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多间博物馆免费开放

游客提倡优化展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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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
澳门多间博物馆于18日免费开放
给公众参观。部分场馆在本月内
推出了特别节目，吸引亲子关注展
品。此外还有部分场馆在博物馆
日当天组织学生到场观展，感受展
品魅力。

据了解，澳门艺术博物馆18
日安排专人为到场人士担任导赏
员，介绍正举行的“臆象——粤港
澳当代水墨艺术谱系（2000 至
2022）”“图画春风——艺博馆藏
李莱德、刘艺良捐赠杨善深书画
展”“艺博馆藏石湾陶瓷展”“馆藏
谭智生人像作品捐赠展”以及特
设展板推广的“‘一孖’艺术小组：
梦之寓言”展。澳门回归陈列馆
亦有常设展览“回归贺礼展”，为
公众打开艺术欣赏的大门，共同
感受“博物馆的力量”。在场人士
走进不同展区，眼界大开，对专业
的导赏员给予赞赏。在导赏员引

导下，参观者得以深入了解各展
览内涵，获益良多。

当日，澳门科学馆邀请两间
学校多名师生到场观展，并提供
不同形式的活动让师生共同参
与。该馆的天文馆内，正上映的
全新球幕节目《环保超人萨瓦多》
介绍各种保护环境妙招，包括节
约用水、使用可再生能源、回收利
用和保护森林等，有助于观展师
生增强环保意识。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并非公众
假期，因此前往澳门博物馆的参观
者以内地旅客为主。有旅客对澳
门博物馆的丰富馆藏赞不绝口，形
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有游
客提出建议，希望澳门博物馆能够
优化展览方式，与时俱进，迎合不
同年龄层人士观展品味。

当天中午，部分居民及旅客
闲游凼仔龙环葡韵，有人进馆购
买文创产品，也有三三两两的人

选取最佳位置“打卡”留念，“锁
住”美好时光。

本月，澳门20家博物馆将于
指定时间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
并设展览、工作坊及导赏等活
动。即日起至本月29日，澳门文
化局将推出“一馆一故事︰2022澳

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微信游
戏”，居民可以扫描游戏二维码或
经“澳门特区文化局”微信公众帐
号进入游戏页面，完成“打卡”任
务，“打卡”任务完成后可到指定
博物馆兑换奖品并参加嘉年华当
日即时抽奖。

为加强澳门居民对国家和澳门的
归属感，加深对澳门社区的认识，澳门
市政署今年4月至12月在不同学校、
团体及机构场地，市政署举办2022

“漫步澳门街之认识澳门”巡回展览，
并设置了有奖问答游戏。

据悉，“漫步澳门街之认识澳门”
共有19条路线。目前，市政署提取其
中 4条路线，分两阶段举办巡回展
览。当中4月至7月展览主题为“画
家高剑父的足迹”及“画家史密罗夫的
足迹”，9月至12月展览主题为“路环
历史建筑”及“路环南岸石景”。

此次活动除了展览外，还设置
了有奖问答游戏及相应主题路线的
短片播放，让公众通过文字、图像及

游戏加深对社区特色和故事的认
识。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外展推广
专场，参与者可以在导赏员带领下，
通过讲座及游戏深入了解展览内
容。

当前，展览已陆续于不同参与单
位巡回展出。第一阶段中，6月及7月
尚余少量名额，第二阶段则已开始接
受报名，学校、团体及机构可报名参
与。此外，“漫步澳门街之认识澳门”
活动项目的导赏教育活动持续接受报
名，参与者可在导赏员带领下，漫步不
同主题路线的大街小巷，重温澳门过
往和探索名人的足迹。导赏活动分设
公众场次及预约专场，详情可浏览漫
步澳门街网站。

澳门市政署举办巡回展览
加强居民对国家和澳门的归属感

澳门律师公会将从今日起，连续
3日举行2022年度“律师日”庆祝活
动，活动内容包括研讨会、免费法律咨
询及运动友谊赛等。开幕仪式将于今
日傍晚在澳门上葡京综合度假村唐宋
会议厅举行，同场举行晚宴。

据介绍，5月21日、22日将于澳
门世贸中心莲花厅举办“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律师的挑战与机遇”研讨
会，邀请葡语系国家及粤港澳的律师
及法律界人士探讨“一带一路”的机
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律及澳门
律师业的挑战与机遇。其中，该会将
于21日举行运动友谊比赛，包括篮

球、羽毛球、乒乓球以及5000米赛跑，
于22日邀请深度合作区法务事务局
及财政局相关人士主持演讲。

澳门律师公会在澳门议事亭前地
举办免费法律咨询，时间为21日及22
日的早上10时至下午8时。澳门律师
公会秘书长李金月表示，他们将邀请
深合区以及珠海律师各两名、20名澳
门律师采取轮班制提供法律咨询。

澳门律师公会主席华年达表示，
任何人都可来咨询意见，如居民在横
琴遇到置业、投资问题，可以前往免费
法律咨询处向两名深合区律师咨询意
见。

澳门律师公会庆祝“律师日”
明后两天举办免费法律咨询

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17日发
布消息称，已参加 2022-2023 学年

“澳门四高校联合入学考试”(下称“四
校联考”)且有意前往内地读大学的澳
门学生，可凭借“四校联考”成绩报考
内地14所高校。

经教育部批准，内地10所高校今
年继续依据“四校联考”成绩招收澳门
学生，包括：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
大学、华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
大学及华南师范大学，新增4所高校
依据“四校联考”成绩招生，包括：南开
大学、湖北大学、中南大学及西安交通

大学。
凡持有澳门居民身份证及港澳居

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应届“四校联考”
澳门学生，可按相关高校的要求于5
月至6月期间向拟报考高校提交“四
校联考”成绩及其他指定文件，届时高
校将根据考生报考的专业课程审视考
生是否需要参加相应的科目考试或面
试，录取结果预计于7月中下旬公布。

据悉，经教育部批准，内地部分高
校自2018年起以试点方式依据澳门

“四校联考”成绩录取澳门学生。各高
校根据“四校联考”成绩自行订定最低
录取分数线和面试等要求。

内地新增4所高校认可“四校联考”成绩
澳门学生可凭其报考内地14所高校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该局主办
的第32届澳门艺术节本周继续上演
多套精彩节目，题材丰富，适合不同年
龄层的观众欣赏，包括儿童音乐剧《孔
乙己》、多媒体声景剧场《九声》、舞蹈
剧场《舞·渡·海》以及综合艺文演出
《百艺看馆》。

据了解，5月 21及 22日在澳门
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上演的儿童音乐
剧《孔乙己》，取材于鲁迅的同名短篇
小说。导演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激
发孩子们发挥想象，集结中国文学、
传统音乐及多媒体艺术，以亲子剧场
的方式重新演绎脍炙人口的故事；5
月 21及 22日在巴黎人剧场上演的
多媒体声景剧场《九声》，将以粤语九

声作为隐喻，由多位各具特质的演员
联同四位顶尖乐手，通过肢体、现场
音乐及戏剧元素引领观众探讨内心
世界。

此外，舞蹈剧场《舞.渡.海》将由
粤港澳三地的舞蹈家及编舞家携手创
作，诗篇舞集以岭南传统戏曲元素，配
合高低错落的全新竹棚舞台装置，让
观众感受当代舞蹈与传统搭棚工艺交
织之美。节目将于5月20及21日在
澳门当代艺术中心·海事工房1号上
演。深受市民喜爱的《百艺看馆》于5
月20至22日连续三晚在佑汉街市公
园上演，呈献说书、摇摆舞、空中杂技
和葡萄牙语歌曲等节目，将艺术元素
和文化色彩融入社区。

澳门艺术节上演精彩节目
将艺术元素与文化色彩融入社区

据澳门理工大学消息，该校艺术及
设计学院设计学士学位课程2022年毕
业作品展将于今日下午6时在凼仔校
区研发楼澳理大展览厅及文创艺廊举
行开幕仪式。展览以“Show Time”为
主题，展出50余位应届毕业生的作品，
展现应届毕业生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今年，澳门理工大学设计课程毕
业作品展首次以独立展览的方式，向
社会呈现教学成果，进一步展示多元
全面的设计专业高等教育，展出50余
位应届毕业生的作品。类型涵盖品牌
设计、插画设计、空间活化、展览设计、
微电影、实境绘本、虚拟实境游戏等不
同形式。从项目调研到创作思考，充

分展示其4年学习和探索之旅的丰硕
成果，以及对设计创作的多元思考。

本次毕业展以“Show Time”为
题，寓意不同设计领域的应届毕业生都
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舞台尽展所长，编织
出熠熠生辉的未来。展览海报上，

“SHOW”和“TIME”的插画和灯箱，代
表毕业生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期望
为澳门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发光发
热。作品题材丰富多元，设计概念从澳
门历史文化、社会议题、流行文化、自身
经验等出发，并延伸至一系列具有深度
及宽广视野的创作，启发思考。

展览日期由5月21日至31日，开
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晚上8时。

澳门理工毕业作品展揭幕
50余位应届毕业生作品展现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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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一家就餐气氛好、出品质量
高的餐厅，但预算有限？这家性价比
超高的旋转西餐厅璇宫就介绍得及时
了。璇宫位于澳门新口岸北京街199
号维景酒店26楼，主打传统西餐菜
式，一直深受澳门本地人欢迎。1小时
45分钟旋转360度，让顾客可以站在
落地大玻璃旁俯视澳门半岛的景色。

大厅中间有一架三角钢琴坐阵，
顾客可以选择上台即席表演，不少值
得纪念的时刻都在这浪漫氛围下发
生。

芝士焗蟹肉拼牛油果

前菜由“芝士焗蟹肉拼牛油果”打
头阵，一丝丝的蟹肉与芝士一起焗香，
再搭配牛油果软糯的口感，这个组合
可以说是备具惊喜感。本品还可涂抹
在面包上吃的，一口香醇环绕在口边。

带子南瓜忌廉汤

这款南瓜汤煮得很入味，入口香
滑浓郁，完全没有草青味，反而将南瓜
的甜味带出，配上带子喝起来不会太
腻。将餐前面包沾点汤汁吃，别有一
番风味。

特选七打牛柳

如果想吃肉质较软嫩的牛扒，这
款性价比超高的特选七打牛柳值得推
荐。大厨建议5至7成的熟度，这样
可以享用到肉质最鲜嫩的口感，在蔬
菜的配搭下，份量足够3至4人享用。

纽约西冷

相比起刚介绍的牛柳，个人更喜
欢西冷的嚼劲。璇宫一直坚持使用冰
鲜牛肉，更能保留牛肉的鲜味。西冷
表面煎得十分香脆，一口咬下，肉汁饱
满，恰到好处的牛肉油脂四散在口中，
爱牛扒的朋友可不能错过！

西班牙黑豚肉鞍排

为顾及到不吃牛的朋友，“西班牙黑
豚肉鞍排”应运而生。看到中间粉嫩的
肉质，你就知道这道黑豚肉不简单！咬
一口肉香四溢，而且口感不比牛扒差，是
璇宫的必点菜式之一。

暖心朱古力布甸

喜欢浓郁朱古力的朋友可以试试
“暖心朱古力布甸”，暖暖的朱古力流心
遇上冰冻的香草味雪糕，甜甜的滋味妙
不可言。

火焰焗雪山

这一款深受小朋友喜爱的“火焰焗
雪山”，“雪山”里布满了面包和精选瑞士
雪糕，享用前服务员会先为客人“点火”，
此时“雪山”散发出阵阵香味，光这个卖
相和仪式感已经满分！

在超高性价比旋转西餐厅

解锁初夏第一口美味

凼仔龙环葡韵。 图片来自澳门文化局

▼澳门科学馆天文馆。 图片来自澳门科学馆

西班牙黑豚肉鞍排。
火焰焗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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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士焗蟹
肉拼牛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