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观澳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责任编辑：梁翠华 美编：张一凡 校对：刘刚艺 组版：陈晓明

2022年5月25日 星期三

本版文图整理 伍芷莹
本版文图除注明来源外均据澳门媒体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积极引进优秀节目

梁惠敏说，30多年来，澳门艺术
节一直致力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
积极引进优秀节目。目前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国际间的人文交流仍待
复苏，今年艺术节继续聚焦内地和本
地节目，又致力突破距离限制，尝试
通过科技及其他方式，寻求更多开拓
艺术视野的可能性。

本届艺术节的开幕节目《我本楚
狂人》的创作来自内地。作品巧妙选
取唐代诗人李白26首脍炙人口的诗
歌作为文本，结合音乐和舞蹈，带领
观众走进充满诗意的想象空间。节
目编舞、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艺术总监
曹诚渊表示，舞团为了保证安全演出
做了很多工作，舞者们在澳门也感受
到了不同的文化氛围。“现代舞本身
就是一种多层次的表达方式，任何人
都可以用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
受。这种艺术形式是非常个人化、生
活化的，有广阔的空间让大家去享
受。”

有观众表示，看到《我本楚狂人》
的舞者在台上朗读诗歌、舞动肢体，
觉得他们就像诗仙笔下的精灵，不禁
深受感染。还有观众感受到“诗歌在
舞动、想象力在延伸”，也想与舞者一
起振臂呐喊，释放情感。

艺术节上的多套亲子节目给儿
童带来独特的艺术体验。互动亲子
剧《涂鸦奇旅·海龟别跑》由韩国团队
原创，原作于2018年获“爱丁堡边缘
艺术节”亚洲艺术奖最佳喜剧大奖，
其后由中韩团队联手重新打造，这次
在澳门完成“首秀”。当童趣涂鸦邂
逅魔法想象，每分每秒都有着意想不
到的惊喜。

◆推动本地文艺创作

“澳门艺术节还致力于推动本地
文艺创作，让澳门艺术团体走向专业
化。”梁惠敏介绍，本届艺术节中，澳门
本地节目占比超过一半。多个本地
节目如澳门罕见的技术剧场创作《嘉
路士一世》、探讨女性劳动力的《消失
的身影》、结合传统筑棚工艺和当代
舞蹈的《舞·渡·海》、以粤语九种声调
为概念发展而成的《九声》、笑与泪的
温情作品《嫲嫲的宝箱》等，既承载着
澳门文艺创作者对城市发展和本地
历史的回顾，也呈现出澳门这座城市
的多元文化，蕴含着炽热的情感。

澳门还保存着相当丰富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如粤剧、土生土语话剧
等“非遗”戏剧深受观众欢迎，已成为
澳门艺术节的品牌节目。本届艺术
节上演的土生土语话剧《同船一心》
及粤剧《聊斋魅影》等，体现了澳门文

艺工作者的传承与创新。
土生土语话剧是澳门土生葡人

社群独特的艺术表演活动，2021年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同船一心》讲述的是在
一艘从澳门开往海南的豪华客轮上，
形形色色客人的奇妙经历。演出中
所使用的澳门土生土语是一种主要
源自古老葡萄牙语的澳门方言，混合
了马来语、西班牙语、果亚语、英语及
粤语，充分反映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
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特质。

粤剧《聊斋魅影》则取材自中国
古典名著《聊斋志异》，讲述女鬼聂小
倩与书生宁采臣悱恻缠绵的爱情故
事。剧作由澳门资深粤剧名家朱振
华打造，加插新的情节，增强戏剧张
力。

◆促进湾区人文交流

本届艺术节自预热以来就备受
关注，除了澳门居民，不少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城市旅客也慕名前来观看
表演，部分节目应观众需求已加场多
次。业内人士认为，本届艺术节不仅
有助于推动澳门旅游业复苏，也促进
了大湾区的人文交流。

艺术节闭幕节目《汪明荃与澳门
中乐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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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化局将在6月1日晚8时
加开一场演出，届时香港艺人汪明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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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乐迷带来视听享
受。

本届艺术节由澳门特区政府文
化局主办，从4月29日开幕至6月2
日闭幕，其间还会举办各类社区活动
和延伸活动逾200场，其中不乏创意
和惊喜。《国际舞台映像精选》带来欧
美顶尖艺团的上乘之作，《艺术外卖》
则一反由观众在剧场观看演出的常
规，将各类表演“打包”直送观众家
中，让艺术真正融入生活。“‘艺术外
卖’是由表演者到观众家中进行演
出，每一次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
观众，对我来说都是深刻和有趣的。”
表演者莫群庄分享道。

“艺术可以穿梭古今、跨越地
域。”梁惠敏表示，澳门艺术节将继续
构筑展示与交流平台，拓展观众的艺
术视野，在鉴赏艺术的过程中提升审
美能力，并致力拓展观众，呈献层次
丰富的艺文盛会。未来澳门文艺活
动将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以及
更多地区进行互动，增进多方面的人
文交流和联系。

（文/人民日报海外版）

据澳门大学消息，为培养新型人才，
澳门大学与清华大学合作推出的首个交换
生计划已于年初展开，7名来自清华大学
电机系的优秀本科生于澳门大学完成了一
个学期的交流。他们认为，澳大的课程紧
贴市场，能有效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在澳大科技学院举办的交换生交流
总结会上，清华交换生分享了在澳大的学
习经历与成果，两校的教授也于线上线下
参与该会议。

澳大科技学院表示，此次交换生交流
计划开启了两校更多元化的合作，期望
未来能继续依托彼此优势，为学生提供
更全面、更多样化的交流平台。未来，两
校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携手为国家
培养更多具创新思维、家国情怀和国际视
野的人才，为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
出贡献。

交流期间，清华交换生除了体验澳大
独特的书院制度、全人教育及多元文化的
环境外，还到全国第一个智慧城市物联网
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澳大教授们一
同进行项目研究及讨论。

清华大学交换生叶一涵表示，初到澳
大时，他对大学的全英语教学还不太习
惯，但历经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英语水平
有所提高。同时，他认为澳大所提供的电
子技术课程十分紧贴市场现状，教授们也
循循善诱，符合学生需求。

在学习生活上，澳大住宿式书院着重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服务投入、文化参与、
领导能力等让清华交换生感受甚深。清
华大学交换生谭心逸表示，他与书院同
学一起体验攀岩、书院晚宴及音乐会，十
分新奇有趣，让他充分地体验生活，积极
尝试不同的挑战。

澳大与清华合作推出交换生计划

共同培养新型人才

据澳门媒体消息，“第三轮抗疫电子
消费优惠”5月23日起领取，截至当天下
午5时，有逾20万名居民已领取优惠。
当日，有不少长者前往服务点拍卡加值，
过程较为通畅，但仍有市民的消费卡余额
在10元以上，暂未能成功增加充值。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截至5月23日
下午5时，已有47708名居民完成消费卡
拍卡加值或领取新卡。有居民带上家人
多张消费卡前往拍卡，每张卡约1到2秒
能完成拍卡加值，简单快捷。在工作人
员帮助下，不少长者能顺利完成拍卡，对
流程表示满意。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协助
居民查询余额，并仔细提醒居民使用须知

等事项。
此外，约15.39万名居民已收到移动

支付自动到账的优惠款项。“电消优惠”领
取期从今年5月10日至明年1月17日，
使用期从今年 6 月 1 日至明年 2 月 28
日。截至 5 月 23 日下午 5 时，已有逾
44.97万名居民完成登记，其中有逾20万
名居民已成功领取优惠。

对于首日有市民的消费卡余额在10
元以上，暂未能成功加值。经济及科技发
展局再次提醒选择消费卡的市民，消费卡
余额须在10元或以下才能拍卡加值，未
达到加值要求的市民，除了消费外，可选
择到澳门通卡公司办理退款。

澳门电消优惠领取首日

逾20万居民顺利领取优惠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消息，澳门
2022年4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103.56）
按年上升1.06%，升幅主要由家佣薪酬和
外出用膳收费上调，以及汽油、电力和机
票价格上升带动，而住屋租金、通讯服务
费用和猪肉售价下调缓减了部分升幅。
各大类价格指数中，家居设备及服务和交
通两个大类分别按年上升 11.02%及
7.64%，通讯大类则下跌10.34%。甲类

(103.32)及乙类(103.87)消费物价指数分别
上升0.73%及1.50%。

与3月比较，4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上
升0.16%。家佣薪酬和汽油价格上升，以
及个别私人停车场车位租金上调，带动家
居设备及服务和交通的价格指数分别上升
1.37%和0.43%。蔬菜售价下调，而水果
价格与外出用膳费用则上升，促使食物及
非酒精饮品的价格指数按月上升0.10%。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最新数据

4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增长1.06%

日前，记者从澳门劳工事务局获悉，
自“安全项目投入计划”推行至今，共有
36个工程项目参与计划，其中已有6个
工程项目顺利完成有关计划。

为推动澳门建筑行业的职安健发
展，引导行业积极提升自身的职业安全
健康管理水平，从2020年 6月开始，劳
工事务局联合相关工务部门，在合适的
公共工程建设项目中引入“安全项目投
入计划”，让工程承揽人能更清楚了解
施工安全的重要性，以保障从业员的施
工安全。

自计划推行至今，共有36个工程项
目参与，其中已有6个工程项目顺利完成
有关计划。参与计划的工程种类涵盖广
范，包括公共房屋、置换房、暂住房、政府
办公大楼等楼宇建造工程，以及防洪、公
共排污、道路网络等。

劳工事务局自计划推行以来，共举
办了 35场专题工作坊和讲解会，共为
430多名业界人士进行了相关的培训，
参与者包括工程公司及监理公司的工程
管理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公共行
政人员等。

与此同时，参与计划的工程承揽人在
本年3月份内共举办了超过1100场各类
职安健培训与讲座活动，共为超过2.8万
人次提供不同职种的安全训练，较去年同
期158场及2100人次有明显增加，当中
包括举办安全早会、安全讲座、各类专题
培训及专业训练等。

劳工事务局表示，“安全项目投入计
划”的推行，除推动业界重视职业安全外，
更有助施工人员多参与相关职安健的培
训与训练，有利整个行业的职安健水平和
施工人员的职业安全意识的提升。

澳门“安全项目投入计划”

6个工程项目顺利完成

据澳门旅游局消息，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支持、澳门旅游局主
办及澳门旅行社协会承办的第十届澳门
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旅
博会”）将于7月8日至10日举行，在5
月24日设云招展，介绍亮点内容及参展
资讯。

据了解，云招展于5月24日首先向
澳门业界招展，随后将向内地及海外业界
招展，介绍第十届旅博会资讯。澳门、内

地及海外的云招展将于不同日期举行，详
情可浏览旅博会网站“云系列”内的“云招
展”了解相关情况。

今年的旅博会继续采用线上线下融
合形式举行，促进世界各地旅游及相关
业界的交流合作。主办方表示，将继续
增加新元素，加强旅游与不同产业联动，
发挥“旅游＋”效应，以丰富澳门“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的内涵，助力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

第十届澳门国际旅博会云招展
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形式举行

猪红韭菜。

今天介绍的老字号“巨记面家”，
位于澳门旧区庇山耶街22-22A地
下，一直备受街坊喜爱。

“巨记面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9年，由小木头车开始售卖。在
街坊邻里口耳相传之下，面店靠着食
物质量上乘与用心经营，走过了风风
雨雨半世纪。

时代巨轮一直在转，但老字号的
好滋味与人情味始终不变。

●虾子捞面

当你有选择困难症，不知道选择
哪道菜的时候，简单而不平凡的虾子
捞面是绝佳选择。

自家制的全蛋竹升面面条幼细，
入口非常爽弹，咸香的虾子附在面条
上，每一口都让人流连忘返！不一会
儿就已经光盘了。

●云吞鱿鱼河

热腾腾的汤河是暖心又暖胃之
选！汤头以猪骨、虾壳、大地鱼熬煮，从
原料里就能体现出鲜味了，除了美味
的鱿鱼外，还有四颗饱满的云吞坐镇。

云吞是每日新鲜包制，选用了半
肥瘦的猪肉，配合爽弹的鲜虾，肉香
甘香都锁于柔韧的薄皮下，云吞的好
味道让不少顾客赞不绝口。

●北菇水饺

由老板娘亲自包的水饺，它的特
别之处在于饺子皮四周刻意留了多
点边，把丰满的内馅和肉汁都安置得
妥妥当当。

配料非常丰富，有木耳、鲜虾、猪
肉及冬菇，淋上热汤撒上葱花，怎一

“鲜”字了得。

●猪红韭菜

猪红与韭菜在饮食界中有着“天
作之合”的美称。猪红入口爽滑不失
细腻，吃起来有爆汁的感觉，已经全然

感受不到猪红的腥味，在爆汁的美味
中，还藏有一丝胡椒的辣味。搭配鲜
嫩的韭菜，让整道菜更加鲜美爽口。

●山楂雪梨茶

山楂雪梨茶，茶如其名，消食又

好喝！仅仅雪梨就占据了1/3的杯
量，配上山楂有润肺消食的功效，能
一解吃饭的饱腹感。

澳门街坊至爱的老字号面店

好滋味与人情味始终不变

来这里尽情感受艺术的魅力
第32届澳门艺术节火热进行中

汪明荃携手澳门中乐团演绎多首经典金曲。 图片来自澳门文化局

节目《我本楚狂人》。

图片来自澳门旅游局

五月的澳门，文
艺气息扑面而来。随
着由澳门特区政府文
化局主办的第32届
澳门艺术节火热开
演，活动中带来的戏
剧、舞蹈、音乐、视觉
艺术等18套节目以
及各类艺术延伸活
动，让观众感受不一
样的艺术魅力。

澳门特区政府文
化局局长梁惠敏表
示，希望在本届以“释
放”为主题的澳门艺
术节上，艺术家及观
众们尽情享受艺术带
来的“释放”，作品中
孕育想象、希冀、感动
等生命力量，让这些
力量引领大家向着更
好的未来迈进。

北菇水饺。

虾子捞面。

云吞鱿鱼河。

节目《舞·渡·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