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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媒体消息，由北京大学澳
门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2022年第四
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青年论坛日
前于线上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后
疫情纪元，区域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为题，分为社会、经济、文化三个分论
坛开展讨论。

据了解，该论坛每届以“四地的
交融，青年的未来”为总主题的基调
订立该年主题，开放给就读于北京
市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参与。今届
论坛以“后疫情纪元，区域合作的机
遇与挑战”为题，论坛共分为开幕

式、分论坛讨论、圆桌会议及闭幕式
四个环节，论坛设置了社会、经济、
文化三个分论坛进行讨论。受疫情
影响，此次论坛改为线上举行，但报
名参赛的学生人数皆超过以往。最
终，有21位参赛者脱颖而出，入选
为学生代表。

在开幕式上，主办方分别邀请到
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梁
洁芝及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
谷雪致辞。梁洁芝表示，随着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落实，澳门

将更加融入湾区的整体合作之中，探
讨后疫情纪元区域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对大湾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
用，希望青年刻苦学习，充实自己，把
握机遇，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成为助
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生军。

谷雪表示，希望本次论坛可以建
构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并祝愿
所有青年承担起时代责任，共同创造
美好的社会。

作为主办方代表，北京大学澳门
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文楷表示，目前
青年人所缺乏的并非是想法和能力，

而是平台。希望借着本次论坛让各
位青年学子都能一抒己见，把青年人
的声音传递予社会大众。

在分论坛讨论及圆桌会议环节
上，参赛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探究区
域合作的不同模式，包括中华文化、
传媒产业、就业政策、娱乐文化、经
贸往来和特色金融等议题。为了增
加青年间的交流与互动，圆桌会议
将参加者分成四个小组，要求分别
从社会、经济、文化和学术四个领域
进行深入讨论，带来一场场思想碰撞
的盛宴。

今天介绍的美家鲜味
厨房，位于澳门草堆街 93
号。这是家族传承老店“美
家”品牌的其中一家分店，
品牌源于店主祖父创办的

“美家咖啡室”。
店内主打澳门特色煲仔

火锅，如清汤牛腩煲、鸡煲、
卜卜蚬煲等十多款特色煲仔
火锅，配有多款怀旧小食。

澳门烧肠

澳门烧肠是该店一大特
色菜，它对于厨师的火候掌
握很有要求。美家的烧肠是
不会上色素的，但是表皮看
起来色泽油亮，那是因为厨
师在炸之前会涂一层脆皮
水，这样吃起来更香脆！

咸鲜的肉香充盈整个口
腔，吃的时候醮一些店家秘
制酱汁更有澳门老味道的感
觉。

冰镇八爪鱼拼鲍鱼

这道冷盘也是店内的人
气之选，新鲜的八爪鱼和小鲍
鱼切件摆放得整整齐齐。老
板会在煮八爪鱼和小鲍鱼之
前放一些药材去腌制，那些药
材除了去除腥味，还能让这些
海鲜的鲜味散发出来。

吃的时候配上日式芥末
酱油，会别有一番风味，产生
吃“澳门刺身”之感。

蒜蓉卜卜蚬煲

来美家，“煲”必不可
少。这款蒜蓉卜卜蚬煲的特
色——卜卜蚬，都经过店家
精心挑选，放上蒜蓉和小米
椒，再用小火慢炖，入口鲜甜
爽嫩。里面的鲜味涌进汤汁
里，吃起来有滋有味。

香煎鱼饼

这道香煎鱼饼是用鱼肉
和面粉调和而成，从起肉到
打成肉饼都是由店家亲手包
办。鱼饼端上来前已切割成
小片，非常方便夹取。

口感扎实的鱼饼香脆，
且鱼味香浓，这份海鲜的味
道和油煎的感觉会让人怀念
起昔日小渔村的生活。顾客
还可以蘸着酸酸的料汁食
用，正好一解煎出来时的油
腻感。

这家店的特色煲仔菜

真香！

据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消息，
为展示中国与葡语国家多元文化面貌，澳
门文化局与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
合作的澳门时尚廊将以“中葡文化特色”
为题，由即日起至6月19日征集澳门原
创服装设计。

据了解，参加者须年满18岁并持有
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提交的作品须符合
具有中葡文化特色元素，以同一系列设
计，服装为春夏、秋冬系列，男、女装皆

可。获选的服装将与其他葡式优秀作品
在澳门时尚廊展出，共同呈现中国与葡语
国家当代时尚创意。

详情可浏览澳门时尚廊网页（www.
macaofashiongallery.com），参加章程及报
名表格可于网页下载，还可以前往澳门时
尚廊（澳门圣禄杞街47号）或澳门生产力
技科技转移中心成衣技术汇点（澳门渔翁
街海洋工业中心第2期10楼）获取报名表
格。

时尚廊征集中葡元素服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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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治安警察局消息，在警察总局统
筹下，治安警察局于21日开展“雷霆2022”
行动，以维护澳门社区良好治安环境。

据了解，治安警察局澳门警务厅、海
岛警务厅、情报厅及交通厅针对此次行动
共派出86名人员，分别在澳门各区巡查
按摩场所，以及不定点进行查车行动。另
外，他们还在澳门路氹城金光大道一带进
行打击非法兑换及“扒仔”活动，加强截查
可疑人士，以预防及打击各种不法行为和

犯罪活动。
在5月21日至22日凌晨的行动中，合

计截查230人（109男121女），当中33人
（24男9女）涉及违法违规行为（18名涉嫌
非法兑换货币、7名逾期逗留、1名涉嫌收留
逾期逗留人士、1名涉及不法持有刷卡终端
机、5 名涉嫌巨额诈骗、1 名涉嫌伪造文
件）。有关人士已被送交相关部门作跟进。

查车行动方面，共截查12辆车辆，当
中发现2名人士涉及醉酒驾驶。

澳门治安警察局开展“雷霆2022”行动

据澳门媒体消息，为推动亲子家庭共
学共乐，强化家庭功能，澳门妇联总会于
22日举办“庆祝澳门妇女联合总会72周
年系列活动──妇联家庭服务嘉年华”，吸
引约200个家庭参与。

嘉年华启动仪式于当日上午在渡船
街妇联综合服务大楼五楼礼堂举行，妇联
社会服务副服务总监何嘉欣介绍嘉年华
内容。她表示，将围绕家长讲座、亲子工
作坊两大主题共举办15项活动，促进参
与者与家人对话以及亲子互动，提升家庭
和谐气氛。

何嘉欣称，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向
社会传达正向的家庭能量，弘扬爱国爱
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家庭文明新风
尚。

据妇联总会介绍，该会成立72年来，
始终秉承“关心妇幼、服务社群”的宗旨，

长期关注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澳门家庭发
展，致力于为家庭成员构建完善的服务网
络，开展一系列包括托儿、教育、维权、家
庭、培训、健康等多元化社会服务，为构建
幸福家庭、和谐社会不懈努力。

“未来，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做好
‘妇女权益维护者’‘和谐家庭建设者’和
‘特区居民服务者’的角色。期望政府、企
业以至社会各界关注、重视、支持家庭发
展，强化家庭功能，共建美好家园。”妇联
总会表示。

此次嘉年华由上午10时开办至下午
5时，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设有多个亲子
活动区域，包括“亲子MESSPLAY大玩
日体验”“亲子魔术工作坊”“扩香石工作
坊”等，并举办亲子沟通、情绪处理、性教
育等主题家长讲座。另外，现场还安排摊
位赠送妇联纪念品。

澳门妇联举办家庭服务嘉年华

活动吸引约200个家庭参与

据澳门媒体消息，为收集社区居
民意见，共建好家园协会于 22日下午
在澳门氹仔海滨休憩区举行第二季的

“好家园社区服务日”，主题为“当离婚
遇上家事调解”。

据好家园协会介绍，为响应政府
幸福家庭月系列活动，“好家园社区服
务日”向居民介绍家事调解制度，期望
能借此机会增强居民对家事调解的认
知。同场，好家园协会通过收集居民
声音和意见，为该区居民提供法律咨
询，协助他们排难解忧。

当天，现场有多位市民反映物价上
升、“一户通”服务查询、家佣问题，也

有市民反映单车停放在休息区遮阴不
足等问题。同时，活动还设有健康推广
摊位，由妇联心理治疗中心主任暨注册
心理治疗师刘振峰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妇女保健查询、量血压等服务。

活动当日设有分享会，由澳门家
事调解协会理事兼调解员、澳门生产
力暨科技转移中心和澳门商业管理教
育中心调解课程导师陈锦源主讲，主
题为“当离婚遇上家事调解”。他表
示，人们对家事调解存在误区，误以为
家事调解是处理夫妻的离婚问题，但
事实上家事调解是以子女福祉为优先
考虑。

澳门氹仔海滨休憩区举行第二季“好家园社区服务日”活动

推动居民增强家事调解认知

据澳门新闻局消息，自5月24日起，乘
客可持澳门通直接拍卡入闸乘坐氹仔线。

据了解，乘客持一般澳门通入闸，可
享有一般轻轨通的乘车优惠，而持有残
疾人士、长者或学生个人澳门通的人士，
还可享用相对应类别特惠轻轨通的乘车

优惠。
由于氹仔线目前正提供票价优惠，在

优惠期间，持一般轻轨通及澳门通乘搭轻
轨的乘客，票价为每程1.5至2.5澳门元；
持学生、长者及残疾人士轻轨通及澳门通
的乘客则可免费搭乘。

今日起可凭澳门通拍卡入闸乘坐氹仔线

据澳门环境保护局消息，环境保护局
将推出环保加Fun站公众参观活动，首
场参观订于2022年6月5日试行，以响
应6月5日“世界环境日”。活动试行期
间，预计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每场名额为
25人。

据介绍，为充分拓展社区资源回收网
络，自2018年起，环保局先后于不同社区
设置7个环保加Fun站，这些站点被设置
为社区的环保教育基地。今年上半年，来
自学校、社团的预约参观申请已超过80
场次，约2000人次参观，反应热烈。基于
当前情况，环保局决定推出面向公众的环

保加Fun站参观活动。
试行期间，在导赏员带领下，游客可

以参观站内设施、了解资源回收流程、参
与资源循环再造工作坊。此外，游客还可
以携带回收物到站内回收，或是携带物品
到站内共享。

该活动试行期间的参观地点为环保
加Fun站（下环），位于澳门鹅眉街6-6A
号怡景台花园大厦地下及M层。首场参
观时间为6月5日早上10时30分，共约2
小时。活动将于5月24日早上9时开始
接受报名，有兴趣的人士可致电环保热线
（2876 2626）查询及报名。

澳门环保局推出环保加Fun站
公众参观活动试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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