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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游园会 轻松享乐趣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由
澳门工联社会服务委员会及澳门水
电工会合办的2022年“六一”国际
儿童节游园会5月29日于澳门工
会联合总会工人体育场举行。游园
会以“童心抗疫·健康成长”为主题，

通过舞台表演、主题讲座、摊位游戏
等，向孩子们普及健康防疫知识，激
发积极锻炼的意识，增强身体素质，
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活动吸引
3000余人次参与。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的
希望。为所有儿童创造良好的家
庭、社会和学习环境，让他们健康、

快乐、幸福地成长，一直是世界各国
努力的目标。”立法会议员、工联副
理事长李静仪表示。

据澳门工联总会介绍，为宣传
《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儿童参与权，
工联30多年来一直举办“六一”国
际儿童节游园会，希望借此唤起社
会关注儿童的权利和福祉，同时让

澳门居民一同感受节日气氛，欢度
儿童节。

《星游记》情景剧巡演走进校园

在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期
间，澳门廉政公署都会推出以幼儿
园及中小学生为对象的特别活动

“威廉陪你说诚信”，与学生共庆“六
一”国际儿童节，并向他们传递廉洁
正能量。今年，廉政公署特别设计
了《星游记》校园戏剧巡演，在30所
学校举办46场演出。巡演中，廉政
公署安排卡通人物“廉政熊威廉”走
进校园，通过合唱歌曲及戏剧表演
的方式，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
道德情操。

演出活动在5月 23日至 6月
30日举行，30所学校、约5600名
学生参与。另外，为增加活动趣
味性及提高学生的投入度，廉政
公署今年还创作活动主题曲《诚
实的约定》，上传至视频网站方便
公众收看。

除了现场演出，廉政公署还会
将活动改编成教案，上传至诚信教
育资源网，方便家长及教师采用，引
导、培育孩子诚实守信。

5月30日恰逢仲夏之始，在这万
物并秀的时节，迎来了第6个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当日，第14届光华工程
科技奖获奖名单在中国工程院第16
次院士大会上公布，澳门大学校长宋
永华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据悉，本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全国
共推荐了340名候选人，经中国工程
院9个学部及港澳台地区评审委员会
的严格评审，产生了40名获奖人。澳

门大学校长宋永华是澳门地区唯一获
本届殊荣的科技工作者。

光华工程科技奖由中国工程院主
管，每两年评选一次，表彰在工程科学
技术及工程管理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及
取得杰出成就的华人工程科技专家，
被业界视为“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
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工程师、科学家从
事工程科技研究、发展、应用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公布

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据澳门媒体消息，中国科协、科技
部于5月30日上午在线举办2022年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中国七
部委共同遴选认定的首批2022年度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正式公布，中国
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钱学森
故居、隆平稻作公园、青海原子城纪念
馆、新疆农垦科学院、澳门科学馆等
140个单位入选。这 140个单位当
中，首都北京以26个单位为最多，澳
门科学馆则是首批中唯一来自特别行
政区的单位。

这是澳门科学馆继3月获列入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之后，再度获得国家
级教育基地荣誉，为港澳台地区唯一
获列入国家级教育基地的科技场馆，
体现了国家对澳门特区在科普教育、
推动科学家精神教育宣传工作上的支
持及肯定。

今年3月，中国科协、教育部、科
技部等七个部门发布《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建设与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启动了2022年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
地认定工作，全国学会、地方科协等推

荐申报基地有473家。经过、遴选、评
审及公示等程序，最终评选出《2022
年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认定名单》，
澳门科学馆经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推
荐最终入选。

此前，澳门科学馆举办多个大型展
览活动，内容为科技进步、民生改善及
国家发展而奋斗的事迹及重要贡献，鼓
励澳门青少年学习爱国、创新、求实、奉
献、协同及育人的科学家精神。这次获
列入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体现了澳门科学馆在履行科普教育、
弘扬科学家精神等使命上不断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所作的努力。

澳门科学馆将于今年优化位于
展览中心的中国科学家精神教育专
区，在此基础上设立中国科学家精神
主题的长期展厅，继续向青少年及公
众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将科学家精
神贯彻落实到科普活动、馆校合作及
各专题展馆内容中。让青少年在获
得科学知识与探究实践能力的同时，
养成热爱科学、崇尚创新、尊重知识
及献身科学的高尚情操。

中国首批140个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公布

澳门科学馆再获国家级教育基地荣誉

据澳门媒体消息，由澳门学联主
办的“第40届全澳学生毛笔书法比
赛”于5月29日颁奖。主办者表示，
本届参赛者来自澳门52所大专院校、
中学及小学，合计1400名学生参加，
共422位同学获奖。

“全澳学生毛笔书法比赛”是澳
门学联品牌活动之一，也是最受学校
欢迎的活动之一。举办这一大赛有
利于提高学生们对毛笔书法艺术的

兴趣，增加练习毛笔书法、写毛笔书
法的机会，达到陶冶身心、涵养心性
的目的。

本届比赛主题围绕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与发展，加深各参赛者对
横琴和澳门两地合作发展的认识，推
动两地文化交流与交融。比赛当日，
活动主办方还设立了一个毛笔幸运符
摊位，参赛同学写下美好心愿，弘扬正
能量，与广大师生共勉。

澳门举行学生毛笔书法比赛

422名学生获奖

据澳门环境保护局消息，环境保
护局在6月举办的生态区系列活动将
于6月1日起接受报名，活动内容包
括公众观赏、“知鱼工作坊”、“自然学
堂”工作坊。

其中，公众观赏日将于 6月 11
日、25日举行，名额共100个。在2小
时参观过程中，导赏员将会带领参观
者进入有限度开放的生态一区及开放
式管理的生态二区，观赏该区域内的
植物和雀鸟。

同时，6月11日将会举行生态区

“知鱼工作坊”，名额共50人。在2个
半小时的参观中，导赏员会带领参加
者进入生态区，实地对常见鱼类进行
外形测量和绘图，配合环境保护局流
动应用程式看图识鱼，完成测量记录
表，增加对生态区鱼类的认识。

此外，6 月 25 日还将举行亲子
“自然学堂”工作坊，每场设10组（每
组为1位小朋友和1位陪同的成人）。
在2个半小时的活动中，导师会讲解
生态知识，并指导小朋友把就地取材
的植物制作成树叶画。

澳门环保局6月生态活动接受报名

大手牵小手 环保一起走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文化局主
办的第32届澳门艺术节闭幕演出《汪
明荃与澳门中乐团》将于6月1日、2
日在澳门威尼斯人剧场献演。5月30
日，主办单位于威尼斯人会议室举行
传媒见面会，知名艺人汪明荃及文化
局演艺发展厅厅长郑继明出席，分享
演出心得，介绍节目亮点。

见面会上，文化局演艺发展厅厅
长郑继明感谢汪明荃一直以来对文化
局的支持。

此次演出，汪明荃将与指挥胡
咏言及澳门中乐团首次合作，以创
新的演绎手法让西方乐曲与流行经
典、中乐相结合，通过中国民族音乐
为载体演奏西方乐章，体现澳门中
西共融的特点，为乐迷带来全新的

音乐体验。
汪明荃表示，届时除了献唱经典

作品《京华春梦》、近期作品《华丽转
身》外，她还将演唱西方名曲《卡门》、
传统民歌《凤阳花鼓》等，希望乐迷喜
欢。“未来，文化局将致力于推动文化
艺术节延伸至大湾区，与更多的湾区
城市合作，通过文化艺术活动创造更
多人文交流成果，展示创意多元的文
化形象。”郑继明表示。

据了解，澳门艺术节一直致力于
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在引进优秀
节目的同时，积极推动澳门本地艺术
创作。本届艺术节除继续聚焦内地和
澳门节目外，还以舞台影像放映及虚
拟实景科技等方式，呈现优秀作品，拓
展观众艺术视野，提升审美能力。

中西融合演绎经典“京华春梦”绽放新姿

汪明荃携手澳门中乐团献艺

牛油鸡

印度餐中最经典的牛油鸡，一上
菜就能闻到扑鼻的牛油香气和浓郁的
咖哩味，品尝它就如同置身于印度一
般。这道菜口味偏辣，搭配米饭或烤
饼食用味觉更佳。

玛莎拉杂菜

“玛莎拉”可以说是印度最具代表
性的调味香料，大部分印度料理都会
见到它的踪影。要想吃到最纯正的

“玛莎拉”，推荐点“玛莎拉杂菜”，这比
普通咖喱的香料味更丰富。

菠菜蓉煮奶块

这道菜里的奶块其实是印度常见
的食材“Paneer”，用奶类制成，口感
跟豆腐很相似，再配上绿色的菠菜蓉，
就会变成一道健康又受欢迎的印度菜
式。

蒜蓉烤饼

要配印度咖喱及玛莎拉，当然少
不了一份烤饼。这款“蒜蓉烤饼”香脆
中带有嚼劲，口感丰富，用来配搭各种
印度料理都很加分，喜欢蒜香味的朋
友千万别错过。

金字塔薄饼

如果喜欢薄脆口感的烤饼，可以
试试造型奇特的“金字塔薄饼”。拍完
照记得赶快享用，趁热吃的时候会更
香甜可口。

印度烤羊架

美味的“印度烤羊架”虽不是最热门
菜式，但一点也不逊色。浓郁的印度香
料去除了羊膻味，整个烤炉上桌让你可
以边烤边吃，香气十足！再配上一些蔬
菜，吃得满足又过瘾。

虎虾香饭

分量十足的虎虾铺满在米饭上，吃
起来浓香可口。

有别于一般白米，尖长的印度米在
米饭界中淀粉含量很低。印度米需要
陈放一段时间，陈放过程中会大大减
低淀粉含量及黏度，吃起来非常爽身
松软，正在修身减肥的朋友也可以放
心品尝。

芒果奶酪

由于印度菜味道都较浓郁，所以奶
酪饮品深受印度人的喜爱。这款“芒果
奶酪”非常解腻。

玛莎拉奶茶

玛莎拉奶茶除了奶茶味十分浓郁，
还充满了玛莎拉香料奇妙的异域香味，
入口顺滑，甜香兼备，余味萦绕，让人越
喝越上瘾。其中，熬煮的香料还有驱寒
祛湿的功效。

印度汤圆

汤圆馅料由杏仁和腰果粉末制成，
放进油锅里油炸后再浸入糖水中，吃起
来偏甜，口感新奇独特。

打卡“印度园林”

舌尖盛宴等你来
来到“印度园林”，就会有种置身于印度的感觉。这家

位于澳门氹仔成都街濠景花园第27座地下18号铺的“印
度园林”，餐厅里摆放着大大小小来自印度的石像和装饰，
从厨师到服务员都是印度人，印式口味传统正宗。

30多年前，餐厅创始人来到澳门后，因为想念家乡
菜，便在澳门创立了这间“印度园林”餐厅，在异国他乡留
下印度美食。

据澳门媒体消息，
为了庆祝“六一”国际儿
童节，多个政府部门、公
共事业机构及民间团体
共同举办庆“六一”系列
活动，宣讲《儿童权利公
约》，唤起社会各界倾听
儿童呼声，关心儿童权
利，关注儿童健康。

据悉，系列活动包
含游园会、“童声童行”
系列活动、嘉年华趣味
游戏、向住院儿童赠送
礼物等。

“印度园林”餐厅经典名菜。 澳门旅游局供图

校园戏剧巡演。 澳门廉政公署供图

游园会活动现场。 孩子们演得真棒。澳门工联总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