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凉盛夏 荷香乐满城
第22届澳门荷花节今日开幕

澳门推出实习计划助力青年就业

首阶段推出1030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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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消息，
由该署举办的“荷香乐满城——第
22届澳门荷花节”于6月10日至
19日在澳门氹仔龙环葡韵举行，
其间将在澳门多处摆放荷花以便
游客观赏，同时还将安排一系列展
览和活动。

本届荷花节主题花为淡紫色
的“小台红”，花期长，花型是花瓣
多达100片的重台型碗莲。而荷
花节花展主题为“荷雾迷离”，通过
水雾渲染荷花美态，为澳门盛夏带
来凉意。

为配合设计主题，展场龙环葡
韵共设置五个特色区域。

第一展区“风姿绰约”：以竹为
环保和艺术结合的媒介，营造清雅
舒适的氛围，提升荷花的观赏意
境，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

第二展区“出水芙蓉”：模拟漫
步赏荷的小溪，展现一朵朵清新脱
俗的盛放荷花；

第三展区“亭亭玉立”：在中心
位置设置活动舞台，形成向心力，
吸引观众驻足赏花及休憩；

第四展区“藕丝织布”：以拉丝
模拟细嫩的藕丝，通过现代艺术的
表现手法呈现荷藕柔细的一面，并
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心景观；

第五展区“流光荷影”：运用
透明亚克力和喷雾的组合，描绘
出流光瀑布的景象，而整个展场
将安排喷雾效果，丰富游客对荷
花的观赏体验。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表示，游
客可参观龙环葡韵面积达6.9万平
方米的荷塘湿地，近距离观察并
认识荷花的生长习性。在荷花
盛放的季节，游客可以沿着长达
1100米的荷岸散步，欣赏荷花美
态和荷塘景致。除了能借此机
会认识澳门湿地的动植物外，游
客还可以通过参观“荷花文化知多
少图文展”，了解关于荷花的各种
知识。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将
在澳门各主要街道、绿化带、名胜
以及旅游景点摆放盆荷逾 5000

盆，如议事亭前地、纪念孙中山巿
政公园、新马路、大三巴、卢廉若公
园等，让市民及游客感受澳门处处
荷香。

为配合荷花节，澳门特区政
府市政署将在不同地点安排多项
以荷花为主题的活动，包括在春
草堂举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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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城公园活动室举办的

“荷趣——荷花永生花艺术展”，
展品以荷花永生花等制作而成；
在 茶 文 化 馆 举 办 的“ 凉 夏 荷
风——荷花花艺讲座及示范”，介
绍以不同形式展现的荷花美态以
及花艺的美学和知识。

除了各类展览外，现场还设有
荷花种植工作坊、荷花缠花胸针
工作坊、荷花布艺饰品工作坊、荷
花纸艺饰品工作坊供游客进行现
场体验。

据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
中心消息，近日有多名居民反映接到自称
是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工作人员来电，通
知其曾到访或逗留的商场发现有阳性个
案，因而需要接受隔离的情况，但居民纷
纷发现来电显示地区并非澳门。澳门特
区政府卫生局表示，澳门近日没有出现本
地新冠肺炎病例，上述电话不是卫生局工
作人员致电，已就事件通知司法警察局跟
进调查。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强调，当澳门出
现病例或其他地区卫生部门提供的信息，

卫生局工作人员确实会通过电话、短信通
知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接触者，告知
相关情况和随后的措施安排，但不会使用
电话录音沟通，亦不会使用外地电话致电。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表示，工作人员
会因应讯息来源掌握相关人士的姓名或
其中一种证件的资料，例如澳门居民身份
证、港澳居民往返内地通行证、内地居民
身份证、内地居民往返港澳通行证等，不
会在无法提供资料的情况下，重新索取其
姓名或证件号码资料；此外，更不会要求
提供银行账户或涉及金钱的资料。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

未使用非澳门电话通知居民要求隔离

据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消息，劳
工局日前在召开的“职出前程实习计划”
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职出前程实习计划”
将为澳门青年推出1030个岗位，实习期3
个月，每月8000澳门元或每小时50澳门
元实习津贴，助青年获得职场历练和就业
机会。

今年是该计划实行的第三年。为创造
多元的实习机会，今年实习企业增至57
家，较去年增加15家，覆盖休闲企业、公共
事业、银行保险、建筑工程、医疗护理、航空
运输、零售服务及科技等行业，共收集实习
岗位1780个，首阶段推出1030个岗位，视

申请情况再推出余下岗位。
该计划报名截止日期为 7 月 8 日，

2019年至2022年从高校毕业的澳门青年
均可报名。此外，求职青年还可直接参与
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举办的配对会，
6月将举办至少8场配对会，涉及行业包括
医护、社福机构、高端零售等。

据悉，面对澳门就业环境变化，澳门特
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全力协助求职居民就业
转业，通过推出各项就业支援措施，今年前5
个月已协助3277人就业。目前，澳门特区
政府劳工事务局网站“本地职位空缺”窗口
提供5183个职位空缺，供求职者自助应征。

据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消息，澳门
“2022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
将于6月11日至12日在澳门大炮台花园
及澳门博物馆同时举办。活动将设有导
赏、工作坊、专题讲座等，东望洋灯塔及澳
门博物馆也将免费开放。嘉年华活动旨在
弘扬和推广澳门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全面提升群众对澳门文化遗产的认识。

据悉，“2022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嘉年华”举办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将邀请八音锣鼓、舞狮、葡萄牙土风舞、咏

春拳、太极拳、蔡李佛拳等多个澳门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并在现场指导群众进
行体验。“非遗主题故事小贩”以澳门社区
的摊档文化，结合故事及戏偶方式，呈现节
庆类非遗项目风貌。“漫游大炮台”导赏活
动由澳门博物馆馆员介绍澳门的鸣炮历史
及澳门古炮文物的故事。“拓印亲子工作
坊”由澳门博物馆馆员介绍拓印的基本技
巧，使用瓦当作素材创作拓印。“趣谈汉字”
讲座阐述汉字的结构与源流，配以有趣的
典故，展现汉字的蕴意和造字之美。

澳门“2022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即将举办

弘扬推广文化遗产 全面提升群众认识

据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消息，为推
动澳门音乐产业发展，由澳门特区政府
文化局主办、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

“回音计划·词曲创作营”即日起至7月1
日期间接受报名申请，邀请香港资深作
曲人伍乐城以及填词人张楚翘担任主讲
导师、资深音乐监制陈浩然及唱作人陈
蕾担任客席导师。

申请者须持有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且年满18岁。主讲导师将按申请者的个
人履历、歌曲创作理念、词曲结构性、创意
及配合度等多项评选准则，甄选最多16名
申请者入选“回音计划·词曲创作营”，并于
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进行线下和在线
授课，授课语言为粤语，不设传译。

据了解，导师将会在创作营期间分
享创作技巧以及多年行业经验，学员需
在创作营期间围绕特定主题进行创作。
导师将就创作歌曲在结构旋律、用词、概
念及完整度等方面给予学员指导以及建
议。其中，导师将在创作营期间观察各
学员的整体音乐创作水平，评选出 3名
学员颁发奖项，获奖学员同时可获得由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颁发的1万澳门元
奖金。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表示，希望通过
“回音计划·词曲创作营”为澳门词曲创作
者搭建交流平台，给予词曲创作者更多资
源，持续创作高品质、高热度的音乐作品，
助力澳门原创音乐产业发展。

为澳门词曲创作者搭建交流平台

“回音计划·词曲创作营”即日起接受报名

由国际著名跨媒体艺术家马文打
造的大型多媒体纸雕花园艺术装置
《蜕变山水：无穷尽》，现正在美狮美高
梅视博广场长期展出。

作品由美高梅与国际著名跨媒
体艺术家马文携手打造，参照了澳门
的地理及自然环境，呈现三个岛屿组
成的立体纸雕花园。作品灵感来自
山水画、古典园林设计和《礼记》等中
国传统文化、哲学及美学，充满中国
水墨意象。

通过马文标志性的可折叠蜂巢结
构纸雕，将中国传统的手工纸拉花通
过激光雕刻展现，并装配LED平台凸
显大自然的变化，筑起一幅24小时不
停变奏的当代中国立体山水画，让观
赏者在以崭新角度卧游水墨之美的同
时，沉浸于多元艺术场域。

时间：全天开放
地点：美狮美高梅视博广场
票价：免费入场
电话：（853）88068888

《蜕变山水：无穷尽》多媒体纸雕

石湾陶瓷以丰富的釉色及多变
的色调著称。这次展览展出馆藏清
代至近代石湾大师人物陶塑作品33
件套，包括清代大师黄炳创作的李铁
拐、存世孤品陈渭岩自塑像、民国初
年由潘玉书及陈渭岩创作的艺术瑰
宝，并含有居澳葡萄牙人收藏的6件
大型人物陶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
传及学院派大师刘藕生与梅文鼎的
作品等。

展览从不同时期的大师作品中

精选有代表性的人物陶塑，展示出各
阶段石湾人物陶塑的艺术特点，为观
众了解陶塑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清晰
的脉络。

日期：即日起至11月13日
时间：10:00-19:00（18:30 后停止

入场，逢周一休馆，公众假期照常开
放）

地点：澳门艺术博物馆4楼
票价：免费入场
电话：（853）87919814

艺博馆藏石湾陶瓷展

别离四年，牛房仓库再次回到澳
门市政牧场（旧牛房）举行展览，从6
月5日开始，市政牧场带来首场展览
《阡陌之间——小区环保艺术展》。

这次展览特别邀请王瑞麟、何俊
彦、吴析夏、官宏滔、范世康、袁绍珊、
马境若水、陈伟才、梁臻、蔡国杰、戴柏
良11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当代艺术家
参与。同时，展览还通过公开征集，从
学校、社区中心等带来超过50件作
品，唤起观众对大自然的关怀。

阡与陌是田野之间的小路，寓意

观众走进自然，细看来自不同社群的
人萌芽出不同作品，各式各样的再生
材料，自身带着的质朴“拙感”：天然、
不修饰，也与“阡陌之间”所持有的美
学相呼应。

日期：即日起至6月30日
时间：10:00-19:00
地点：市政牧场旧址（牛房）/澳门

美副将大马路与罅些喇提督大马路交
界

票价：免费入场
电话：（853）63433042

阡陌之间——小区环保艺术展

看展消暑 即刻出发
对于文艺青年来说，看展是夏季消暑休闲的首选。

六月盛夏如约而至，小编为大家带来本月展览推荐。找
个时间，约上三五好友，即刻就出发吧！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在多个地点摆放荷花。

澳门龙环葡韵展场效果图。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供图

大型多媒体纸雕花园艺术
装 置《蜕 变 山 水 ：无 穷 尽》。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供图

阡陌之间——小区环保艺术展。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供图

艺博馆藏石湾陶瓷展展品。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供图

本报澳门电 记者郭秀玉报道：由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指导，澳门中华文化联
谊会主办，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珠海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支持的2022“濠江之
春”——澳门与内地艺术家大联欢开幕式于
6月9日晚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举行，
珠海粤剧团红色现代粤剧《南粤破晓》作为
珠澳文化走亲系列活动之一进行了专场演
出。

现代粤剧《南粤破晓》为珠海演艺集团
原创粤剧，由珠海粤剧团演出，通过深挖珠

海历史文化资源及红色文化资源，以丰富的
人物形象塑造和舞台艺术表现，全面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一切为人民的崇高
革命精神。“粤剧是岭南文化艺术浓缩的表
演方式，我们这次不仅原汁原味展现粤剧传
统的唱念做打，更把历史题材引入粤剧中，
加入话剧、歌剧等艺术元素，突破创新传统
粤剧的表演形式。”珠海演艺集团艺术总监
邹建红介绍。

记者在现场看到，剧目故事脉络紧凑，
人物情感丰富，情节环环相扣，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2022“濠江之春”——澳门与内地艺术家大联欢开幕

粤剧《南粤破晓》专场在澳门上演

《南粤破晓》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