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种艺术呈现形式 经典与创新交织

澳门艺术节
即将“释放”多重精彩

第32届澳门艺术节将于本月底举行，自4月3日开放售
票以来，售票情况如何？如何购买到心仪的节目场次？昨日,
记者通过登录网络售票平台亲身体验了购票过程，从线上选
票到成功购票用时不超过3分钟。在购票过程中记者发现，本
届艺术节为期一个多月，共有16个节目51场演出，其中《聊斋
魅影》《消失的身影》《嫲嫲的宝箱》《我是月亮》《汪明荃与澳门
中乐团》5个节目最受观众欢迎，部分节目所有场次的门票已
售罄。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李美琪 图片：澳门文化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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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为丰
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提高学生的阅读
能力、审美能力、创新能力，营造积极
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近日，横琴一
中举办了第二届文化节系列活动。

本届文化节活动，首先在七年
级会场拉开帷幕，第一场活动是横
琴一中第五届英语村创业大赛“群
英汇聚·语通世界”，该校的英语村
创业大赛已举办了五届。在本届英
语村创业大赛中，师生同席而坐，共
鉴赛事精彩。此次创业大赛包括两
个环节，分别为自我展示环节和评
委提问环节，706班的“解忧杂货铺”
小组成员以清晰明朗的思路，流畅
熟练的口语表达，为此次创业赛华
丽开场；707班的“避风港”小组，用
真情温暖了在座的每一位观众，“肖
像创意画”一下子就吸引了同学们
的注意力，获得在座观众连连称
赞。团队展示结束后，评委对7支
参赛队伍的计划书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并鼓励同学们要积极捕捉成长
的机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以提升
个人自信，充实校园生活。在八年
级会场，英语科组从“听、说、读、写”
四个方面组织开展了系列精彩纷
呈、彰显学科特点的文化体验活动：
有同学带来趣配音，也有同学进行
英文歌曲表演……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

在该校第三届语文演讲比赛中，
来自七年级和八年级的选手依次上

台，紧扣“读书的力量”进行主题演
讲。书以达意，言以寄情。台下师生
侧耳倾听，时而锁眉若思，时而会心
一笑。

此外，该校此前还设置了“读书
的力量”征文比赛。在近300篇征文
中，共评出一等奖14名、优秀奖71
名。活动中，获奖的同学纷纷上台领
奖，在老师和同窗的见证下，收获属
于自己的荣誉。

据悉，为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
创造力，给学生提供展示才华的舞
台，本届文化节艺术组还举办了“小
手工·大创意”美术手工艺品展，作品
展涵盖了陶艺、扎染、蜡染等不同题
材，共展出学生作品80余件，孩子们
天马行空的想象，极富个性的作品充
分展现了对艺术创作的热情。本次
展出作品丰富多彩，且设计新颖，造
型别致，既有富实用价值的小制作，
又有具收藏价值的工艺品；既有对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和传承，又有
对未来高科技时代的期冀和憧憬；既
有现实生活的写真，又有浪漫情思的
遐想……一件件充满创意的作品折
射出同学们的创新思维，琳琅满目的
作品展示着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吸引了众多师生前来观展。

横琴一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过该校第二届“文化节”活动为全
校师生带来有益的人生经历，让恒久
炽热的思想陶冶、精神启迪融入师生
身心。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组
织开展首届“子期杯”教师说课大赛。

据介绍，此届说课大赛按学科分
组专场形式进行，第一场比赛为综合
专场，来自音乐、体育、舞蹈、美术、心
理、劳动、科学等不同学科的13位教
师参加了综合组专场的比赛。据悉，
接下来该校还将举行语文、数学、英
语等学科的专场比赛。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课”是
教师钻研教材、探讨教法、不断提高
教学水平的一种好方法，更是促进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为努力
构建该校“目标精准、过程精炼、效果
精彩”的三精课堂，培养教师精准把
握教材、智慧设计课堂的能力，达到
以“赛”代培、以“说”促教的目的，学
校专门组织了此次比赛。

赛场上，教师们进行了精彩展
示，语言表达流利清晰，通过多媒体
辅助演说，讲解既生动又富有逻辑
性，教师们通过对教材进行深入解
读，灵活地设计了教学活动。

该校教师王家乐为二年级学生

设计了人际交往系列课程，以“有话
好好说”为起点，根据二年级学生的
特点，还原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教
授学生人际沟通“三大法宝”，帮助孩
子们更好地处理人际矛盾；教师由东
旭的教学设计紧紧围绕“队活动”展
开，在强有力的进行曲中，孩子们可
以自由地根据音乐创编节奏，在乐中
学，在玩中学……教师们从教材、学
情、教法学法、教学过程、板书设计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教材处理
上，每位教师充分考虑学生群体和个
体情况，整合教材，为学生营造高效
课堂；在教法学法选择上，突出以学
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
念，使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上，由浅至深、由
简及难，层层深入，优化教学。

比赛结束后，子期实验小学校
长曹伟对参赛教师进行了分析点
评，她肯定了综合组教师的充分准
备和进步，同时表示希望教师们能
将比赛中研讨出来的理念和方法落
实到课堂中，在教学设计中能够体
现“目标精准”。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
珠海市教育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各学
科教研员和科研人员到横琴一中开
展教学科研交流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专家们分别走进
横琴一中语文、物理、化学、历史、道
德与法治、音乐、体育七个学科的课
堂，与横琴一中师生共同享受教学盛
宴。在随后的评课环节，专家们专业
细致的点评和指导使学校教师受益
匪浅。

如果说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那
么科研便是教学的动力源。在此次
交流活动中，珠海市教育研究院专家
们分别听取了横琴一中教师负责的
《基于深度学习的初中英语写作主题
句与拓展句的语境迁移训练实践探
索》《中草药种植》《基于校园生活情

景的项目式人工智能教学案例实践
探究》等珠海市微课题的开题汇报，
并进行了点评指导。

据悉，经过一阶段的潜心研究，
积累实践，该校横琴区微课题已经
初获成果，横琴一中各课题组也针
对课题研究情况进行了中期汇报。
专家们针对每一项课题的开题汇报
和中期汇报都做了精准的点拨与指
导。

横琴一中相关负责人表示，关注
学生方可参透教育本真，夯实基础才
能激发内驱动力，构建课堂新生态是
横琴一中教育实践的探索和目标。
横琴一中将继续坚持以科研促发展，
高度重视教育科研工作，通过科研进
一步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珠海市教育研究院到横琴一中开展教学科研交流活动

科研交流助力横琴教育发展

横琴一中举办文化节系列活动

丰富校园生活 青春积极向上

横琴一中第二届文化节系列活动语文演讲比赛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举行说课大赛

以“赛”代培 以“说”促教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见习记者 陈子怡

4月2日下午，由小横琴社区居委
会、小横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综
合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2022年春季
乐龄长者生日会”在澳门街坊总会广
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小礼堂
拉开帷幕，为社区26位长者送去了一
场难忘的生日会，也为社区居民奉上
了暖心的社区活动。

活动现场，随着横琴吉祥物“琴
丸子”玩偶登场亮相，生日会在温馨
的歌曲中拉开帷幕。几位社工走到
围成一圈的长者之间，进行击鼓传花
的暖场游戏。在鼓声停止的瞬间，拿
着“琴丸子”的长者就站起来跟大家
作一段自我介绍，让参与生日会的长
者彼此熟悉。

随后，小横琴社区及澳门街坊总
会工作人员共同为长者们送上生日
贺卡，并为每一位参与生日会的长者
递上生日蛋糕。社工还精心选取了

一些经典老歌，与长者们玩起了听歌
识曲的游戏。社区长者郭文军自告
奋勇担任大合唱的领唱，组织大家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唤醒
长者们的共同记忆与情怀。

生日会上，几张特别的面孔引人
注意——他们就是参与活动的长者
志愿者。在活动准备阶段，这些长者
志愿者就帮忙书写生日贺卡、布置生
日会场地，不少长者志愿者在生日会
进行过程中自告奋勇献唱生日歌。
他们的头发虽然花白，但心态依旧年

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为社区作出
自己的贡献。参与本次生日会的长
者李勇感慨道：“这次活动中与朋友
们一起庆祝生日，仿佛左邻右舍都是
自己的家人，这让我非常开心和快
乐。”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据了解，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
东办事处综合服务中心每个季度都
会为社区长者举办生日会，以此鼓励
社区长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增强社
区长者的生活幸福感。

小横琴社区举办长者生日会

横琴春意暖 长者齐庆生

本届澳门艺术节的主题是“释
放”，喻意在疫情之下，虽然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方式出现了转变，距离
与生活节奏有别于以往，但人们仍
然不断地存积力量，准备在“大门”
重启之时，迸发出澎湃能量。

据悉，4月29日开幕节目为雷
动天下现代舞团的《我本楚狂人》，
以“诗仙”李白的诗作为创作文本，
结合音乐、念白，为观众营造“山水
花月”之境，让想象力任意奔腾；6
月2日闭幕节目则邀请家喻户晓
的“阿姐”汪明荃登场，与澳门中乐
团联手演绎经典金曲，包括《杨门
女将》《万水千山总是情》《京华春
梦》及《勇敢的中国人》等。

本届澳门艺术节的演出节目
涵盖舞蹈、音乐会、戏剧、话剧、多
媒体艺术等多种类型。以戏剧为
例，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
克勒斯的经典剧作《厄勒克特拉》、
知名新锐编剧朱宜的作品《我是月
亮》、改编自同名电影的京剧《新龙
门客栈》、取材自鲁迅同名短篇小

说的儿童音乐剧《孔乙己》等多样
剧作将轮番在艺术节上演，作品内
容横跨古今中西，品类繁多，能够
满足各年龄层次、品味偏好的观众
需求。

据了解，本届澳门艺术节还将
运用多种创意表演形式，如一场只
有灯光、声响和空间装置却没有演
员的剧场秀《嘉路士一世》；适合大
人小孩一起参与的创意互动亲子
剧《涂鸦奇旅·海龟别跑》；将舞台
搬至户外，舞者在高低错落的竹棚
装置中起舞的《舞·渡·海》等。

澳门艺术节作为促进湾区同
胞深入交流沟通、增进血脉相融
情感的绝佳契机，不乏澳门本地
的优秀艺术作品。在本届艺术节
上，将展出澳门本土话剧团的《同
船一心》，改编自创作者真实故事
的《嫲嫲的宝箱》，围绕现代人精
神课题展开的多媒体声景剧场
《九声》等。澳门的艺术精英将在
此展示着对澳门小城的所见、所
思、所想、所悟。

节目类型丰富 满足多种需求

记者注意到，各场演出门票
自4月3日发售以来，深受珠澳两
地市民的关注，截至4月7日，《聊
斋魅影》《我是月亮》《汪明荃与澳
门中乐团》3个节目所有场次的门
票均已售罄。原已售罄的《消失
的身影》《嫲嫲的宝箱》各加开一
个场次，并将于9日10时发售门
票。除了这5个节目外，剩下的大
部分节目场次也都已售票过半。

根据澳门文化局、澳门售票网
消息，本届澳门艺术节演出购票共
有四种方式：

其一，通过澳门售票网（http:
//www.macauticket.com/）线上
订票。记者体验发现，点击网页上
任意澳门文化节海报图片或“详
情”按钮就能抵达购票入口，十分
方便快捷。在“节目详细内容”的
页面中，观众可以浏览到本次艺术
节所有演出场次的演出日期、时
间、票价及地点，下拉页面还可以
点击表格最右侧“演出详情”一列
的“浏览更多”链接按钮，查看详细
的节目介绍。

为保持防疫距离，观众席隔位
设座，灰色方格为不开放座位，被
选择的座位将会变为紫色，并保留
8分钟的锁定时间。在“付款”页
面可以选择是否享受演出折扣，需
要注意的是其中“全日制学生证”
的折扣条件为“就读于澳门全日制

学校之内地学生，或就读于内地全
日制学校之澳门居民”。“订购信
息”中的电邮地址务必填写能够查
收到邮件的邮箱。付款成功后，购
票凭证将发送至所填邮箱内。记
者从选票到成功购票用时不超过
3分钟。

其二是通过热线电话购票。
在澳门的观众可以拨打（853）
28555555热线电话，在内地的观
众可以拨打（86）13926911111热
线电话进行购票。但电话购票不
能实时看到演出座位销售情况，
且只能通过信用卡支付购票，并
需在演出现场通过信用卡号领取
门票。

其三是直接前往门市线下购
票。澳门售票网共设有五家线下
服务站点与三处自助售票站点，分
布于澳门氹仔与澳门本岛。

此外，内地观众可以通过华发
商都中影国际影城代理购票。代
理购票将以澳门元票价同数额的
人民币种进行收取。如需将门票
邮寄至珠海或自行前往中影国际
影城取票，则需额外支付30元邮
寄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澳门艺术
节所有演出地点均在澳门，从珠海
通关前往澳门观看节目的观众还
需留意最新防疫政策，并提前做好
通关准备。

购票途径多样 售票情况火爆

创意互动亲子剧《涂鸦奇旅·海龟别跑》

儿童音乐剧《孔乙己》

粤剧《聊斋魅影》

京剧《新龙门客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