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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体差异 保障平等权益

对普通人来说，人长大了就得学
会自食其力，提高在社会上生存的能
力和认知。但对于智障人士而言却
困难重重。工作能力低下、不容易沟
通……这些都是公众对智障人士的
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往往从
源头阻碍了他们投身职场。事实上，

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在餐饮、园艺、
超市、酒店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行业中，都有智障者的身影。

对于智障人士而言，也许缺乏的
不是能力，而是一个能一展所长的平
台。

澳门社会工作局社会互助厅厅
长蔡兆源指出，每一位智障人士都有
自己的个性和特长，每个人都是单一

独特的个体。
“要让社会对智障人士有更加深

刻的认识。”蔡兆源认为，“共融教育”
很重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均是其中
重要的环节。共融教育视域下，应该
不同程度地扩大残疾人与社会的接
触面，加强沟通互动，实现和谐共融。

“虹光轩”是澳门弱智人士家长
协进会所辖辅助智力障碍人士进行

职业技能训练的服务点，服务项目有
百货零售、送货、园艺、清洁、包装、派
发宣传单等职业技能训练。

“做这份工作之前，我并没有接
触过智障人士，一开始，我会担心与
他们沟通有困难。但与学员相处一
段时间后，我觉得他们的能力比想象
中好很多。只要给予耐心与关心，他
们最终都能够达到学习目标。”“虹光
轩”导师彭俊英表示。

提供就业辅助 解决就业难题

在传统观念中，对残疾人的偏见
仍然根深蒂固，以致于许多能够就业
的智障人士未能参与社会工作。为
此，澳门社会工作局采用与民间机构
合作的方式，为智障人士及家庭提供
多项服务，而职业训练及辅助就业就
是其中重要一环。

随着社会发展，智障人士的就业
出路逐渐走向多元化。通过职业培训
后，他们可以胜任不同类型的工种。

蔡兆源表示，他们会为轻度、中
度的智障人士开拓多元化的职业培
训及就业辅助服务。目前，澳门共有
4家职训中心，总共提供355个服务
名额，为智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职
业转介、就业跟进等服务。

5月的微风里，不仅有初夏的清新，
还充满着浪漫的气息。趁着5月还没过
去，赶紧带上心爱的她/他，在浪漫的澳
门共写爱的诗篇。

恋爱巷

当浅粉与明黄墙壁相遇，有文艺的
石子路和葡式建筑点缀其中，一抬头就
能看见壮观的大三巴，这里是澳门的宝
藏小巷——恋爱巷。小巷全长不过50
多米，却因文雅浪漫的名字，吸引众多
情侣前来打卡，也有很多影视作品曾在
这里取景。

小路上还有恋爱·电影馆、特色文
创店、精致咖啡店等，和爱人在这里漫
步闲逛，来一场惬意浪漫的约会吧。

地址：大三巴街和大三巴右街之间

嘉模圣母堂

爱的见证地不能少了嘉模圣母堂，
这是氹仔唯一的天主教堂，建于1885
年，外墙的淡鹅黄色与旁边树木的绿色
将其衬得格外温馨，小公园里还设有石
亭、石凳，而且面临大海，风景优美，是
情侣约会的好地方。

教堂对面还有一座同样涂上米黄
色油漆的罗马式小建筑，那就是神圣的
氹仔婚姻登记处。许多新人会穿着礼
服在罗马石柱的房舍下拍婚纱照，留下
纪念。在没有新人行礼的日子，登记处
会免费开放给游客参观。

地址：氹仔嘉路士米耶马路/嘉模
前地

澳门巴黎铁塔

依照巴黎埃菲尔铁塔等比缩小一
半精心建造的澳门巴黎铁塔，也是无数

人表达爱意的地方。
当夜幕降临，缤纷璀璨的灯光秀将

铁塔彻夜点亮，气氛更是梦幻至极。
每一个以浪漫为名的地方，都少不

了同心锁的身影。与挚爱穿过爱情锁
桥，将爱情锁和爱情宣言紧紧扣住。

地址：澳门巴黎人

路环岛

想逃离都市的喧嚣？那就带上你

的她/他来路环吧！宁静古朴的渔村风
光、色彩斑斓的小房子，一切都像童话
中出现的场景。

你们可以分享新鲜出炉的葡挞，打
卡有趣好玩的涂鸦墙，参观别致的路环
图书馆。

沿着十月初五马路随便走走，一起
看海、吹风、等日落，感受岁月静好。

离路环图书馆不远处还有一座
十分浪漫的圣方济各圣堂。教堂建

于 1928 年，属巴洛克式风格，尽显欧
洲建筑之美。外墙以温柔的奶黄色
和白色为主，配以蓝色的窗户，精致
优雅。

教堂前的小广场静谧恬静，拱廊两
旁有开放式的餐厅，非常适合情侣来这
里约会。晚上在这里一边品尝着美味
佳肴，一边聆听着海浪阵阵，也是无比
惬意。

地址：路环计丹奴街/马忌士前地

嘉模圣母堂、路环岛、恋爱巷……葡式风情慢慢行细细品

时光别走 忘不了你的温柔

据澳门体育局消息，“2022澳
门国际龙舟赛”将于5月29日至6
月3日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
举行，今年参赛队伍共有122支，赛
事组委会20日举行了赛事抽签仪
式及技术会议。

据悉，“2022澳门国际龙舟赛”
由澳门体育局及中国澳门龙舟总
会主办，澳门市政署及行政公职局
协办。参加本年赛事的队伍包括
澳门龙舟赛标准龙（500米）公开组
32队、女子组 10队，澳门小龙赛
（200 米）公开组 47队、女子组 18
队，澳门政府部门小龙赛（200米）8
队，澳门大学生小龙赛（200 米）公

开组7队。
赛事组委会表示，将继续密切

关注疫情的最新情况，并在活动举
行期间严格执行相关的防疫措施。
组委会提醒所有参赛队伍，必须遵
守澳门特别行政区第2/2004号法
律《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配合澳
门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

赛事举行期间恰逢端午节，除
展示龙舟竞渡的精彩场面之外，澳
门还将安排表演活动，设置文创产
品摊位，推出独具澳门特色的龙舟
节庆活动，打造澳门特色体育旅游
品牌，推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联
动多元发展。

“2022澳门国际龙舟赛”将于端午节期间举行

122支队伍参赛

据澳门环境保护局消息，在
2022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即将
到来之际，澳门环保局将联同粤港
澳大湾区环保部门，以及澳门多个
公共部门、社团、综合酒店娱乐企业
及机构，举办2022世界环境日系列
活动，包括“齐熄灯，一小时”“便服
夏，齐节能”“5%节能行动”等，倡导
节能减排。

“齐熄灯，一小时”活动倡导市
民及商户于6月5日晚8时30分，

关掉非必要照明一小时，支持环保
节能；“便服夏，齐节能”活动将于6
月6日至8月31日举行，澳门特区
政府各公共部门提倡便服文化，减
低办公室空调耗电量，推动节能减
排，共同为应对气候变化出力；“5%
节能行动”抽奖活动将于7月至10
月举行，设有“节能家庭奖”“持续节
能奖”及“呼朋唤友齐节电奖”，以奖
励方式鼓励市民在生活中善用能
源。

齐熄灯一小时 环保不止这一步
澳门“世界环境日”系列活动倡导节能减排

据澳门媒体消息，5月20日上
午，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在澳门渡船
街妇联综合服务大楼举办成立72
周年暨属下托儿所成立70周年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

“成立72年来，妇联总会始终
秉承爱国爱澳光荣传统，团结各界
妇女，服务领域从最初开展的扫盲
运动、夜校办学和访贫问苦，发展至
今天的参政议政、作育英才和多元
社会服务，实现与社会同进步、共发
展。”妇联总会会长刘金玲在致辞中
表示，未来妇联总会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高举爱国爱澳旗帜，积极支
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助力澳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澳门“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建设美好澳

门贡献巾帼力量。
刘金玲称，随着国家出台《家庭

教育促进法》和特区政府推进“家庭
生活教育五年工作计划”，家庭教育
由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
为此，妇联总会通过举行主题为“新
时代家庭教育的挑战与机遇”的澳
门妇幼发展论坛，期望集思广益将
家庭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努力使家
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
谐的重要基点。

同场，妇联总会与澳门教育及
青年发展局签订《亲职教育培训项
目合作意见书》，双方将共同制订亲
职教育课程及其他适切的支援计
划，加强澳门居民对亲职教育、儿童
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关注。

澳门妇联总会举行成立72周年庆祝活动

为“一国两制”实践贡献巾帼力量

19日，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统
计暨普查局获悉，随着入境旅客人
次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2022年首
季度澳门旅客总消费同比上升
6.7%至65.9亿元（澳门元，下同）。
其中不过夜旅客的消费（12.6亿元）
增加1.1倍，留宿旅客的消费（53.3
亿元）则下跌4.7%。

据统计，2022年首季度澳门旅
客人均消费为3514元，按年下跌
1.2%，主要是消费相对较低的不过
夜旅客增加所致。数据显示，首季

度旅客的消费逾七成用于购物
（70.1%），其次为餐饮（13.9%）及住
宿（12.7%）。人均购物消费同比增
加8.1%至2464元，主要用于购买
化妆品及香水（700 元）、手袋及鞋
类（459元）和手信食品（374元）。

按旅客来澳主要目的统计，来
澳度假旅客的人均消费（7792 元）
按年上升14.7%，为购物（2159 元）
及探亲（1997 元）而来的人均消费
则分别下跌48.6%及35.7%。

据新华社

2022年首季度澳门入境旅客总消费同比上升6.7%

旅客消费逾七成用于购物

第二届“澳门之星—青少年才
艺大赛”总决赛21日在澳门举行，
26支入围队伍和个人各展所长，最
终决出小学组、中学组团体以及各
年龄段的个人奖项。

澳门坊众学校武术队的武术表
演《小学生打功夫》获得小学团体组
冠军，该校的舞蹈《我等你》夺得中学
团体组冠军。陈静娴的舞蹈《赤伶》、
周佳妮的古筝表演《山丹丹花开红艳
艳》、庞轶文的朗诵《将进酒》分获少
儿组、少年组和青少年组冠军。

本次大赛以“童心里的中国”为
主题，由澳门国情教育协会等主办，
得到澳门中联办、特区政府文化局
和旅游局、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中
国历史文化中心等机构的支持。自

去年7月开赛以来，吸引了约900
名来自55家学校和艺术学院的学
生参加，带来了142场中国文化艺
术表演，包括舞蹈、歌唱和朗诵等项
目。

赛事组委会表示，大赛旨在弘
扬中华文化及表演艺术，提高澳门
青少年的文化素质与修养，增强爱
国主义情感与民族精神。

澳门国情教育协会会长王海涛
表示，澳门回归祖国20多年，孕育
了许多有才华、有天分的新生代。
希望大赛可以为他们搭建一个承载
梦想、放飞人生的艺术舞台，期待这
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澳门之
星”，有着“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未
来。 据新华社

弹古筝气定神闲 耍功夫行云流水
第二届澳门之星青少年才艺大赛圆满落幕

保障残疾人士平等就业权益

澳门劳工局专场配对会
提供18个工种74个岗位

澳门社会工作局每年举行系列活动庆祝国际康复日，让大众接触和了解残疾人士，致力构建共融社会。 澳门新闻局供图

据澳门新闻局消息，为鼓励雇主聘用残疾人士，提升
残疾人士的就业机会，澳门劳工局将于6月份举行就业
配对会，为澳门企业及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士提供一个
双向交流的机会。共有16家企业参与专场活动，提供餐
饮、园艺、超市、酒店等18个工种共74个岗位。

澳门巴黎铁塔。 恋爱巷。 澳门旅游局供图

嘉模圣母堂。

澳门社会工作局通过举办不同类型活动，提供互动平台，促进社会共融，打破对残疾人士的刻板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