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推出VR虚拟参观网站
足不出户也可“云游”各大景点

澳门将推出“爱国爱澳”系列活动
提升市民自我身份认同

澳门调整公共部门职能

公共建设局4月1日成立

■澳门博物馆

澳门博物馆于1998年4月18日落成开幕，楼
高三层，坐落在著名历史遗迹大炮台之上。这是
一间展示澳门历史和多元文化的博物馆，馆内的
展品以其丰富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数百
年来澳门的历史变迁。

一楼展区介绍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十六
世纪葡萄牙人到达澳门之前各自的发展历程、
澳门的早期历史，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
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接触，以及此后数百年间澳
门文化的发展历程。二楼展区从不同侧面展示
澳门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再现昔日澳门民
间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澳门人的休闲娱乐和
民俗庆典。三楼展区展示澳门今天的城市面貌
和生活特色，同时介绍以澳门为题材的文学作
品和艺术品。

■龙环葡韵“生活馆”

龙环葡韵的5座小型建筑于1921年落成，曾
为高级官员官邸，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土生葡人住
宅。经彻底修复后，澳门特区政府将其改建成博
物馆区，名为“龙环葡韵住宅式博物馆”，自1999
年底起对外开放。2016年9月，澳门特区政府重
新整合利用这5座建筑，由西向东分别为“葡韵生
活馆”“汇艺廊”“创荟馆”“风貌馆”“迎宾馆”，5座
建筑成为展示葡语国家文化，以至世界各国文化
特色的舞台。

其中，葡韵生活馆通过展示澳门土生葡人的历
史文化、家居摆设及图片等，重现了澳门昔日土生葡
人的生活场景。

■路氹历史馆

路氹历史馆前身为氹仔公署，是昔日离岛
的行政中心，建于1920年，占地638平方米，楼
分两层，1992年被列入具建筑艺术价值的建筑
物名单。建筑物经重修后，在2006年 5月 7日
转变为保存路氹历史文化的场馆。

展览陈列内容丰富，一楼主要通过路环出
土文物、氹仔前海岛市政厅地下室石结构遗址、
离岛各村落的变化和宗教文化等，让观众掌握
早期路氹历史及文化。二楼展览主题各异，分
别介绍前海岛市政厅历史、农业及部分手工业
概况、路氹建筑特色和路氹近年发展的方向，让
观众对路氹近现代政治发展及经济生活有深刻
的认识。

■冼星海纪念馆

冼星海纪念馆位于俾利喇街151-153号，
原为一座两层西式别墅，经澳门特区政府整顿
修理和策展，改造成纪念馆，于2019年 11月正
式对外开放，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十周年及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献礼，这里也

是澳门首个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的场所。

伟大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在澳门，抗
战期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抗日
歌曲，他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壮丽
恢弘，传遍大江南北，极大鼓舞了民族士气，振奋
了民族精神，被誉为中华民族不朽的英雄乐章。
纪念馆展出包括冼星海的证件、手稿、小提琴、日
记、书信和演出服等。

■典当业展示馆

新马路末端坐落着一幢原为当铺的建筑物，
现已改建为典当业展示馆。这座建筑物于1917
年落成，名为德成按，原属富商高可宁。整座建筑
体现着防火、防水、防盗和防土匪的设计理念。

目前典当业已逐渐衰落，传统当铺已成为历
史陈迹，德成按经维修整理后，恢复了旧观，人们
仍可从这个展馆中领略到当年澳门典当业全盛时
的风采。

■东望洋炮台

东望洋炮台（修筑于 1622 年）位于澳门半

岛最高峰东望洋山之巅，俯瞰整个半岛，炮台
上建有一灯塔及小教堂。东望洋灯塔（建于
1864 年）是中国海岸第一座现代灯塔，其所在
地面位置的坐标值也为澳门于世界地图上的地
理定位。

灯塔侧的小教堂名为圣母雪地殿（建于1622
年），教堂内的拱顶和墙身绘有彩色壁画，其绘画
技巧融合中西艺术，是澳门本地众多教堂中独一
无二的。

■郑家大屋

郑家大屋约建于1869年，是中国近代著名思
想家郑观应的故居。这座院落式大宅由多座不同
风格建筑及开放空间组成，占地面积近4000平方
米，大小房间有60多间，是澳门现存面积最大的
民居建筑群。

作为澳门硕果仅存的清代民宅院落的最佳代
表作，郑家大屋既有鲜明传统广东民宅特点，也流
溢西方建筑特色，充分体现了澳门中西文化交融
的特征。

春日不曾迟，相逢终有时。期待游客朋友们
亲自踏上旅程实地感受澳门的美好！

据澳门媒体报道，由澳门理工大
学和澳门电脑学会承办的“2021年
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总
决赛3月26日上午线上开幕。

主办单位表示，期望通过比赛
高质量资讯科技作品的演示，促进
泛珠三角地区大学生的交流，进一
步提升澳门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创新科技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科创
人才。比赛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
市逾百所大专院校的数万名大学生
参加，最终55支队伍入选总决赛。
为开展亚太地区的比赛合作，本届
比赛还有新加坡的队伍参与，竞争
激烈，让人期待。

澳门理工大学校长严肇基致辞
时表示，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
品赛作为全国性的计算机类比赛，为
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多元化与
充满特色的创新技术交流平台，也为
中学生开辟了了解技术发展的平台，
作品赛将推动澳门资讯科技进步，助
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发
展，并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技术

自主创新注入新力量。
广东省计算机学会秘书长黄轩

指出，本次参赛作品的质量很高，这
对组委会是很大的鼓舞，也对将来作
品赛推广至亚太地区具有很深远的
意义。

“2021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
作品赛”总决赛由澳门理工大学和澳
门电脑学会承办，全国高等学校计算
机教育研究会、泛珠三角+大学生计
算机作品赛组织委员会、澳门电脑学
会、广东省计算机学会、香港互联网
专业协会、台湾网络智能学会、云南
省计算机学会、海南省计算机学会、
广西计算机学会、贵州省计算机学
会、福建省计算机学会、江西省计算
机学会、湖南省计算机学会、四川省
计算机学会、江苏省计算机学会、重
庆计算机学会、湖北省计算机学会等
十七家单位协办。

“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
赛”诞生十多年来，已成长为一项受
业界和学界认可的、具有较高专业水
准和规模的资讯科技赛事。

据澳门媒体报道，澳门公共建设
局将于4月1日成立，将在原建设发
展办公室的基础上，增加土地工务运
输局公共建筑厅及基础建设厅的职
责及权限。同时，土地工务运输局也
更名为土地工务局。两部门重组后
的总人员编制不变。

澳门行政会26日完成《公共建
设局的组织及运作》及《土地工务局
的组织及运作》两份行政法规草案讨
论。澳门行政会发言人张永春、澳门
建设发展办公室主任林炜浩、澳门土
地工务运输局副局长黎永亮向公众
介绍相关情况。为合理调整公共部
门的职能，澳门特区政府重组土地工
务运输局和建设发展办公室。

根据《公共建设局的组织及运
作》行政法规规定，澳门公共建设局
负责研究、计划及落实执行澳门特区
的公共建筑物、基础建设及区域合作
等大型公共建设项目。澳门公共建
设局由一名局长及两名副局长领导，
下设三厅十处，包括公共建筑厅、基
础建设厅、研究设计厅及相关行政和
技术附属单位。人员编制为174人，
工作人员由原建设发展办公室及原

土地工务运输局公共建筑厅及基础
建设厅转入。

根据《土地工务局的组织及运
作》行政法规的规定，澳门土地工务
局负责研究和制定城市规划、管理
土地使用、批准及监察私人工程、审
议除澳门公共建设局及澳门市政署
外，各公共部门递交的建筑或扩建
计划，以及监察机电设施等。澳门
土地工务局由一名局长及两名副局
长领导，原有的七厅十一处调整为
六厅七处。保留原城市规划厅、土
地管理厅、城市建设厅、法律厅、行
政厅（原行政暨财政厅）及相关行政
和技术附属单位，新增“机电设施
厅”，负责审议土木工程范畴内电力
及机械的专业计划，以及监察升降
设备及大型游乐设施。人员编制将
由目前的300名减少至240名。

黎永亮表示，关于未来大型游乐
设施的监管维修，目前未制定正式的
法律文件，会继续沿用现行的大型游
乐设施指引，即将新增的机电设施厅
将负责相关文件审批。

两份行政法规均自今年4月1
日起生效。

记者25日从澳门特区政府市政
署获悉，该署将于近期陆续举办“爱国
爱澳”系列活动。活动着重推广宪法
和基本法，让市民在观察国情、区情的
过程中提升自我身份认同。

市政署表示，3月31日至9月23
日，将举办“宪法与基本法关系”儿童
创意填色比赛作品展览，展出初小组

及高小组共32幅优秀作品，让参观者
透过儿童视角，欣赏在宪法和基本法
保障下澳门社会安定繁荣的美好景
象。作品首站安排在澳门基本法纪念
馆内展出，其后将于6月至9月分别
在沙梨头活动中心、石排湾活动中心、
下环活动中心和公民教育活动中心巡
回展出。

4月 25日至 6月 24日，市政署
将推出“爱国爱澳”网上问答游戏。
市民通过网上问答游戏，可以深入
认识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同时加
深了解自身居住社区的故事。参加
者只要进入游戏专页，答对 4个问
题并填妥个人资料即可参加大抽
奖。

此外，市政署还将自 4月 21日
起至 12 月 16 日，分两个阶段举办

“漫步澳门街之认识澳门”巡回展览，
展示澳门的街巷特色、风土人情、名
人旧事等，加深公众对澳门社区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营造良好的社区意识
与氛围。

据新华社电

据澳门媒体报道，为加强居民
对基本法和宪法的认识，由澳门
市政署主办、澳门基本法青年推
广大使协会承办及中国澳门定向
总 会 协 办 的“2022‘ 法 ’展 有

你——定向比赛”将于 4 月 24 日
上午 9 时在何贤公园内中华民族
雕塑园举行。

澳门基本法青年推广大使协会
理事长黄嘉淇介绍，参赛者需在限

定时间内完成在澳门基本法和宪
法相关题目。

赛事设公开组、青少年组及亲
子组各 25队，各组别设冠亚季军，
另设全场最佳队型奖，该奖项以组

别整体衣着打扮作为评分标准。
比赛报名日期由即日起至4月 3日
止，除网上报名，还可到该会会址
（市场街佑汉街市三楼活动中心 9.6
室）报名，额满即止，先到先得。

推广基本法与宪法

“法”展有你定向赛接受报名

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总决赛线上开幕

助力澳门资讯科技发展

澳门文化局近日推出线上VR虚拟参
观专题网站，让你足不出户也可游览澳门
美景。虚拟网站包括五间博物馆及两处世
遗景点，即澳门博物馆、龙环葡韵“生活
馆”、路氹历史馆、冼星海纪念馆、典当业展
示馆、东望洋炮台及郑家大屋。网站提供
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葡文及英文介绍。

观众只需通过电脑或手机登入网站，
以鼠标点击或触碰屏幕，就可以观赏各个
展厅，360度环视厅内环境。

通过点击建筑局部和展品位置，即可
浏览建筑细节及展品高清相片，同时收听
语音导览并查阅文字说明，随时随地畅游
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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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媒体报道，使用逾80年
的红街市，3月 28日起关闭整治，
127档摊贩迁往位于林茂海边街的

“临时提督街市”继续经营。“临时红
街市”则于3月29日起营运。市政
署提醒3月28为搬迁日，红街市与

“临时红街市”均暂停营业。
为配合搬迁，市政署将以试行

两月形式设专线巴士来回高士德区
及“临时提督街市”，免费接载居民
前往。专线巴士由每天早上9时至
中午12时、下午3时30分至下午6

时 30分营运，沿途停靠高士德/连
胜巴士站（太平电器门口）、观音堂
前、士多鸟拜斯大马路华仁中心对
面、高士德红街市巴士站（中国银行
门口），再回到林茂塘街“临时提督
街市”。

红街市27日搬迁前最后一日营
业，档贩陆续清走档口物品和工具
到临时街市，有不少居民、影友一早
到街市拍摄打卡，档主们也在档位
前拍摄，为经营逾80年的街市留下
纪念。

澳门红街市今起关闭整治
居民打卡留念

市民在红街市前打卡留念。

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总决赛线上开幕。

澳门博物馆路氹历史馆

东望洋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