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澳门旅游学院消息，澳门旅游学
院在QS2022年世界大学“款待及休闲
管理”学科排名中荣获全澳第一，同时
跻身亚洲第三位及全球第二十三位。

QS世界大学排名按不同学科领域
对世界各地的顶级大学进行评级，
2022年排名于4月6日公布，澳门旅游
学院在“款待及休闲管理”榜单中名列
全球第23位，较去年跃升7个名次。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自2011年
以来每年发布，旨在帮助学生选择有关
专业领域的世界领先高等教育机构。
该排名于2017年新增款待及休闲管理
学科，排名综合考虑了学术声誉、雇主声

誉、单篇学术论文引用量等诸多因素，同
时衡量每个院校学者和研究人员团队
的研究成果及其工作产生的影响。澳
门旅游学院已连续六年在此榜单上排
名靠前，再度巩固了其作为澳门顶尖款
待及休闲管理教育机构的地位。排名
发布方针对2022年款待及休闲管理学
科排名，共评选了全球2182所相关院
校，同比增长22%。最终共有150所院
校入选榜单，较去年增加50所。

澳门旅游学院在学术声誉和单篇
学术论文引用量方面获得最高分。
2022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共涵盖
51个学科。

QS世界大学“款待及休闲管理”学科排名

澳门旅游学院跻身全球第二十三位

杨善深“图画春风”书画展在澳门开幕

百幅画作尽显岭南画派风采

本版文图均据澳门媒体
罗旭莹 整理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文艺吃货打卡地

藏在巷子里的小清新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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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文化局消息，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文化局、广东省电影局及创
意香港联合举办“2022剧透行动—电
影剧本深化计划”，旨在培养更多电
影创作人才，储备一批优秀的电影剧
本。文化局将于4月 22日（星期五）
下午3时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多功能
厅举行分享会，向公众说明计划详
情。

“2022剧透行动—电影剧本深化
计划”将邀请知名导演、编剧担任星级
导师，名单将在分享会上公布，届时导
师将以线上形式参与交流。同场举行

“2021剧透行动”的颁奖仪式，得奖者

何卓斌（澳门）将于线上向参与者分享
去年参与的心得，而另一名得奖者李竞
（广东）也将到现场分享经验。

去年，粤港澳三地首次推出“剧透
行动—电影剧本深化计划”，通过专业
导演、编剧带领电影项目进行剧本深
化，深受影视业界欢迎。去年共有4个
澳门电影项目入围课程，其中澳门项
目—何卓斌《我和我的司机老豆》获
奖，并成功入围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举
办的“青葱计划”20强。澳门文化局将
继续积极推动入围项目参与不同地区
所举办的电影活动，促使项目能够成功
筹集资金进行拍摄。

粤港澳三地再推“剧透行动—电影剧本深化计划”

4月下旬将举办电影创作分享会

据澳门媒体报道，由澳门国际少
林禅宗武术养生文化联合总会主办，
亚太体育联合会总会武博联盟指导，
澳门少林禅武文化研究会承办的

“2022首届澳门国际武术精英赛（网
络大赛）”，日前已开始接受澳门本地
武术文化爱好者报名，截止时间为5
月10日。大赛将以高标准、高要求进
行，有望打造成澳门本地武林精英赛
品牌，助推湾区武术文化事业发展。

赛事组委会近日在珠海举行新闻
发布会。澳门少林禅武文化研究会创

会主席麦江表示，希望通过大赛，更好
弘扬国粹，培养社会崇侠尚义优良风
气，增进居民身心健康，将传统武术运
动融入大众生活，并致力将澳门打造成
为国际主流旅游城市。

组委会将由武术精英、武术名家、
国际武术裁判员等组成，以公平、公正、
和谐为准则。比赛以在线报名、在线投
票及线下评选三部分组成。互动展示
于5月26至30日进行，评判及专家打
分于6月9日至11日进行，成绩于6月
18日对外公布，颁奖于6月23日举行。

让传统武术走进大众生活

国际武术精英网络赛报名开始

据澳门理工大学消息，第六届华为
ICT大赛亚太地区颁奖典礼于3月下
旬圆满结束，澳门理工大学在华为全球
ICT大赛-网络赛道中，经过澳门初
赛、决赛、亚太区域赛的比赛及选拔，多
轮激烈竞争，在海外亚太区赛事脱颖而
出，作为区域代表晋身全球总决赛。

“华为ICT大赛”是华为打造的面
向全球大学生的年度ICT赛事，旨在为
华为ICT学院和有意愿成立ICT学院
的高校提供国际化交流平台，帮助学生
增长ICT知识，提升应用技能及创新意
识，促进高校资讯、通信和技术人才教
育、成长及就业，打造良性ICT人才生

态。
第六届华为 ICT 大赛在亚太区

共吸引了286所院校5300名学生的
参与，经过澳门初赛、决赛、亚太区域
赛的层层比拼及选拔后，共有 27支
网络赛道队伍和17支云赛道队伍于
3月进行亚太地区赛。最终，澳门理
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副教授邓树杰
指导的学生温宇强、张博亮及姚宇组
成的团队表现优秀，以亚太区网络赛
道身份晋身全球总决赛，将全力以
赴，代表澳门与来自西欧、拉美、非
洲、中国内地、中东、欧亚区的队伍竞
赛。

华为全球ICT大赛-网络赛道

澳门理工大学脱颖而出
晋级全球总决赛

据澳门大学消息，为培养更多具竞
争力的澳门编程技术与人工智能专才，
澳门大学科技学院联同香港中文大学
工程学院合办“2021／2022年国际大
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澳门
站）”，汇聚世界各地超过100所知名大
学近500名师生参赛，线上线下交流和
切磋编程技术。

本次赛事被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
的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之一。本届参
赛队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

每支参赛队伍由最多由3名大学
生组成，需在5个小时内解决11道实
际编程问题。参赛者需要通力合作、争

分夺秒，对问题进行数学分析、数据结
构及算法设计与代码编写。每解决一
道试题后提交给在线评判系统实时判
断正确性，能够在最短的累计时间，提
交次数最少、解决问题最多的队伍即可
获冠，并获得资格进入世界总决赛角逐
世界冠军。经过一番激烈的竞逐，上海
交通大学卫冕冠军，亚军及季军则由清
华大学及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夺得。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自1970
年开始作为程序设计比拼的舞台，不仅
考验学生编写程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更着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逻辑思
维、团队精神和抗压能力。创办至今共
吸引全球超过3000所大学及5万名学
生参加，现已成为全球最知名的大学生
程序设计比赛。

百所大学师生汇聚
比一比编程技术
澳大与港中大合办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据澳门媒体报道，4 月 6 日，
由澳门文化局辖下澳门艺术博物
馆主办“图画春风——艺博馆藏
李莱德、刘艺良捐赠杨善深书画
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四楼举行
开幕仪式。展览首次展出由李莱
德、刘艺良无偿捐赠，澳门艺术博
物馆藏的杨善深书法及花鸟、人
物绘画100件套。

岭南画派一代宗师杨善深
（1913—2004）作品兼工带写、笔
法细腻、风格多样，在花鸟鱼虫、
山水人物皆有建树，尤以动物画
享有盛誉，应物传神，造型能力颇
强，风格糅合写生及岭南派革新
特色；书法古朴稚拙，别树一帜。
曾设“春风画会”授徒，育才众
多。此次展览于暮春开幕，以“图
画春风”为名，寓意杨善深作品画
出春日的种种美好。艺博馆曾分
别于2004年及2013年举办“万象
乾坤——杨善深近作书画展”及

“春风妙笔——杨善深百年诞辰
艺术展”，本次展览除了再现岭南
画派巨匠杨善深笔下的春日神彩
外，也是对李莱德、刘艺良无偿捐
赠善举的彰显。

“图画春风”展期时间于即日
起至7月24日止，展览期间，市民
凡参与逢周六、日下午所设的全馆
导赏及推广活动，将可获赠精美杨
善深书法字帖乙册。艺博馆开放
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7时（下午
6 时 30 分后停止入场），逢周一休
馆，公众假期照常开放，免费入场。

澳门文化局将严谨按照卫生
部门相关防疫指引，对艺文活动作
出妥善安排。为配合特区政府防
疫工作，要求参与活动的市民必须
佩戴自备口罩、接受体温探测，扫
描行程记录的场所二维码及出示
健康码，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并配
合有关防疫及现场的人流措施安
排。

隐藏在巷子里的一家文艺范超
足的咖啡店——Cafe LOFI，店面的
外观是以木质为主题，门口摆放的小
镜子可以随时照见你的今日穿搭。

这家开在白马行街的咖啡店，
店长有自己的巧思——大面积木质
格调的装饰，随处都有绿植或干花，
透露着文艺而又追求美感的心情。
来Cafe LOFI的也都是很有品味的
年轻人，每一处每一角都是拍照的
好风景！

●香葱油吞拿鱼 冷稻庭乌冬

爱香葱味道的年轻人不能错

过这道菜。在繁复的提取工序中，
把香葱油炸出来，再加入日本烧汁
的豉油和酱油，融合在一起后再熬
煮。而原本软滑“Q弹”的乌冬，在
葱油的浇淋下，会变成咖啡色，还
带有焦糖香的甜味。一口下去，香
葱的清新、乌冬的软滑、焦糖的
香。再配上一口方块吞拿鱼，更是
一种享受！

●牡丹虾黄油汤饭

想要一份鲜甜又浓郁的食
物？LOFI主食——牡丹虾黄油汤
饭能满足你的需要。这是一道创

意菜，它以日本定食的形式呈现。
关键它还很划算，平常日料店里见
不着的牡丹虾，LOFI 一下就上 4
只！其中3只为刺身，1只则用在
泡饭的汤头里。

汤头是以牛油慢煎，也有用
到 洋 葱 。 有 人 评 价 这 道 菜 太
甜，其实并没有放糖进去，纯粹
是食材本身的鲜甜。有很多种
吃法，可以将白饭面上的牛油，
丢进汤里融化，与虾味碰撞出
更丰富的滋味；也可以吃一只
虾，一口饭，再喝一口汤，很好
地享受美味。

●樱花虾忌廉樱花冷拌面

推荐这款季节限定樱花虾冷面，
独家樱花形面搭配鲜冷忌廉汁，再贴
上几颗绿叶菜，黄色的三文籽和樱花
虾，不仅增添鲜味，还增添色彩丰富
度。

●Iced Black 冰咖啡

夏季怎能没有冰咖啡？这款冰
咖啡，极度耗时——用了十二个小
时的冷泡，人工过滤，16小时制冰，
再人工切割，加之一分钟的搅拌和
调浓度，可想而知这个复杂程度了！

香葱油吞拿鱼，冷稻庭乌冬。 樱花虾忌廉樱花冷拌面。

杨善深“图画春风”书画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