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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澳

据澳门媒体消息，由赏心
堂（澳门）书画会主办的“盛世
荷香——第22届澳门荷花节暨
第 7 届澳门国际荷花书画作品
展粤港澳大湾区巡展”，将在今
日下午在澳门卢廉若公园春草
堂开幕。展览现场将展出近百
幅以荷花为主题作品，风格多
样。

这次展览带着“莲花宝地
始禅心”的美好心愿，全面推广
澳门的文化旅游元素，致力于
打造“荷花”文化品牌。展览现

场将展出近百幅以荷花为主题
作品，作品出自多名艺术家之
手，包括特邀画家崔如琢、林
墉、方楚雄等，还有澳门画家陆
曦、黎鹰、李德胜等，各自以不
同形式表达对荷花的热爱，诠
释荷花蕴含的正能量，展现荷
花不同的艺术之美。

此次展览将作为本年度内地
与港澳交流文化和旅游的重点项
目，除了在澳门展出，展览还将到
广州、珠海、江门及东莞等湾区城
市巡展。

澳门国际荷花书画展今日开幕

据澳门媒体消息，端午节期间澳门
各口岸出入境总人次超109万人次，入
境旅客总人次为7.05万人次。其中，经
关闸及横琴口岸入境的旅客分别有
4.72万人次以及1.3万人次，经青茂口
岸入境旅客有4511人次，较去年同期
有上升趋势。有餐饮业界反映，端午假
期生意额较去年同期约增加了50%，
升幅明显。

受到疫情回稳、内地鼓励跨省团队
游等利好消息带动，加上澳门放宽入境
核检有效期措施，各界对此次端午节假
期颇为看好。

假期首日，旅游区一带有不少拖着
行李逛街观光的旅客，一些餐饮店铺也
出现了排队长龙。凼仔官也街则是人山
人海，挤满了旅客。有商户指出，节日期
间人流量明显增多，生意也较平日增长
了30％至40％。他认为，端午节假期人
流量增加与放宽七日核酸有关联。

一位来自广州的旅客表示，他之所
以选择来澳，是因为他发现澳门部分星
级酒店的房价相当便宜，因此便选择前
来体验一番。

有雪糕店员工介绍，端午节假期整
体生意较“五一”劳动节假期更好，七日

核酸检测的放宽与消费卡的推出带动
了不少旅客来消费，起到一定正面作
用。他表示，希望疫情能维持稳定，澳
门也能恢复昔日旅游城市的光景。

澳门中区南区工商联会会长李卓
君表示，内地正值端午假期，再加上澳
门政府放宽至7日核酸有效期，餐饮、
零售和旅游业的生意额大幅上升，其中
以餐饮业的升幅最为明显。

有业界向李卓君反映，营业额较
2021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了50%，而
零售业也上升了10%至20%。李卓君
认为，政府一系列措施对促进澳门旅游
业的成效十分显著，能有效提振经济。

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称，端
午节期间，澳门酒店房间的预订率上升
了10%至20%。他认为，政府重新开
放七日核酸有效期，对澳门中小企、零
售、餐饮和旅游业有正面影响。 但他
也表示，近日内地高考季即将到来，因
此旅客量对比“五一”黄金周略为逊色。

“7月即将迎来暑假，希望届时广
东省疫情能维持稳定，而澳门核酸有效
期仍保持七日时长的规定。倘若如此，
访澳旅客有望达到日均2万至3万人次
的水平。”胡景光表示。

本报讯 记者钟夏 实习生李
美琪报道：6月5日，澳门科技大学
2022届毕业典礼以“线上+线下”
结合方式举行。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代
表、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
示，澳科大建校以来，以坚持教学
与科研并重，紧扣澳门发展与国家
大局所需，配合特区政府的施政方
针，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均
取得良好发展。与此同时，澳科大
通过吸纳国际优秀人才和办学经
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并开办了
一系列新课程，培养符合科技与经
济全球化发展所需、德才兼备、爱
国爱澳的优秀人才。

成立于 2000 年的澳门科技
大学，是澳门回归祖国后获准创
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近年来，
该校发展迅速，现已拥有10个学
院，近1.7万名在校学生，为完善
澳门教育体系发挥了积极作
用。该校拥有两个“国字号”的
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月球与行星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仅在多个领
域开展战略性前沿研究，也在国
际交流、标准制定等方面不断发

挥自身能量。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之
一，早在2019年澳门科技大学产
学研示范基地与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分部已落户横琴，致力于促进技
术链、产业链、服务链的交叉融合，
营造立体的科研产业化生态；
2020年11月，正值澳门科技大学
20周年校庆之际，珠海市人民政
府与澳门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办学
协议。根据协议，澳门科技大学珠
海校区将落户珠海高新区，开设相
关学科研究生层次学位课程，弥补
澳门校区办学和科研空间的不足，
着重在提升学习环境、产学研对接
方面做好配套。

澳科大校长李行伟介绍说，
2021年10月，澳科大获国家科技
部批准设立“澳门海岸带生态环境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站
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境外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近期，该校又
新成立创新工程学院，旨在培育新
一代具备扎实科学训练和跨学科
思维的青年人才，为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持续赋能。

毕业典礼现场。 图片来源：澳门科技大学供图

据澳门环境保护局消息，《澳
门环境状况报告2021》于6月5日

“世界环境日”公布。报告显示，
2021年澳门的温室气体估算排放
量、废物资源回收率均有改善，行
人道树木数目持续增加，空气质
量则与往年相若。2021年澳门社
会经济活动较2020年有所恢复，
相应的耗水量、耗电量、城市固体
废物量均有回升。

报告提到，由于臭氧是近年
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成因，而减
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是控制
臭氧及光化学污染的重要手段之

一，为此，特区政府已通过立法规
范加油站及储油库安装油气回收
系统，开展建筑漆料管控研究，制
订车辆尾气排放标准和油品标
准，订定污水处理厂的空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等措施，减少有关污
染物排放。

此外，报告还指出，特区政府
将持续采取措施应对空气、沿岸
水质及固体废物等环境问题，落
实《建筑废料管理制度》，并禁止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胶餐饮吸管及
饮料搅拌棒的进口及转运，采用
多元化的方式推广资源回收。

澳门环境保护局公布《澳门环境状况报告2021》

报告显示空气质量保持稳定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杨薇

今年是羊芳能从教的第6个年头，
六年前，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学前教育专业，如今的他在横琴
中心幼儿园做班主任兼年级组长，曾
获得“师德先进个人”“新时代最美教
师”“最美教师”称号，在“教师技能大
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全国信
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新活动案例”“当
代杯”等比赛中都曾获得一等奖，而他
个人感觉最有成就感的是孩子们快乐
成长，每个孩子都能在人生舞台上闪
闪发光。

师德为先 爱事业更爱孩子

羊芳能认为，要想成为一名称职
的优秀教师，就必须以师德为先，热爱
学前教育这项事业，更要爱孩子们，正
如幼儿园的办学理念一样要“给孩子
一个快乐童年”。

羊芳能表示在当幼师的这段日子
里，促使自己进步的动力不仅是对这
份职业的热爱，还有家长们对他的信
任与支持。

羊芳能回忆起他刚做班主任时，
很多家长会对自己孩子的班主任是个
男老师这件事有顾虑，诸如“我家宝宝
还不太会自己吃饭，他能照顾好吗？”

“我家宝宝性格敏感，他能安抚好宝宝
情绪吗？”“他够有耐心吗？”等想法。

“那个时候班级活动确实很难开
展。”羊芳能说，于是他就和孩子一起

讨论、制订班级常规并用图文并茂的
形式呈现给孩子，同时请孩子们一起
遵守、执行共同制定的规则，让每个
孩子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通
过这样的方式，孩子们都能很好地遵
守常规，也能做到互相提醒，活动开
展起来很顺利。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家长们对
这位男老师的刻板印象得以释然，他
们发现羊芳能阳刚的外表下藏着一颗
细腻的内心：孩子挑食他会耐心地引

导，鼓励孩子自主进食；孩子入睡困
难，他会给孩子讲睡前故事；孩子想爸
爸妈妈他会在旁边陪着孩子、拥抱孩
子，接纳孩子的情绪，并每天积极与家
长沟通、反馈，很快孩子就适应了幼儿
园，家长也更加信任老师。

趣味教学 用音乐记录生活

“你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
个家庭的整个世界。”这是羊芳能听过
最有感触的一句话，他说：“家长把孩

子送到幼儿园，我就有责任照顾好每
一个孩子。”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老
师会玩才能更好地带孩子去玩。我
们常说不要用一种方法去教一百个
孩子，要用一百种方法去教一个孩
子。”羊芳能觉得老师要形成自己的
教育风格，这样才容易被孩子记住。
跟其他活力满满的男老师一样，他喜
欢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这对孩子很
有吸引力，他喜欢抱起孩子们“举高
高”或者在空中旋转，喜欢带着他们
在户外狂奔，也喜欢和他们在教室里
沉浸式地唱歌。

每天和可爱的孩子们玩在一起，
他有感而发为孩子们写了几首歌曲，
歌曲用的是《小幸运》《mojito》《少年》
等流行音乐的伴奏，他自己重新填词，
歌词记录的是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日
常，或是教育心得，又或者是记录小朋
友在幼儿园生活和成长过程，深受幼
儿园师生的喜爱。

羊芳能最骄傲的事，莫过于能够
见证孩子的成长。上个学期，孩子们
因故停课了很久，等恢复上课的时候
就赶上了毕业典礼，尽管孩子们没时
间联排，只能各自在家练习，但让羊
芳能意想不到的是，在毕业典礼当
天，孩子们表现得大方自信，他们的
精彩表现获得了老师和家长们的一致
认可。在台下看着台上30个闪闪发
光的小朋友，那一刻羊芳能觉得非常
骄傲。

横琴中心幼儿园教师羊芳能：

创新趣味教学 用音乐记录生活

紧贴大湾区发展所需

推动新时代人才建设

澳门科技大学
举行2022届毕业典礼

端午期间澳门各口岸出入境总人次超端午期间澳门各口岸出入境总人次超109109万人次万人次

餐饮业营业额升幅明显餐饮业营业额升幅明显

澳门核检有效期放宽至七日效，端午假期入境旅客量回升。

横琴中心幼儿园教师羊芳能。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端午节假期第二日，凼仔官也街中午时分人山人海。 图均源于澳门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