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人食住游”带动澳门旅游消费

3天吸引逾300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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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旅游局消息，
15日至17日，澳门迎来小
长假，澳门居民积极参与

“澳人食住游”活动，多条路
线和各大酒店受到追捧。

据介绍，由澳门特区旅
游局推出的新一轮“澳人食
住游”4月起正式开启，活
动将持续至12月，每名澳
门永久或非永久居民可分
别获得一次澳门本地游及
酒店体验资助。这是澳门
特 区 政 府 早 前 推 出 的

“2021保就业、稳经济、顾
民生”计划的一部分，旨在
通过“以工代赈”支援旅游
业界，创造就业，同时也期
望能与旅游业界共同推出
优质的澳门本地游行程，促
进内需及带动社区消费。

澳门特区旅游局表示，
假期三天，共98团约3360
人参与“澳人食住游”。活
动带动酒店入住，4月 14

日仅有315个房间通过“食
住游”活动被预订，随着假
期开始，分别攀升至 850
个、705个及883个。

澳门旅游业议会会
长胡景光表示，小长假期
间不少居民参加“澳人食
住游”的酒店体验。据初
步统计，整个假期澳门的
酒店有 3000 个房间被预
订，当中65%为五星级酒
店，35%为四星级以下酒
店。不过，非“食住游”到
旅行社订酒店的人数并
不多。

澳门酒店旅业商会理
事长卢志良认为，“食住游”
销售影响相对有限，现在澳
门需要更多外地旅客，更多

“活水”注入。如今需用好
“节约措施”，即调整人力、
水电等各项开支，减低营运
成本。他期盼8月暑假档
期为业界进一步“破冰”。

据澳门消费者委员会消息，澳门
消费者委员会将致力于保障消费者权
益，进一步增强“澳门物价情报站”
App的价格功能，扩大调查超市范
围，方便澳门市民货比三家。

据介绍，“澳门物价情报站”具有
多种价格功能。登录软件后，消费者
选择“全澳”或“分区”模式，超市物价
一览通栏目会列出消费者选取的货品
最优惠价格以及在销超市的名单；超
市龙虎榜栏目可以直接列出哪间超市
有价格最优数量最多的货品;而价差
超过五成的货品排名栏目则会列出差
价超过50%的货品名单。

同时，“澳门物价情报站”具有“购
物篮”这一个性化设置，可为消费者筛
出货品齐全且价低的超市，为消费者

省钱省时间。
为防止抬价等侵权行为，澳门消

费者委员会将持续加强物价监督及
调查工作，密切监察疫情下各种货品
价格的变动，及时通过“澳门物价情
报站”等途径更新供消费者比较。目
前每周调查的超市数量已增至 38
间，调查内容包括粮油、罐头、冰鲜等
食品，以及家居清洁用品共13类210
款货品。

澳门消费者委员会呼吁，消费者
应善用“澳门物价情报站”比较超市物
价，从而达到良好的消费效果。另外，

“澳门物价情报站”也会定时更新全澳
各个零售点，包括婴儿奶粉及面包等
6个专项物价报告，消费者可根据个
人消费习惯作出明智选择。

方便市民货比三家

“澳门物价情报站”扩大调查范围

据澳门市政署消息，为了让澳门
青少年更好认识宪法与澳门基本法的
关系，增强法制观念，市政署与民众青
年会联合主办“宪法与澳门基本法关
系之社区巡礼”，活动通过讲座、参观
基本法纪念馆及工作坊等形式，推动
青少年进一步认识宪法与澳门基本法
的历史发展与关系，以及“一国两制”
和依法治澳的核心思想等。

此次活动的启动礼于17日下午
在澳门基本法纪念馆举行。据介绍，
此次活动将通过社区讲座、两法知识
问答游戏、亲子工作坊以及园游会等

形式，让“两法”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
走入青少年心中。让澳门青少年在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发展机遇
下，提升自身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

民众青年会理事长兼活动统筹莫
超群表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一国两制”笃定前行、行稳致远的希
望所在。为此更要格外重视青少年对
宪法和基本法的了解、注重培养尊崇
国家宪制、尊重基本法权威、维护社会
法治的意识，努力培养青少年成为爱
国爱澳、奋发有为的新时代栋梁。

“宪法与澳门基本法”社区巡礼启动
推广“一国两制”和依法治澳核心思想

据澳门媒体报道，为庆祝慈善机
构同善堂成立130周年，由同善堂主
办、澳门电讯协办的“当同善堂遇上中
乐——中医药之节气篇小型音乐欣赏
会”17日在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举
行。主办方将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医药
有机结合，让大众以艺术角度认识中
医药文化。

“春分——望闻识药”将中医药与
中乐相互结合，特邀澳门青年中乐团
按24节气特点演奏相应风格的曲目，

包括上半段的《雨碎江南》《珊瑚颂（节
段）》《大鱼》，及下半段的《绣荷包》《茉
莉花》《春郊试马》。

同善堂中医专家张咏芝向到场人
士讲解春分的主要表征、生活上应注
意事项和养生妙法。她指出，春季万
物复苏，人体新陈代谢快，较易形成春
困，让人感到全身乏力、困倦，昏昏欲
睡。长者特别要注意饮食，调整作息，
可助气血良好运行，心情也会变得轻
松愉悦。

中乐与中医药的奇妙结合
同善堂举行130周年庆祝音乐会

据澳门媒体报道，由澳门文化局
主办的艺术普及计划《文化讲堂》致力
于与公众分享多样文艺资讯及艺术知
识，五月将推出两场全新主题讲座，包
括《以节庆打造“文化澳门”》与《卖猪
仔——澳门苦力港的血与泪》，两场讲
座以粤语进行。

据了解，讲座《以节庆打造“文化
澳门”》将于5月14日在澳门演艺学
院礼堂举行，视觉艺术家梁飞燕将剖
析节庆活动如何凝聚社群并凸显城
市的人文精神，以及对于激发社会认
同感与文化表达的作用;另一讲座
《卖猪仔——澳门苦力港的血与泪》
将于5月29日在沙梨头街市市政综
合大楼9楼礼堂举行，澳门历史研究

学者劳加裕将介绍澳门19世纪中叶
被俗称“猪仔”的契约工出洋打工的
血泪史，以及当时的澳门作为苦力贸
易港的历史。

以上两场公众场讲座费用全免，
年满13岁的澳门居民可于即日起通
过文化局网页“活动报名系统”进行报
名，倘报名人数多于指定名额，将以抽
签决定，获录取者将以短信或邮件通
知。

为配合防疫工作，参与活动的
居民必须佩戴自备口罩、接受体温
检测，扫描行程记录的场所二维码
并出示健康码，有关活动将按卫生
部门防疫指引安排，采取相应防疫
措施。

文化讲堂五月讲座开启报名

介绍澳门独特文化与历史

新华社澳门4月18日电 位于澳门
老城内街的夜呣街对于外地游客而言，
是条“隐世”的小街。每天下午，人们很
容易就能顺着炭火烘烤的香气，找到“最
香饼家”。

创办于1957年的“最香饼家”以手
工炭烧杏仁饼闻名，如今在夜呣街有两
家店面，一家每天现场制饼，另一家则是
对外售饼的店面。

“之前是外公李继煜做饼，外婆黎爱
珍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去卖。到了上世
纪70年代有了一些本金，就买了夜呣街
的店面，传承到我妈妈、舅舅这一辈。
2020年，‘最香饼家’获得澳门特色老店
称号，在政府资助下我们盘下现在这个
店铺，之前的店铺变成了工厂。”在“最香
饼家”店铺内，第三代传承人谭思颖告诉
记者。

“最香饼家”的镇店产品包括：粒粒
杏仁饼、鲜奶核桃饼、蛋黄肉心杏仁饼、
虫仔饼、蛋卷等。这些饼的特点是入口
甘香松化、饼粉幼滑。

下午 1 时左右，制饼店铺大门开
启。绿豆粉、糖、水、花生酱按比例搓好，
师傅们在如小山般的粉末原料中倒入植
物油，混合成型。接下来，他们灵巧地在
模具中撒入杏仁碎粒，再倒入粉末，压实
后轻轻一磕，一排印有“最香”字样的杏
仁饼便留在了竹篓上。另一边，老师傅
在做传统蛋黄肉心杏仁饼，咸蛋黄搓匀
再薄切至透明，肉心切成薄片，包入饼
内。

一摞摞竹篓在炭火上烘焙，饼慢慢从
乳白色变成微黄色，杏仁的香味也逐渐溢
出。慢火烘烤半小时后，师傅将杏仁饼移
开冷却，随后便可以包装起来，送上隔壁的
货架。从磨粉打饼、烤饼到包装，所有环节
均由人手包办。

杏仁饼是澳门手信的代名词之一。
在口岸、机场，游客们几乎人手一份。他
们大包小包提着的各种澳门糕饼，有的
来自大工厂制作，也有的来自“最香饼
家”这样的家庭式作坊。几十年来，这种

“手工制作，炭火烘焙”的香味，源源不断
吸引着游客。

从广州来的苏氏姐妹慕名找到“最
香饼家”。“我们看大众点评上说这个饼
家传统、纯手工，找了很久，问了很多人
才找到这里。”苏小姐说，“我们喜欢传
统、手工的做法，特意买一点回去吃以及
送亲友。”

澳门市民黄先生是“最香饼家”的老
主顾，他说：“我这次买了原味的杏仁饼、

鸡仔饼送给内地朋友，支持澳门原创，这
种老店已经不多了。”

谭思颖说，生意最好的时候，买饼也
需要排长队。现在因为疫情影响，游客
不如以前那么多。“因为是手工制作，不
像机器压制的那么硬，所以很多顾客觉
得更酥脆可口。”

作为第三代传人，谭思颖也在思考
如何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最
香饼家”推出了更适合年轻人的小包装，
也在考虑时机合适时向内地电商拓展。
不过，传统味道和纯手工制作依旧是这
家老店不变的内核。

“‘最香饼家’最大的卖点就是传统
和手工。我们保持这份初心，不冲数量，
保证品质，保留澳门的特色。”谭思颖说。

2020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杏
仁饼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清
单。澳门文化局表示，杏仁饼作为传统
唐饼的特色种类之一，是中华饮食文化
在澳门传承发展的重要体现，其形象更
成为澳门的美食文化符号之一。

历经一甲子传承、三代人的坚守，店
内“最香饼食”匾额上四个大字虽已褪
色，但本土的原味依然传承……

“杏仁饼是澳门的非遗，好想保留下
去，让更多人认识澳门的文化名片。”谭
思颖说，也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更多的人
能够来到澳门，光顾“最香饼家”。

闻香识饼家
——探访澳门老字号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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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媒体报道，澳门文创艺术
志愿者协会十周年系列活动之“2022
公益短片放映会”17日于澳门工联青
年活动中心举行。会上，志愿者协会
放映了《逆行者》《以声停延的一刻》
《志愿喵学刷牙歌》《抛圈圈》《餐桌的
故事》《不放手的爱》6部公益短片，影
片主题涵盖社会时事、家庭、亲密关
系、儿童教育等，各具特色。

澳门文创艺术志愿者协会会长黄
潮裕表示，澳门文创艺术志愿者协会
的“创享”公益短片团队成军三年，共
召集近两百名志愿者参与公益短片制
作，“创享”意为创造与分享。

不少志愿者是第一次参与影片制
作，在不同的公益短片制作中尝试不
同岗位，亲身参与和体验影片制作流
程，学习了解社会议题和生活上值得
留意的点滴。

澳门特区政府近年大力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志愿服务的类型已不
再局限于传统形式，在文化艺术等
元素加持下，志愿服务变得更灵
活、多面和具有创意。此次活动旨
为让志愿者回馈社会，将发人深省
的公益艺术作品放上网络平台，把
爱和温暖送给更多人。至今，活动
所有公益短片累计播放量已超过
15000次。

疫情之下，大众与互联网的接触
频率明显增加，信息健康问题值得关
注。该协会希望通过公益短片为网络
注入更多正能量，带动青少年发掘身
边更多好人好事。

此次十周年系列活动除放映会
外，还将于本月二十日晚上在文创志
社交媒体举行公益微电影《逆行者》的
线上首映会。

澳门文艺志愿者“创享”美好时刻

用公益短片传递正能量

▲澳门居民参与“澳人食住游”酒店体验。

▶澳门居民参与“澳人食住游”户外活动。

““最香饼家最香饼家””师傅在做传统的蛋黄肉师傅在做传统的蛋黄肉
心杏仁饼心杏仁饼。。

做杏仁饼的模具做杏仁饼的模具。。

““最香饼家最香饼家””师傅在炭火上烘焙杏仁饼师傅在炭火上烘焙杏仁饼。。

做好的杏仁饼做好的杏仁饼。。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