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澳门基金会消息，澳门基金会
主办的澳门青年艺术家推广计划：“非
虚构：女神、乡愁与住冬地——张可作
品展”将于5月13日下午在澳门教
科文中心展览厅揭幕，展出张可逾百
件围绕“女神”、“乡愁”与“住冬地”三
个主题而创作的综合材料作品，并出
版同名画册。

据了解，1991年出生的张可是澳
门青年艺术家推广计划第8位艺术家，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目
前担任广州美术学院教师。她曾两度
获得知名当代艺术奖项——杰出亚洲
艺术奖Top 30，作品为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馆、澳门艺术博物馆收藏。

张可介绍，她的作品《女神》展现
了新中国的一种新女性形象，即现实

和理想中的“花木兰”，而作品《乡愁》则
主要讲述潮汕人过往的历史。此外，
作品《住冬地》主要讲述澳门对于张可
的意义，因而她将此展览命名为“非虚
构”。

为配合此次展览举行，澳门基金
会将于5月14日两点半在澳门教科
文中心举行“艺术交流工作坊”，由策
展人高远带来的专题讲座《叠层时
空——艺术展览中的跨时空体验》及
展览作者张可带来的木板烙画工作
坊。活动费用全免，对象为18岁或以
上人士。

此次展览日期从即日起至5月
24日，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7时，在
澳门新口岸宋玉生广场澳门教科文中
心展览厅及多功能厅展出。

澳门青年艺术家推广计划举行
“张可作品展”今日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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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路线大热
感受澳门多元文化

“澳人食住游”项目今年先后推出
35条路线，包括有休闲、亲子及游船
等路线，首次推出感受澳门无限式自
选路线，多条路线与行程、酒店体验反
应不俗。

感受澳门无限式自选行程路线最
受居民欢迎，共吸引10318人次报名，
排名第二位的是感受路环之美路线，
共有9352人次报名；第三位海上游路
线共有5795人次报名，第四位及第五
位分别为澳门世遗路线及澳门大赛车
博物馆路线。

鉴于自选路线弹性大，澳门居民
可量身定制专属的旅游行程。据了
解，居民定制的路线90%会包含九澳
圣母村、新八景之一的路环渔韵（路环
渔村）、澳门大学及自助餐等行程。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表
示，“澳人食住游”项目推陈出新，持续
优化创新，鼓励居民游历不同社区感
受澳门多元旅游特色，能有效发挥扩
大内需及带动社区消费的作用，助推
澳门旅游相关行业逐步复苏。

推出限定路线
跨界融合“旅游＋盛事”

“澳人食住游”今年配合不同的节
庆盛事加推多条期间限定路线。其
中，春节限定欣赏烟花团特别受欢迎，
在限定团增加名额后依然保持全部满
额状态。

此外，5 月份加推了无人机主
题路线，路线内各场亮丽演出展示
出澳门春夏秋冬的风采与盛事之
都的魅力，不仅获得游客好评，同
时也发挥带动客流量及促进社区
经济的效应。

据了解，无人机主题路线中的4
场无人机表演共吸引10.3万人次到场
观看，平均每场近2.6万人次。活动对
该区的客流量有明显的促进效果，表
演期间内日均增加近1万人次，与平
日比较平均增加57.1%。

澳门旅游局表示，他们将致力于
在不断求变求进中举办各项盛事，丰
富居民及旅客的娱乐体验，深化“旅
游＋盛事”跨界融合，并将与社会各界
携手共进，共同促进澳门旅游业多元
创新及可持续发展。

5月，正值春夏之交。在这时雨
时晴的日子，不如步入艺术馆，开启一
场身心愉悦之旅吧！

水禾田作品&张嘉宝衣着设计展

金沙中国与水禾田大师继《无尘
境界》后再度合作，展览以“盛载物、盛
满爱”为题，展出逾40件由水禾田大
师手绘的陶钵及画作，其以“二十四节
气”为题的陶钵通过中国水墨书画展
现节气独特之美。

部分展品会配合服装设计师张嘉
宝设计的作品一同展出。张嘉宝老师
善于在作品中结合民间艺术，这次展
出的部分服装使用了来自江苏南通市
的蓝印土布，并将这种传统布艺揉合
现代设计，展现当今国潮风格的独特
魅力。

日期：即日起至5月29日
时间：11:00-19:00
地点：金沙艺廊（四季名荟6楼）
票价：免费入场

“我是不倒翁”汪正虹艺术展览

澳门葡京人的 H853 趣味娱乐
厂，携手艺术家汪正虹及俱乐部共同
带来一场具有包容性及空间感知的
展览，展出汪正虹20多件极具视觉
震撼力的巨型不锈钢雕塑，这些作品
以她的童年经历与感受为创作理念，
同时融入近年她对外界环境的感受

和思考。
不同于一般只可在围栏远观艺术

品的展览，本次展览欢迎观众用身体
接触巨型的不倒翁雕塑，在这片“游乐
场”般的展馆里，尽情与不倒翁互动，感
受艺术、融入艺术、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日期：即日起至7月22日
时间：12:00-20:00
地点：H853 艺术空间（澳门葡京

人 H853 Fun Factory 娱 乐 厂 1 楼
R66-R67铺）

票价：30澳门元

“麦麦的澳游色彩”体验馆

展览以天空色彩为引导，结合多
元互动和科学技术，由澳门旅游吉祥
物“麦麦”带领观众游览从日光到星辰
下的澳门。

展览现场分为“翱翔澳城区”“麦
麦游记”“麦麦的脚印”“澳门星辰”

“幻味澳门”“亲亲麦麦”和“有奖问
答”七大展区，展示澳门世遗文化、城
市风光和中葡特色美食等多元旅游
特色，让你全面了解澳门这个中西文
化交织之地。快约上小伙伴们一起
来打卡吧！

日期：即日起至8月31日
时间：10:00-18:00（17:30 停止售

票，逢周四休馆）
地点：澳门科学馆6号展厅
票价：25澳门元

澳门展览推荐

让你的5月再美一点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澳门特区
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2届澳门艺术
节闭幕巨献《汪明荃与澳门中乐团》的
节目门票自开售后迅速售罄，获得粤
港澳大湾区乐迷热烈支持。为此，澳
门文化局将特别在6月1日晚上8时
加开一场演出，加场门票将在澳门售
票网各售票点、网上及电话同步发售。

据了解，《汪明荃与澳门中乐团》
加场门票将于5月14日上午10时起
在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开售当日，
每人每次每场最多限购6张门票。此
次加场演出的部分门票也可以在5月
16日中午 12时起通过金光票务订

购。凭中银信用卡或中银卡购买任何
张数门票，均享7折优惠；凭澳门国际
银行、大西洋银行、澳门商业银行、大
丰银行、华侨永亨银行的万事达卡、
VISA卡或银联卡购买任何张数门票
享8折优惠；凭残疾评估登记证购票
享半价优惠，每位持证人每场只限使
用1张优惠门票。

届时，知名艺人汪明荃将与澳门
中乐团携手演出，演绎包括《杨门女
将》《万水千山总是情》《京华春梦》《华
丽转身》《勇敢的中国人》等多首经典
金曲，为乐迷带来声色艺俱备的精彩
演出。

《汪明荃与澳门中乐团》获乐迷热烈支持
6月1日加开一场，加场门票5月14日开售

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消
息，澳门第二届“文化传播大使”计划
结业，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惠敏寄语每
位“文化传播大使”，做文化的领航者，
积极履行传播文化的使命，为城市带
来更芳郁浓厚的文化氛围，向社会释
放真善美的正能量。

学员代表分享了参与计划的收获
及体会，表示将在不同的领域和岗位上，
继续担当文化传播大使，发挥影响力，让
更多人投入到传播文化的行列中来。

结业式上，播放了学员学习成果

影片。影片以学员收获构思，展现8
项别具新意、形式丰富的活动。这些
活动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社区，让
市民通过体验，在对文化知识、社区故
事、城市历史的了解中，丰富精神生
活，传承文化精髓。

据澳门文化局介绍，“文化传播大
使”计划旨在提升市民对中华传统及澳
门文化的认知、自豪感及归属感，激发
人才创新活力，鼓励更多市民亲身传承
和传播文化，进一步认识澳门文化工
作、提升审美能力及文化传播技巧。

鼓励澳门市民亲身传承和传播文化

第二届文化传播大使计划顺利结业

据澳门大学消息，为促进师生间
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澳门大学人文学
院举办第一届镜海人文圆桌研讨会，
由学院各学系发表研究成果报告，涵
盖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翻译、教育
等人文领域，吸引众多师生现场参与。

据了解，研讨会由澳大人文学院院
长徐杰及助理院长邝耀基策划，由该院
教授李丽青、张月、杨斌、朱天舒、邝耀
基和赵冠芳分别主持。徐杰致开幕辞
时表示，镜海人文圆桌研讨会为澳大师
生搭建平等、多元的研究成果分享平
台，让师生能够进行近距离进行学术交

流。同时，适逢纪念五四运动103周
年，徐杰鼓励师生发扬五四精神，在各
自领域产生良好影响、作出积极贡献。

会上，各主讲者在报告中展示了
最新的研究和成果，内容简练、主题广
泛，并首次呈现人文学者以大脑磁力
共振影像为基础、对语言与音乐之间
的关系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每场报告
完毕后，主讲者与师生就相关课题进
一步对话交流、各抒己见。

与会者表示，能近距离感受到人
文学院在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厚硕
果，内心深受鼓舞，获益良多。

澳大举办首届镜海人文圆桌研讨会
多项研究成果发表

据澳门基金会消息，由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卫生局和澳
基会筹划的“长者抗疫关爱包”派送于
5月12日开展，关爱包按年龄分阶段
派发，首阶段派发对象为80岁及以上
符合资格的长者，关爱包数量充足，长
者可择日前往领取。

据了解，关爱包的派发对象为在
2022年12月31日或之前年满65岁，
并持有效澳门居民身份证的长者。这
些长者需要在2022年6月30日或之
前完成接种两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或
持有由澳门卫生局发出的不适合接种
疫苗的证明书。每位符合资格的长者

仅可领取1次，领取时须出示本人的
澳门居民身份证，倘若委托他人代领，
代领人需出示符合资格长者及本人的
澳门居民身份证。

关爱包派发期为5月12日上午
10时至6月30日下午6时。在此期
间，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街坊会联
合总会等8个社团，将在澳门设立55
个派发点，派发点详请可浏览澳门基
金会网页或向上述社团查询。

为避免出现大量人群聚集及轮候
情况，关爱包将按年龄分阶段派发，符
合资格的长者可参考“长者抗疫关爱
包”派送计划日程表进行相关安排。

澳门派发长者抗疫关爱包
派发对象需在今年年底前年满65岁

持续优化创新 助推澳门旅游相关行业逐步复苏

7万余人次报名“澳人食住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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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旅游局消息，截至5月 10
日，共有72767人次报名“澳人食住游”
项目，其中有31999人次报名参加澳门
本地游，另有40768人次参与酒店体
验，酒店套票已销售17120间。

无人机主题路线获游客好评。

“澳人食住游”期间限定路线。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自选路线亲子游。

澳门旅游吉祥物“麦麦”。

以“二十四节气”为题的陶钵展。 澳门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