特
别创作的背景音乐，寓历史教育于文化艺术欣赏中。故
事片将于 1 月 23 日至年底不定期在美高梅剧院上映。

《图说镜海——镜海归帆图》故事片首映礼现场。

据澳门媒体报道，
澳门教青局已
澳门教青局自 2019 年起，资助
于 2020-2021 学年推出“智慧校园” 部分学校试行“智能教学”或相关项
服务，支持学校发展网上教学，促进
目，并通过举办教学案例的示范分
校本教学模式的创新，
目前澳门约有
享活动，总结并推广学校探索实施
八成学校运用
“智慧校园”
网上教学， “智慧教学”经验。在此基础上，将
支持学生在家学习。
按序主导开展智慧教学的先导计
澳门教青局表示，
将科技融入教
划，通过引导性和规范性的资助专
育一直是澳门特区政府关注的重点
项，鼓励和支持学校逐步构建以智
工作，澳门已把“加强创意与科技教
能题库、智能组卷、智能批改等教学
育”
列入未来十年非高等教育的重点
功能为核心的服务平台，减轻教师
发展方向之一。期望透过教育科技
的负担，让教师更关注学生尚未掌
达成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
促进教育
握的知识。
公平并提升教育质量，
提升澳门学生
在学生方面，以学科的知识图
竞争力；
推动教师适应新型信息化时
谱，
各环节搜集的学生学习情况大数
代的教育改变，
善用科技作为优化教
据为基础，形成学生个人学习路径，
学的手段。
实现在学生层面个性化的学习，
从而
澳门教青局积极推动“智慧校
实践“有质量的教”与“个性化的学”
园”
“智慧教学”
等智慧教育范畴的发
两个核心目标，
持续提升学与教的质
展。自 2020 年推出的“智慧校园”
服
量和效能。智慧校园及智慧教学方
务，
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向学校提供
案将会通过云服务形式向学校、教
网上直播教学和家校通信等功能。
师、学生及家长提供服务。
同时，通过举办讲解会、学校种
澳门教青局表示，
为配合澳门教
子老师培训、在线培训等为学校开办
育发展的需要，
将适时优化信息科技
超过 80 场次培训活动，连同学校种
的相关课程指引，
为学校发展智慧教
子老师在校内开办的相关校本培训
育提供支持，
并持续开办各类与智慧
和推广等，累计接近 5000 人次的教
校园、智能教学、信息科技教育相关
职人员，以及接近 19000 人次的家
的教师培训活动，
提升教师运用信息
长和学生参与。
科技进行教与学的专业水平。

拓宽青年择业思维和就业发展空间

澳门劳工局讲座介绍新产业前景

以图画讲历史，
说好澳门故事。

据澳门媒体报道，
为推动及协助
澳门青年规划职业生涯，
澳门劳工局
举办
“职问职讲”
讲座，
以围绕澳门产
业多元发展而出现的新兴产业为主
题，讲座邀请相关企业资深代表讲
解，
主要介绍新的科研成果与新兴技
术的应用和有关人才需求，
以拓宽青
年的择业思维和就业发展空间，
并即
场回答青年对有关行业前景和择业
方面的查询。前两场讲座将于 1 月
22 日及 25 日举行。
1 月 22 日讲座于澳门劳工局先
进广场举行，以人工智能为主题，邀
请普强时代（珠海横琴）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始创人、大客户经理徐浩铿主
讲。徐浩铿为澳门居民，2018 年曾
带领普强获得首届中国横琴科技创
业大赛第一名，目前于横琴设立公
司，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并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的建设
与发展，
业务涵盖智慧城市的多个领
域，如智能汽车、智能金融、智能交

通、智能家居等。
25 日讲座以中医药业为主题，
邀请“广药集团澳门国际”的助理总
经理黄颖主讲，讲座设于该公司位
于澳门宋玉生广场 263 号中土大厦
14 楼 H-L 座的办事处。该公司是
中国最大的生产中医药企业，也是
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不断引进新
技术进行创新发展，旗下拥有多个
家喻户晓的广东中医药老字号品
牌。现已在澳门设立公司并在澳门
青洲跨境工业区开设厂房投入生产，
又为修读相关学科的青年提供就业
机会。
有兴趣参加讲座的澳门青年即
日起可登陆澳门劳工局“职问职讲”
讲座专页了解详情及报名，凡出席
讲座人士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应严
格遵守卫生当局的各项防疫措施，
包括监测体温，出示健康码，佩戴口
罩，
保持距离并配合主办方进场及入
座的安排。

艺术壁画
“走街串巷”
澳门街巷景色焕发生机
《图说镜海——镜海归帆图》故事片。

冬日看展 享受好心情

澳门本月看展指南

把心带回家——梁慕贞、
梁慕洁装置作品展

寒潮又
到 ，在 这 个
只想在室内
待着的天气
里 ，看 展 就
是超棒的活
动。无论是
约上三五好
友 一 起 ，还
是自己出去
溜达溜达，
看看艺术展
都能让自己
心 情 变 好。
在本期澳门
展 览 合 集
中 ，总 有 一
款能打动你
的心。

系列作品以大自然作基调，包括 300 只尺寸
及形态与真蝴蝶相若的纸品制作，以及橙白色相
呼应的立体纸花等作品，一层叠一层，自由地绽
放，视觉上也能“嗅”出那香气。艺术家梁慕贞及
梁慕洁以她们独特的手法，用作品传递情感，在
作品的花草翩翩、蝴蝶起舞中，能感受到恬静、舒
畅、无限、空无及圆满。展出时间从即日起至 1 月
27 日的下午 2 时至 6 时（逢周日休息），地点位于
弘艺峰创作社，
可免费入场。

▲跛脚梯。

“成”语陶艺展——谢健成的儿时世界
展览展出澳门特殊奥运会智障学员谢健成
儿时回忆系列，包括“健成烧味”
“ 兵马俑”
“ 来自
动物世界的礼物”
“动物妖精”等超过 40 件作品，
涵盖谢健成接触陶瓷、学习陶瓷，到把生活融入
陶瓷作品的整个创作历程。
“成”语陶艺展开放时
间为即日起至 1 月 28 日的上午 11 时至晚上 6 时
（逢周一休馆），地点位于疯堂十号创意园 B05
室，可免费入场。

多棱·互观——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

◀南湾·雅文湖畔。

“成”
语陶艺展——谢健成的儿时世界。

展览以“多棱·互观”为主题，希望直面当下
去中心化的现实格局，不断以行动“折射”艺术家
的个体立场，叩击艺术与社会的本质问题。本次
邀请到海内外共 32 位（组）当代艺术家参展，展
出绘画、影像、装置、AR/VR 等跨文化、跨领域的
实验性作品，如在棱镜的多重界面上折射出艺术
家各自多元的价值取向与艺术认同。时间从即
日起至 2 月 6 日的上午 10 时至晚上 7 时（下午 6
时 30 分后停止入场，逢周一休馆），地点位于澳门
艺术博物馆，可免费入场。
（图文来源：
微信公众号“澳门特区旅游局”
）
多棱·互观——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

据澳门媒体报道，
澳门特区政府
文化局与多位澳门艺术家合作，
糅合
文化创意与艺术，
在不同社区创作多
幅以社区的由来故事为特色的主题壁
画，
丰富街巷景色，
焕发活力生机。多
幅艺术壁画在罗宪新街、
南湾·雅文湖
畔，
以及氹仔跛脚梯陆续登场，
为社区
带来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
澳门文化局与澳门青年美术协会
合作，
邀请艺术家严鹤麟、杨文轩、薛
家杰及李植安，
在罗宪新街进行石级
壁画创作，
壁画呈现雀仔园一带的风
光，
其中的雀鸟主题与该区昔日曾有
打雀活动因而取名雀仔园之由来相呼
应。多幅壁画色彩鲜明、形象生动活
泼，
同时结合附近商户的特色元素，
并
利用石阶的高度营造立体效果，
访客
拾级而上，
处处惊喜。
南湾·雅文湖畔也换上全新的涂

鸦创作，
由澳门油画家杨韵诗运用传
统油画手法结合现代用色，创作七彩
斑斓的作品“房间”，通过不同色块
代表女孩成长的三个阶段，展现记
忆及空间的穿梭，而拼图代表不同
时期的经历，观赏者走过每一面墙
如同走进不同的心灵房间，感受当
中的故事，展现南湾·雅文湖畔多彩
共融的特色。
此外，
澳门文化局与氹仔城区文
化协会合作，
邀请澳门艺术家黄子沣
与邢丹惠，
在氹仔旧城区临近官也街
的跛脚梯进行艺术壁画创作。壁画描
绘色彩斑斓的沙丁鱼，
配合葡式砖块
的特色设计粉饰梯级，
呈现活泼的葡
式风情之美。澳门文化局此前已完成
风景巷石阶壁画，
并在氹仔市政花园
及龙环葡韵增设
“与麦麦同乐”
艺术装
置，
为离岛区增添文化旅游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