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举办庆祝国际护士节活动

73位护士受嘉奖

澳门书画联展揭幕

展示传统与创新的碰撞火花

澳门文化讲堂6月公众场讲座
今日起接受报名

关注后疫情时代教学新态势

论坛发挥澳门青年教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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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媒体消息，由文化公所出
版、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

“泥人张”彩塑艺术第五代传人张泽珣
编著的《阅读“泥人张”艺术对中国文
化的启悟》14日在“2022春季书香文
化节”首发，该新书的发布会暨作品初
鉴分享会同日下午在澳门塔石体育馆
举行。

据了解，作者张泽珣是香港中文
大学哲学博士，澳门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广东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泥人张”彩塑研究会会
长。其论集《阅读“泥人张”艺术对中
国文化的启悟》是对“泥人张”艺术研
究的汇集，张泽珣期望建立“泥人张”
艺术研究书目，为“泥人张”彩塑艺术

注入新的活力。
张泽珣介绍，“泥人张”彩塑产生

于清道光年间，创始人张明山，至今
有近二百年历史，2006年收录于中国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泥人
张”作品内容题材和塑绘形式体现了
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趣味，人物的形
象、动态、衣纹等表现手法皆能展现民
族化的典型形象。

张泽珣分享考察故宫博物院藏
“泥人张”作品的分析方法和角度。她
表示，2011年，故宫博物院藏品刊出
的18件“泥人张”作品，可以应用比较
艺术的方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
察作者生活的社会背景，运用这些方
法可能会更好地解读这些藏品的内
涵。

据澳门卫生局消息，为庆祝
每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澳门卫
生局于14日举办了“长期服务奖
嘉许典礼”，嘉奖服务澳门满20
年的47位护士及服务满30年的
26位护士，表达澳门对他们的肯
定和赞扬。此外，澳门还举办了
以线上为主的“护理专业研讨
会”，借此机会促进护理人员的学
术交流。

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在典
礼上致词时表示，每年5月12日
定为“国际护士节”，是为了纪
念近代护理学以及护理教育创始
人南丁格尔。护士节旨在倡导、
继承以及弘扬南丁格尔甘于奉
献、救死扶伤的精神。护士是每
个医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此，罗奕龙对在座护理专业工作
长达20年及30年的护士表示衷
心感谢，并向其表达了澳门对她
们工作的肯定、赞赏及对护理工
作的奉献。

罗奕龙介绍，目前全澳15个
类别的执业医疗人员约有7000
人，全澳护士人数共有2756人，
即占执业医疗人员的1/3，而每4
名护士大约需要守护1000名澳
门居民的健康，因此澳门一直致
力于投放更多资源去培养护理专
业人员，提升其专业水平，而澳门
护士同样也竭尽所能，以最好的
人文关怀精神，给澳门居民提供
专业的护理服务。

“在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冲击
下，澳门一直坚守着‘动态清零’
的总方针，采取‘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总策略，成功保护澳门的
社区安全、居民的生命安全与健
康，相关工作有赖于每一位护理
人员的共同努力。”罗奕龙提到，
除日常的抗疫工作外，大量常规
的医疗服务并没有中断。未来，
他相信护理人员仍会坚守岗位，
共同应对疫情的挑战，发挥专业
护理精神，为市民健康作出更大
贡献。

面对疫情之下隐藏的重重
危机，罗奕龙强调，虽然澳门暂
时没有疫情，但环视全球及邻近
地区，澳门必须居安思危，以应
对澳门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疫
情。他提出，业界应做好充分思
想准备及行动准备，以备一旦澳
门出现大规模疫情时，相关部门
可迅速投入防疫工作。最后，罗
奕龙表示，为提升护理学的专业
护理水平，澳门专门成立了护理
专科委员会。展望未来，期待澳
门可以培养出更多、更高水平、
更有人文关怀的护士，让更多市
民获益。

除了“长期服务奖嘉许典

礼”，澳门卫生局还举办了“护理
专业研讨会”，并邀请到中华护理
学会吴欣娟理事长为主讲嘉宾，
进行主题分享及讨论。研讨会
上，卫生局公布了本年国际护士
节征文活动中获选为优秀论文的
十篇论文，内容包括：临床护理实
践、护理资讯等专题。

澳门卫生局表示，期望通过
此次研讨会鼓励护士在护理科
研领域上深耕专业知识，并促进
同业间的学术交流，提升护理品
质。

想吃不一样又摩登的葡国菜，一
定要考虑这间位于澳门上葡京综合
度假村的“Mesa味赏”。

味赏的葡语名称“Mesa”意为
“餐桌”，象征葡萄牙乐聚分享的传
统。餐厅贯彻“农场到餐桌”的鲜味
哲学，结合当代烹调手法，让顾客沉
浸于这充满惊喜的葡式风味盛宴。

餐厅布置由已故时尚先锋卡
尔·拉格斐亲自设计，以黑白金交织
为主，彰显“老佛爷”的独特鲜明风
格，处处流露出前卫格调。用餐区的
天花玻璃倒映出变幻的满天星空，既
浪漫又充满神秘感。

同时，餐厅设计还融合了东方元
素。中庭的酒吧台、以中式鸟笼为灵
感设计的小包间，尽显东方韵味。

●炸马介休球

吃葡菜必点马介休，如果用餐人数
不多，担心份量太大把胃容量都填满，

“Mesa味赏”这款别致的炸马介休球就
是不错的选择。金黄色的“滚球”以鳕
鱼、红皮薯仔、大蒜和欧芹调制，以鸡蛋
配大蒜蛋黄酱画龙点睛，放在黑山石上
保温，不仅美味，还很适合拍照。

●白酒烩白蚬配香菜和大蒜

这道菜往往将葡萄牙菜中常见
的白酒烩白蚬，用更独特的方式呈

现。当中不仅有香菜、葡萄酒，也放了
大蒜做调和。为了增添白蚬的风味，
最后会加入柠檬皮，将鲜味提升到新
的高度。这道菜不只是追求海鲜的新
鲜度，也蕴含着厨师的重重巧思。

●鹅肝酱配陈年波特酒果冻

将立体小方块放置在叶子形状的
薄脆饼干上，小巧玲珑的惊喜感容易
让顾客只流连于观赏美食上，而忘记
了品尝其美味。以为这是甜品？不！
其实这是以鹅肝酱、陈年波特酒、白兰
地和胡椒混和而成的果冻，口感柔滑，
细腻绵密，不需费劲咀嚼，在口腔中融
化的同时，散发出缕缕浓香。

●葡韵

这款鸡尾酒以澳门八景之一龙环
葡韵命名，百里香浸泡波特酒与圣日
耳曼接骨木花甜酒的微妙配搭，调酒
中特别加入腌渍藕片，阵阵莲香让人
联想起龙环葡韵周边那片荷塘。

●后花园

位于澳门最南端的“路环渔村”，如
同澳门的后花园，那里鸟语花香，悠然自
得。这杯“后花园”以茉莉花琴酒、燕窝
及枸杞冰糖浆调和而成，带你开启味蕾
漫游之旅，感受“路环渔村”的淳朴宁静。

这家摩登葡式餐厅，抬头就是绝美“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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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劳工事务局消息，为顺应
澳门就业市场变化，澳门劳工局采取
多项措施进行就业对接，通过增加行
业专场配对会场次，竭尽全力协助各
行各业的澳门本地从业员尽快就业。

5月起，澳门劳工局与澳门工会
联合总会在就业转接和辅导工作上进
一步加大合作。在行业专场配对会
上，由每月3场增至每周2场，务求尽
快协助有求职需求的澳门居民尽快就
业。

近期，最新一场配对会将定于17
日在工联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澳门关
闸马路101-105A号太平工业大厦一

楼）举行，此次配对主要针对餐饮业。
配对会前，劳工局将邀请餐饮业界资
深代表，向到场求职的朋友讲解业内
从业要求和职业素养，为即将参与面
试的求职者提供相应的指导。

此次招聘会分上下午两场举行，
招聘餐饮服务员、厨师及厨师助理等
职位，职位空缺超过100个。

当前，劳工局和工联已经联系部
分相关符合从业要求的求职者报名参
加此次配对会。劳工局表示，如其他
有兴趣参加配对会的澳门居民，可于
5月16日中午12时前，登入劳工事务
局网站进行报名。

据澳门媒体消息，澳门中华教育
会青年协会14日举办“澳门青年教师
教育论坛”，以“后疫情时代新媒体教
学发展新趋势”为主题，开展专题讲座
及青年教师圆桌论坛。开幕式于当天
上午在科学馆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逾
200名澳门学校校长、青年团体代表
及青年教师出席活动。

会上，澳门青年协会会长马耀
锋表示，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和“五四”运动 103 周年，
新时代的青年教育工作者应继续秉
持教书育人的初心，不断提升专业

水平，以更深厚的情怀、更高尚的素
养和更创新的思维做好立德树人的
工作。

“目前，澳门所有学校已制订在停
课时为学生开展在家学习的方案，学
校按实际情况和学生在家学习的条
件、不同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能力等，
在停课期间为学生安排合适的学习任
务。”澳门教青局副局长黄嘉祺提到，
教青局将继续提供“智慧校园服务”及
构建“课程与教学资源”网站，供教学
人员参考使用，支持学校开展网上教
学工作。

非遗“泥人张”彩塑论集首发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澳门文化
局主办的艺术普及计划《文化讲堂》6
月将推出两场公众场讲座，包括《让设
计为品牌说故事》与《镜海雄镇—澳门
城市发展历程》，讲座均以粤语进行，
市民可于16日上午10时起于文化局
网页“活动报名系统”报名，费用全免。

据了解，讲座《让设计为品牌说故
事》将于6月17日晚上8时于澳门纽
曼枢机艺文馆（澳门得胜斜路55号地
下）举行。届时，产品包装设计师何润
建将分享如何通过设计传承品牌的历

史、故事及核心价值。另一讲座《镜海
雄镇——澳门城市发展历程》将于6
月25日下午3时于澳门博物馆演讲
厅（澳门博物馆前地 112 号）举行，澳
门城市规划师林翊捷将通过剖析现存
文物、社区、城市规划与历史事件的关
系，增强参与者对现存文物与澳门城
市规划的理解。

澳门文化局表示，他们将致力于
运用互动及小班制的形式，积极在校
园与社区进行文化教育推广，推动澳
门文化教育循序渐进发展。

新华社澳门5月13日电 由澳门
文化局主办的“澳门书画联展”13日
在澳门塔石艺文馆揭幕，展出近一年
来澳门本地书画艺术家的优秀作品。

澳门书画联展已持续举办多年，
是澳门重要的书画艺术展示和交流平
台。本届展览自2021年7月征集作
品，吸引了190名参加者投稿，共征得
逾406件（套）作品，最终由评审委员
会评选出82件（套）入选和优秀作品。

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惠敏在开幕式
致辞时表示，书画篆刻艺术一直深受
澳门大众的喜爱与支持。本届参展作
品和参展者的数量均比以往有所增
加，作品类别和题材更呈现多元面貌，
体现出本地创作者既传承我国传统艺

术，也将作品联结到当代语境中，展现
了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焕发出传统
与创新碰撞的火花。她希望联展继续
发挥平台作用，吸引更多新鲜血液投
入创作，让书画篆刻艺术在澳门薪火
相传。

澳门书法家钟金星自2015年起
就参加联展，此次以书法作品《离骚》
再度获奖。他希望通过书写古人作
品，让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在欣赏过程
中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更
多的年轻人能喜欢书法、练习书法。

“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磨炼和升华。”
钟金星说。

本届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展期
截止到6月26日。

5月澳门餐饮业专场配对会
现接受网上报名

“护理专业研讨会”以线上为主。 图片均源于澳门卫生局

澳门卫生局公布本年国际护士节征文活动中获选为优秀论文的十篇论文。

现场颁发30年护理工作长期服务奖。

Mesa味赏餐厅布置。 图片均源于澳门旅游局

炸马介休球。白酒烩白蚬配香菜和大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