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开幕

文化遗产 共护共享 澳门大学举行
葡萄牙手稿本入藏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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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媒体消息，为响应“中国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向公众传递“文化遗产，共护
共享”的理念，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6月11
日在大炮台花园举行“2022年中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嘉年华”开幕仪式，并颁发“2021年
儿童导赏员实践计划”各个奖项，现场设有
多个摊位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表演助庆，
场面热闹。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源自“文化遗产
日”，根据国务院的规定，自2006年起，将每
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
并自2017年起更名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以加强大众对文化和自然遗产重要性的认
识，及增强遗产保护意识。

本次嘉年华得到多个澳门非遗项目的传
习群体的鼎力支持，包括八音锣鼓、舞狮、葡
萄牙土风舞、咏春拳、太极拳、蔡李佛拳、龙须
糖制作技艺、杏仁饼制作技艺等，通过参与嘉
年华活动的舞台表演和游戏摊位设置，让公
众体会到非遗的魅力。此外，现场还设有多
项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游戏摊位及非遗体验
工作坊，一片亲子同乐的热闹景象。

开幕式同场还进行了澳门博物馆“2021
年儿童导赏员实践计划”颁奖礼，该计划共
有22名学员完成培训课程成为儿童导赏员，
并通过参与实践计划向公众和旅客讲解澳
门历史与文化，肩负宣传和传承传统文化的
使命。为嘉许学员的卓越表现，当日向学员
陈蔚茵、蔡子慧及刘千悦，分别颁发优秀儿
童导赏员、最热心服务奬，以及友谊儿童导

赏员奖项，并为所有完成课程之学员
颁发证书及襟章。

“2022年中国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嘉年华”于12日上
午11时至下午5时30分
在大炮台花园及澳门博
物馆举行，同场设有

“集印花换礼品”活
动，公众参与摊位
游戏或非遗体验即
可获得印花换取
礼品。此外，东望
洋灯塔在11日及
12 日上午 10 时
至下午5时30分
开 放 予 公 众 参
观；澳门博物馆
也于上述两日向
市民及游客免费
开放，开放时间为
上午10时至下午6
时（下午 5 时 30 分停
止入场）；多个文物景
点于活动期间设有导赏
服务。澳门文化局冀持续
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弘扬
和推广本澳珍贵的物质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让澳门市民及旅客深
入认识澳门的历史故事，感受文化遗
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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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媒体消息，澳门大学图书
馆9日举行《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特
使麦德乐朝觐雍正皇帝纪行（1725-
1728）》手稿本入藏仪式。手稿由澳门
大学发展基金会捐赠，详细记录了葡
国使臣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zes）朝觐雍正皇帝的行
程，对中葡早期关系史研究意义深
远。

澳大副校长马许愿致辞时表示，
葡文手稿本入藏仪式在6月9日国际
档案日举行很有意义。这份珍贵的一
手史料对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
文化及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认识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副馆长韩永福和葡萄牙阿茹达图
书馆馆长克里斯汀娜巴斯托博士分别
在北京和里斯本通过视频致辞。

《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特使麦德
乐朝觐雍正皇帝纪行（1725-1728）》
手稿本详细记录了葡萄牙使臣麦德
乐从里斯本出发到澳门，途经广州到
北京，然后返回澳门和里斯本的行程
及观感，其中包括麦德乐澳门逗留期
间的生活、与葡萄牙人和当地中国官
员的沟通和礼品清单等。

会上，澳大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萨安东围绕手稿本历史及收藏价值
做了深入讲解。另外，图书馆在仪式
上展示手稿本的影印件，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提供的葡萄牙国王若望五
世于1725年3月29日给雍正皇帝信
件的高清影印件，阿茹达图书馆提供
的麦德乐手稿本及1753年干隆皇帝
给葡萄牙国王若泽一世的信件和礼
品清单的视频。

据澳门媒体消息，为配合澳门特
区政府公共工程逐步采用装配式建
筑技术，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
澳门建造业总工会于11日，在新落成
的石排湾职业培训中心顺利举办了
首场《认识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工作
坊》。

新建成的石排湾职业培训中心
占地约一万多平方米，是劳工局为建
筑业提供职业培训的重要基地，目前
劳工局已与业界团体和专业单位计
划合办的培训包括：装配式建筑吊装
工，建造业讯号及吊索、吊具员，货车
吊机操作员，石材护理及翻新工，叉
式起重车操作员，挖土机操作员，履
带式起重机操作员，自动批荡机及喷
灰机操作员，坭水工和油漆工等多项
训练计划，按目前培训计划，每年可
为建筑业提供二千多个职业培训学
额。

澳门劳工局将持续关注业界需
要，与多方合作，充份运用石排湾职
业培训中心，为建筑业界开办更多有
利业内人员技能提升及行业技术发
展的培训和认证课程。

本次工作坊旨在让学员对装配
式建筑施工技术有初步认识和了
解。在工作坊上，由澳门海龙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派出的导师向学员介绍
中国内地装配式技术发展概况及趋
势、港澳地区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历史
与技术演化、澳门临近地区装配式建
筑典型案例，以及讲解了澳门首个装
配式项目“长者公寓”在装配式设计
和施工上的基本概念，并即场回答了
学员的提问，包括构件生产、防水处
理、施工程序和工程验收等问题。另
外，导师也向学员就设置于石排湾职
业培训中心场内的装配式实物构件
进行了详细讲解。

石排湾职业培训中心
举办首场装配式建筑工作坊

据澳门媒体消息，澳门特区政府
文化局与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
心合作的澳门时尚廊于即日起至9月
18日举办“时尚·异想─大湾区时尚
服装展”，展示粤港澳三地时装设计
师结合功能性及科技元素的原创服
饰。

据悉，本次展览集合澳、深、港三
地新锐时装设计师，展出具未来时尚
感的创意作品，包括邝子峰（澳门）、
韩银月（深圳）及徐逸升（香港）（排名
不分先后）。每名设计师展出3套创

意服装，作品融合时尚与科技面料、
异材质或技术等元素，带出未来科技
感，展现大湾区设计师的创意与时尚
魅力，促进区内业界交流。

此外，时尚廊设有“2022时尚荟
萃─品牌集合店”销售空间，为本澳
业界提供展销平台，汇聚多个本澳原
创品牌的服装及配饰产品，供公众搭
配选购。澳门时尚廊位于澳门圣禄
杞街47号，开放时间为中午12时至
晚上8时，逢星期一休馆，公众假期照
常开放。

澳门时尚廊举办大湾区时尚服装展

展示科技感原创服饰

据澳门媒体消息，澳门特区政府
劳工事务局与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合
作，将于6月15日及17日举办医护业
及餐饮业专场配对会，为澳门居民提
供15个医护业文职岗位和185个餐
饮业岗位。

医护业配对会将于6月15日下
午举行（报名日期6月10日至14日中
午 12 点），地点为镜湖医院霍英东专
科大楼十四楼荷花厅，招聘医护业文
职岗位15个，包括总务科文员、财务
科收费员、财务科入数员、电话接线
生、外科接待员等。活动当天会先向
求职者介绍招聘岗位的职位要求、工
作内容、薪酬福利等，讲解后随即安

排求职者进行面试。
餐饮业配对会将于6月17日举行

（报名日期 6 月 10 日至 16 日中午 12
时），配对会分上下午两场，地点为工
联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澳门关闸马路
101-105A号太平工业大厦一楼），参与
企业合共8间，提供厨师、厨师助理、餐
饮服务员、杂工及水吧等185个岗位。

配对会即日起可登入劳工事务
局行业专场配对会专页进行网上报
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据了解，澳
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6月份将持续
与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合办9场专场配
对会，当中涉及餐饮、保安清洁、医
护、社会服务及零售等多个行业。

澳门劳工局举办医护业及餐饮业专场配对会

提供185个岗位

手稿本入藏仪式现场。

人们在展示摊位前驻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表演。

如果要在澳门寻找一间顶级扒
房，那就不能不提位于新葡京酒店3
楼的The Kitchen大厨，这家餐厅已
连续9年获米其林一星美誉。

大厨是一间融汇西式扒房、日式
寿司吧及游水海鲜缸于一室的餐厅，
来自世界各地顶级牛扒及海鲜活跃在
餐桌上。厨师会在开放式厨房即席制
作面包和烤海鲜及扒类，为顾客提供
最新鲜的美食，你可以一边用餐一边
欣赏厨师的精湛厨艺。

这里的酒窖还珍藏了超过17000
款来自世界各地的名酒佳酿，适合品酒
之士与美食一同品尝。从前菜到甜点，
从鲜嫩多汁的顶级牛扒到新鲜甜美的
海鲜，就像游历舌尖上的旅行，快来大
厨享受一场顶级海陆派对盛宴吧！

澳洲M5和牛战斧牛排

店里的招牌“Tomahawk战斧牛
排”，选用来自澳洲的M5和牛，每一
份都霸气外露，份量十足！

在400至500度的澳洲火山石烤
炉的烤制下，牛扒的肉汁瞬间锁紧，只

需简单的海盐、胡椒和橄榄油进行调
味，已经是这块脂肪分布均匀、肉汁丰
美的牛扒最完美的烹调。牛扒肉质鲜
嫩之余又不失嚼劲，就算不沾任何酱
料，其本真的味道就已足够惊艳！

炭烧波士顿龙虾

除了牛扒，这里的海鲜也是顶级
水准。这道炭烧波士顿龙虾选用了
1.3至1.4斤重的龙虾，龙虾从水箱活
蹦乱跳的状态到烤好上桌，只需要数
分钟，新鲜度和肉质都处于最巅峰的
状态。

喜欢的话，还可以淋上大厨秘制
的酱汁，把龙虾的风味再提上另一个
层次！

野菌汤

喜欢喝浓汤的朋友不能错过这
款“野菌汤”，选用了牛肝菌、羊肚菌
和白菌等多种高级菌类，上桌时再加
上橄榄油，多种菌类温润融合形成浓
厚的味道，口感顺滑，散发着阵阵菌
香，浓度恰到好处也不会太腻。

澳门米其林摘星攻略：澳门扒房天花板

野菌汤。 图片来源：澳门旅游局顶级牛扒顶级牛扒。。

炭烧波士顿龙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