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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媒体报道，澳门科技大学
28日举行“澳门海岸带生态环境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揭牌仪式，这是
目前我国唯一一个境外国家观测研究
站。澳门野外站的建立将提升学校在
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背景下多污染物
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和生态修复
等领域的研究能力。仪式于美狮美高
梅举行，并在线上同步直播。

中国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司代
表、综合协调处处长李哲在线致辞表
示，希望澳门环保局、澳门科技大学作
为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能落实有关
政策和配套经费，加大对野外站支持
力度。科技部将加强对澳门野外站建
设运行的支持指导，搭建合作平台，促
进与内地相关领域国家野外站的交流
互鉴，组织开展基于统一观测指标和
技术规范的联网观测研究。

澳门环保局局长谭伟文称，澳门
野外站是海岸带生态环境一体化的立
体观测平台，可观测多项环境元素，而
澳门地理位置特殊，相关环境数据对
观测区内环境变化发挥指示性作用。
通过建设澳门野外站，将推动多项环
境研究，为改善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有力支持。澳门环保局将继续积
极配合和支持澳门野外站的建设和发
展，共同推进和改善大湾区整体环境

质量。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表

示，通过建立澳门野外站，澳科大未
来会在科学观测、联合研究和人才
培养方面与大湾区乃至全国高校开
展更为密切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在
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背景下多污染
物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和生态
修复等领域的研究能力，通过科技
创新助力澳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工作，为解决大湾区大气污染、水体
污染和海岸带退化等生态环境问
题，以及绿色可持续修复与生态风
险管控提供有力支持。

按照国家科技部批覆的2021至
2025年建设运行实施方案，澳门野外
站将建成海岸带生态环境海陆空一体
化立体观测平台。其具有先进的野外
科学数据采集、传输、集成分析能力，
将成为具有强大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修
复技术研究开发、成果应用推广能力
的示范基地。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与国
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列的重要
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澳门野外站的建
立标志着澳门融入国家战略和科技创
新体系迈出实质性一步，也标志着澳门
科技大学的科研实力与科研条件等再
次得到中央政府认可与支持。

我国首个境外国家观测研究站揭牌

澳门野外站助力湾区生态研究

据澳门媒体报道，澳门中乐团“琴
声漫漫”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于4月1
日晚8时在岗顶剧院举行，特邀古琴
演奏家陈雷激担任音乐会艺术指导，
展现中国传统古琴艺术。门票现于澳
门售票网公开发售。

2003年，承载三千多年历史传统
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古琴艺术凝聚着中国文人的风
雅记忆，声重意远；高山流水的典故更
是家喻户晓，引人入胜。

被古琴名家龚一评价为“不可多
得”的演奏家陈雷激，出生于上海音乐
世家，9岁起随龚一专修古琴，直至大
学毕业。1989年于上海音乐学院毕
业后旅居法国，先后攻读于法国巴黎
高等师范学院、兰斯国立音乐学院及

吕埃-马迈松国立音乐学院的指挥专
业，在欧洲期间举办了近百场个人古
琴独奏会。陈雷激现同时任教于中国
音乐学院及中央音乐学院。

本次古琴专场音乐会，陈雷激将
献演多首古琴古曲，包括《流水》《忆故
人》《平沙落雁》等，亦会联同澳门中乐
团的演奏家们合演《二泉映月》《竹林
七贤—酒狂》等多首当代古琴与民族
室内乐作品，把古琴艺术出尘脱俗、风
凌傲骨的意境一一演绎，勾起观众内
心深处的感动之意，沉浸其中，久久回
响。

音乐会演出时间约一小时，不设
中场休息。票价分为一百二十及一百
澳门元两档，设多项购票优惠，24小
时订票热线 2855-5555；网上订票
www.macauticket.com。

澳门中乐团演绎中华古典之美

“琴声漫漫”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举行

据澳门体育局消息，为让澳门精
英运动员以更佳状态备战多项大型综
合性运动会，澳门体育局辖下的运动
员培训及集训中心宿舍于28日起正
式投入使用。

首批入住宿舍项目包括武术、空手
道、跆拳道、游泳、铁人三项、田径及单车

等，使用对象主要包括正在积极备战今
年9月将在杭州举行的第19届亚洲运
动会的运动队伍及澳门精英运动员。
运动员培训及集训中心宿舍正式投入
运作后，澳门将对相关训练队伍展开更
集中的管理，配合常规训练，更好推进各
项备战工作，提高备战训练效果。

澳门运动员培训及集训中心宿舍正式启用

让体育精英更好备战大型赛事

今天要介绍的美食店名叫 JJ
noodles，主打正宗船面，店面环境充
满泰国风情。几位店主都很喜欢泰国
文化，以前也经常到泰国旅游，店主曾
经在曼谷JJ market品尝到好吃的
船面，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想把
这种快乐和美食传递给澳门居民，于
是，JJ noodles诞生了。

店家根据本地人的胃口作出调
整，份量适中。为了让顾客尽可能吃
到正宗泰国风味，整个厨师团队都是
来自泰国。而且，店铺设置了开放式
厨房，可以看到厨师制作船面的过
程，透明化操作，让食客吃得更放心。

JJ牛船面

这款面算是 JJ店铺的招牌菜，
它的汤底选材讲究又还原泰国风
味，使用了牛骨、香茅、高良姜、辣
椒、芫荽头、泰国香料、鱼露、盐和豉
油……

不仅汤底浓郁鲜甜，而且配料非
常充足，有牛肉、牛丸、牛百叶及牛腩，
还有芽菜、通菜、九层塔、泰国芫荽和
炸蒜等，食材丰富得让人惊喜！可以
配着泰国贵刁吃。

双拼饭

泰国香米早已闻名遐迩，而爱吃
肉的朋友更不能错过这款双拼饭！它

选用了黄油鸡，用盐和鸡粉腌制一晚，
做出来的鸡肉又嫩又香。猪肉则选自
猪颈肉，用上芫荽头、蒜头、蚝油和糖
腌制，一点都不会腻，还有少许胡椒
味。

两款肉搭配两款酱，鸡肉的酱是
酸甜口味，中和了肉的油腻；而猪颈肉
的酱酸甜咸辣齐全，也非常开胃，喜欢
蘸酱的朋友可以试试。

ViVi鸡脚排骨卡侬煎

ViVi鸡脚排骨卡侬煎与船面用
的牛骨汤底不同，但同样的浓郁鲜香！

汤底制作过程也很特别，先把辣
椒、干葱、蒜头、芫荽头、红咖喱、小西
红柿、肉碎一起搅碎，下锅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猪骨汤和鸡脚再煮30分钟
完成制作。

LuLu炸鸡翼

炸物，是又快又接地气的小吃，也
是泰国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到JJ店铺，当然也要尝尝泰国的炸
鸡翼。LuLu炸鸡翼用鱼露、糖、盐和
生粉腌制至少一个小时，再炸至金黄，
撒上炸蒜，风味十足。另配有酸辣酱，
但其实不沾酱都已经很美味。

JJ noodles 位于澳门布鲁塞尔
街恒基花园第四座BC铺，营业时间
为11:00-20:30。

把舌尖上的泰国搬到澳门

这家正宗船面店要火！

临时街市环境舒适

澳门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员会副
主席柯岚、委员吴秀虹、卫生监督厅
厅长田纪洋、街市事务处处长梁焯
文等，29日早上到临时提督街市了
解摊贩经营情况，以及专线巴士的
运行安排。临时提督街市启用首日
运作顺利，120 多个摊贩已迁入临
时街市继续营运，普遍对街市环境
及设施表示满意，市政署将持续关
注启用后的运作情况，适时作跟进
调整。

市政署街市事务处长梁焯文介
绍，临时街市楼高两层，地下层售卖
水产鱼类、杂货、豆腐及芽菜，一楼售
卖蔬菜类、鲜肉类、冰鲜肉类、杂货
类，共有124个摊档经营，各摊档面
积都可适应营运需要，环境变得舒
适。

摊贩热议新市场

原红街市摊贩28日进行最后的搬
迁及整理工作，期待在新市场有好的
开始。部分档主担心临时街市邻近水
上街市，形成竞争，希望政府加大宣传、
做好交通配套及增设熟食中心，带动
人流。

蔬菜档主黄先生表示，为街市搬
迁忙了两天，28日中午已差不多搬
好，29日起在临时街市营运。担心
接下来与邻近的大街市竞争，现时不
少街坊仍不清楚街市搬迁，希望政府
加强宣传临时街市的启用，降低影
响。

融合堂鲜肉行总商会会长谢树平
表示，临时提督街市经营情况仍是未
知之数，营运后给居民一段适应期才
能知道具体前景，希望有一个好开
始。虽然与水上街市有竞争，但各摊

贩的思维、客源及做生意手法不一，有
竞争才有进步。期望临时街市预留更
多泊车位，做好交通配套，方便居民买
菜。

澳门鲜鱼行总会副会长关伟铭
称，临时街市较干净、通道宽阔，普遍
档位面积增大，营商环境优化；他为本
次搬迁投入了两三万现金，用于更换
养鱼缸及养鱼冷气等。他建议增设熟
食中心带动人流，也希望红街市在重
整后，政府可以设置熟食中心。

市政署设专线巴士

为让市民适应及方便到临时提
督街市，市政署设专线巴士免费接载
居民来回高士德区及临时提督街
市。专线巴士于3月29日起营运，每
天早上9时至中午12时、下午3时30
分至下午6时30分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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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相关部门也会加强巴
士车厢的清洁消毒工作。

专线巴士将先试行两个月，市
政署将据乘搭人次等数据评估效
益，再作调整安排。此外，临时街市
外围亦设置了多个指示牌，指引市
民前往。

红街市围封灭鼠

红街市现已围板，先展开灭鼠及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避免工程影响周
边居民。此外，28日起位于红街市外
经营的四十档小贩，由原来“背向商
铺，面向红街市”的经营方向，改为“背
向红街市，面向商铺”，让该区小贩在
红街市整治工程施工期间，仍可在原
位置或周边合适位置经营。

新华社澳门3月28日电 澳门特
区政府公报28日刊登特区行政长官
批示，设立第15届全国运动会澳门赛
区组织委员会，负责组织、推动和协调
与澳门赛区有关的工作，尤其是协调
各行政部门及社会实体的工作。

这一批示自29日起生效。
根据批示，组委会由特区政府社

会文化司司长担任主席，体育局局长
担任秘书长，2名体育局副局长担任
副秘书长。秘书长负责与国家体育总
局和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体育
部门及相关部门联系，以协调第15届

全国运动会广东赛区、香港赛区，以及
澳门赛区的筹组工作；跟进及协调筹
组于澳门赛区举办的体育赛事的各项
工作及活动等。

组委会其余成员包括：社会文化
司办公室、卫生局、新闻局、市政署、旅
游局、警察总局、海关、消防局、工务
局、交通局等部门各派出1名代表，澳
门赛区比赛项目相关单项体育总会各
派1名代表。

组委会的运作由体育基金预算承
担，体育局负责向组委会提供运作所
需的技术、行政及后勤辅助。

第15届全国运动会
澳门赛区组委会成立

运动员登记入住集训中心宿舍。

澳门临时提督街市昨营运
启用首日运作顺利

位于林茂海边

街的临时提督街市

29日正式投入运

作，首日运作情况顺

利。早上7时至11

时录得逾2000人

次使用，与平日红街

市相同时段人流

相近。为方便市民

到临时街市，政府在

外围设置指示牌指

引市民前往，同时，

安排免费专线巴士

来回高士德区及临

时提督街市。

JJ牛船面。

双拼饭。

市民到临时提督街市选购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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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贩在做营业前准备。 市民到临时提督街市选购干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