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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文化局消息，澳门
文化局、广东省电影局及创意
香港今年继续联合举办“剧透
行动—电影剧本深化计划”（以
下简称“计划”），旨在为培养电
影创作人才，促进电影制作，催
生更多具有创意的电影作品。
澳门电影剧本项目于4月25日
至6月24日期间接受申请，入
围计划的项目可获得专业导
演、编剧的指导，粤港澳三地将
各自选出2个代表项目，最终
从6个项目中甄选出2个获奖
项目，获奖者将可各获奖金 8
万澳门元。

“2022剧透行动—电影剧
本深化计划”分享会于4月22
日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多功能
厅举行，今年由知名导演黄骥、
编剧许伊萌担任澳门项目导

师。会上，两位导师以线上形式
参与交流，分享电影剧本创作的
要领并解答提问。两位导师表
示，将带领入围的澳门项目，在
剧本上给予故事性、情节、结构
及完整度等各方面指导及建议，
用以完善剧本。

据了解，参加此次计划的
申请者须持有澳门永久性居
民身份证及年满18岁，并须为
申请项目的原始构想者。导
师将循故事题材的主题及创
意、故事题材的内涵及故事
性、申请项目团队经验等3项
评选准则，甄选出最多4个电
影项目入围课程阶段，并在 7
月至 11月期间授课。参加者
完成历时4个月、为期40小时
的课程后，需提交入围项目的
最终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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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感悟
在感悟中创作
澳门理工大学举办朱健发木刻版画展

望厦增设新站点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一起Fun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公开展出作品，见证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的变迁。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供图

据澳门旅游局消息，由澳门旅游
局主办的“重拾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足迹”照片征集活动，将于4月25日
起向澳门居民征集澳门大赛车昔日旧
照，经评选后的获奖作品将在澳门大
赛车博物馆公开展出，唤起澳门的集
体记忆，见证格兰披治大赛车的发展
史。

据介绍，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现
已成为澳门体坛和车坛一年一度的盛
事，赛事在东望洋跑道上进行。为了
让澳门居民及游客以崭新的方式来认
识大赛车文化，“玩转”沉浸式赛车体
验，澳门旅游局于2017年启动了澳门
大赛车博物馆的扩建工程，工程完成
及试运营后，于2021年6月正式对外
开放。

此次“重拾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足迹”照片征集活动，主要聚焦1954
年至1979年期间澳门格兰披治大赛
车的历史珍贵照片。

澳门旅游局收到参赛作品后，将
由评审团以4个评分标准：澳门格兰
披治大赛车主题贴切度、照片珍贵程
度、照片清晰度以及文字资料与描述，
选出冠、亚、季军各一名，优异奖5名
及入围奖10名。以上获奖者可获颁
500至6000澳门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及澳门大赛车博物馆门票。获奖名单
将于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官方网站公

布，获奖作品将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
公开展出。

有意参加照片征集活动且年满
18岁、持有澳门特区居民身份证的人
士，可以填写报名表格（包括100字以
内的文字说明），连同参赛照片1-5
张，于4月25日至5月31日期间递交
评审团。参赛者可选择将所有附件以
邮件方式传送至 mgpm@macao-
tourism.gov.mo，或于周一至周四上
午9时至中午1时及下午2时30分至
5时45分，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1时
及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到澳门
大赛车博物馆亲自递交。

此外，澳门大赛车博物馆一直致
力于丰富馆内特色元素及完善配套设
施。为此，澳门旅游局去年通过公开
招标选择经营咖啡廊业务的单位。以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为主题的咖啡廊
最终中标，并于4月23日开业。

主题咖啡廊以“旅游＋体育＋文
创”融合发展的理念，除了赛车体验，
还销售精品咖啡及澳门本地原创文创
产品，为车迷新增一处打卡圣地。店
内提供多款具有大赛车元素的特色限
定饮品及小食，如格兰披治系列沙冰、
冠军橙子冷萃咖啡、汽车蛋糕、冲线格
子蛋糕及赛车华夫饼等。此外，还有
原创主题IP吉祥物等文创产品供选
购。

大堂原名“圣母圣诞堂”，供奉
圣母圣诞，纪念圣母诞生，为何又会
名为“大堂”？

大堂，其实并非指其建筑规
模是澳门教堂中最大，而是因为
它是“主教座堂”，旁边就是澳门
天主教主教公署，位居澳门教区
的行政中心，负责主持各种重要
的宗教活动及仪式。以往作为主
教座堂的教堂，是位处澳门疯堂
前地的望德圣母堂，后来则由“大
堂”所取代。

大堂以前还有个别称，叫“望人
寺”。因为昔日教堂前没有高楼大
厦遮挡视野，从此处可远望南湾海
岸一带的景观，土生葡人常来教堂

祈祷并眺望海上船只，盼望亲人早
日远航归来；而过去华人会称教堂
为“庙”或“寺”，所以大堂又被称为

“望人寺”或“大庙”，大堂前地就被
称为“大庙顶”。现在的大堂前地已
经看不到大海，“望人寺”这一称呼
也成为历史。

外观上，大堂属于新古典主
义建筑风格。教堂置中立面为矩
形，顶起三角山花，高两层，壁柱
划分墙面成三段开间，配以三道
巨大的墨绿拱门及长形窗户；钟
楼则并立两旁；再加上灰麻石构
的色泽，使教堂整体更显得恢宏
庄严。

室内装饰基本上都是 1937

年重建时的古典建筑细部与线
脚，天花为平顶，两侧墙上有高
窗，室内装饰简洁，表现了新古
典手法。

主祭坛供有耶稣十字架苦
像，后方则嵌有多幅富艺术性的
彩绘玻璃画，其中以圣母诞生，
即圣母圣诞为题材的最具特色。
祭坛两旁亦设有十二宗徒的彩绘
玻璃镶嵌画。

教堂入口处的木制葡国屏风、
教堂内部的圣像以及彩色玻璃窗都
是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内部以淡绿
色为主色，布局明丽。从宽敞的中
厅、祈祷室、主祭坛可以领略主教座
堂的气派。

赫赫有名的澳门大堂，以前曾叫“望人寺”

充满艺术气息的彩绘玻璃画。 澳门旅游局供图

从南湾大马路转上大堂
斜巷，或经由卢家大屋对面的
小斜巷而上，会见到一处筑设
喷水池、竖立十字架的碎石路
广场，这里便是大堂前地。而
在花岗石步道上赫然矗立的
那座典雅教堂，就是有名的澳
门大堂了。

大堂始建于 1622 年至
1623年，当时是一座木造建
筑，规模尚小。历经1850年
及 1937 年两次重大修葺重
建，现已成为以石材及三合土
材料为主的建筑。

据澳门环境保护局消息，4
月22日是第53个世界地球日，
当日，位于澳门俾利喇街望厦社
屋望德楼一楼D座的新站点正
式投入运营，进一步扩大了社区
资源回收网络。新设立的“环保
加Fun站”（望厦）站内设有智
能厨余回收机和24小时三色资
源及玻璃樽回收服务。

据了解，“环保加Fun站”
（望厦）对生活中可以回收的物
品进行回收再利用，让有用资
源得到有效应用，让有害资料
得到妥当解决。同时，为进一
步方便居民参与厨余回收，站
内首设智能厨余回收机，可进

行厨余自助收集，并自动称重
和记录。

澳门环保局表示，他们自
2018年起设置环保加Fun站，
而环保加Fun站（望厦）是澳门
环保局辖下第七个环保加Fun
站，其他站点遍布石排湾、青
洲、台山、佑汉、下环及氹仔各
社区。各站点自投入运作以
来，深受区内居民欢迎，吸引师
生及家长、长者等到站参与分
类回收，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
回收途径。同时，环保加Fun
站也成为社区的环保教育基
地，吸引众多学校、机构、社团
等来访参观。

澳门举办两岸中华传统医药发展研讨会

加强两岸中医药交流合作
新华社澳门 4月 23日电

记者23日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驻澳门特别行政区办事处获悉，

“两岸中华传统医药发展研讨
会”近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在澳门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台湾事务部
部长徐莽出席并致辞，他指出，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瑰宝，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澳门是中西药
荟萃之地，又有特区政府政策支
持，一定会为两岸中华医药交流
与发展提供平台与助力。

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绍平表
示，要建立中医药体系的全球
鉴定和认证标准化制度，推动
中医药运用发展。台湾大叶大
学前校长何伟真介绍了台湾特
有的牛樟芝，来自中山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的代表介绍了用中
药治愈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成
功病例。

澳门中医药学会、澳门中华
民族医药产业协会负责人，以及
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
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澳门台商
发起组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驻
澳门特别行政区办事处提供协
助。

据澳门理工大学消息，为
促进青年发展、展示青年艺术
家最新的艺术作品，让社会各
界进一步了解澳门理工大学专
业人才培养的成果，澳门理工
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校友会4
月 23 日联合举办“《木刻版
画》—朱健发作品展”，展出澳
门理工大学毕业生、澳门青年
艺术家朱健发的最新版画作品
18幅。

据悉，“《木刻版画》—朱健
发作品展”23日下午在澳门理
工大学开幕。展览以木刻版画
为主要媒材。朱健发表示，作品
以实物为媒介，通过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识，展现版画艺术的特
殊魅力。

澳门理工大学校友会理事
长黄宇棋表示，澳门理工大学多
年来一直扎根澳门，为澳门培养
多元化跨领域应用型人才。澳
理大校友会一直致力提供平台

让各校友有展示才能的空间，通
过不同形式的活动助力各界青
年互动交流，展现才能和实现梦
想。

朱健发是澳门理工大学视
觉艺术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
修读版画艺术，曾多次参加本
地及外地作品展览，作品多反
映生活及抒发个人感受。现任
职于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老
师、澳门理工大学校友会常务
理事、澳门国际版画艺术研究
中心成员、澳门美术协会会
员。“《木刻版画》—朱健发作品
展”展期为4月23日起至5月
13日，各大专院校师生、社会
各界及公众可以前去参观欣
赏。

为配合澳门特区政府卫生
局的防疫指引，参观者必须佩戴
口罩、接受测温，并扫描行程记
录的场所二维码及出示当天有
效的个人健康码。

电影剧本深化计划今起接受申请

助力澳门培养电影创作人才

那一刻的风驰电掣
澳门大赛车老照片今起征集

主题咖啡廊突显“旅游＋体育＋文创”融合。 澳门旅游局供图

具有大赛车元素的特色限定饮品及小食。 澳门旅游局供图

澳门大堂外观。 澳门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