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疫情防控进入“巩固期”

熟悉的“烟火气”又回来了
23日零时起，澳门

疫情防控进入“巩固期”，
实行有限度复工。全体
在澳人士须每天自测抗
原并将结果上载至申
报平台。据澳门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
心通报，7月23日全天，
澳门新增5例本土新冠
核酸阳性个案，全部属于
管控中发现，社区“零新
增”。

此外，第13轮全民
核酸检测已结束，结合重
点区域核酸检测，共采样
722335人次，累计共有
2管混样样本呈阳性，其
余均为阴性。在2管阳
性混样样本中，其中1管
经单样检测发现1人呈
阳性，另1管则已安排涉
及人士做进一步检测，有
关检测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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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澳门：

塔石广场边的“红黄屋”

澳门6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同比增长1.32％
由家佣薪酬和外出用餐收费等因素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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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研岭南侨乡建筑创新模式
澳城大师生参与国家艺术基金培训

景区和街市恢复生机

经历12天“静止状态”生活，不少
居民早已按捺不住，纷纷外出放松。
23日早上7时，市政署开放松山、水
塘等多条跑步径供市民散步，景区人
流量变大但秩序井然，市民基本佩戴
口罩，也有人在跑步径内放狗。此
外，还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菜，菜肉
档、熟食店及生果档均有人排队购
物。沙梨头街市更为热闹，市政署人
员在现场架起栅栏，限制入内人数，
进场者须先取号，有警员在场维持秩
序。义字五街也有警员实施人流管
制，行人须按指定方向进出。

大三巴牌坊及新马路一带，凼仔
地堡街、官也街等店铺有序重开，包
括珠宝金行、手信店及运动服装店
等，但顾客较为稀少。有中区商铺职
员称，虽然行人增加，但估计恢复日

常客流还需时日。

市民忙着剪发取货

23日凌晨2时，提督马路附近符
合条件重开的理发店已抢闸营业。
据现场观察，有两三名客人在店内洗
头剪发，其中有的士司机。早晨天
亮，各区理发店相继出现候剪顾客。
有理发师感叹“顾客太多，剪不过
来”。有顾客换上清爽发型步出店
铺，神采奕奕。

凼仔市区街道行人车流增加，其
中网购代收店、理发店外人最多。因
疫情防控，网购代收店停业多天，部
分面积较小的店铺门外堆放大量货
物待客领取。有业者表示，澳门代收
店大多恢复营业，很多电商货品陆续
从内地运抵澳门，呼吁居民尽量错峰
取件，遵守防疫指引，取货时保持适
当距离。

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
示，2022年6月澳门综合消费物价指
数为103.86，较去年同期增长1.32%，
涨幅主要由家佣薪酬和外出用餐收费
上调、汽油和石油气价格上升带动。
而住屋租金、通讯服务费用和猪肉售
价下调则中和了总体涨幅。

在各大类价格指数中，家居设备
及服务和交通两大类按年分别上升
13.71%及 7.52%，通讯大类则下跌
10.24% 。 甲 类 消 费 物 价 指 数 为
103.57，乙 类 消 费 物 价 指 数 为
104.24，同 比 分 别 上 升 0.97% 及
1.80%。

与5月比较，6月综合消费物价指
数上升0.21%。家佣薪酬与汽油售价
上扬，带动家居设备及服务和交通的
价格指数分别上升2.26%及0.66%；
鲜鱼及蔬果价格和外出用餐收费上
调，带动食物及非酒精饮品的价格指
数上升0.32%。另一方面，康乐及文
化、烟酒、住屋及燃料的价格指数分别

下跌0.24%、0.21%及0.14%。甲类及
乙类消费物价指数分别环比上升
0.17%及0.26%。

截至2022年6月，澳门综合消费
物 价 平 均 指 数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0.92%，其中家居设备及服务上升
7.84%，交通上升6.48%，升幅均较明
显。甲类及乙类消费物价平均指数分
别上升0.70%及1.22%。

2022 年第二季度综合消费物
价平均指数为 103.69，同比上升
1.16%，甲类指数为 103.43、乙类为
104.02，分别上升0.83%、1.61%。上
半年的综合消费物价平均指数同比上
升1.06%，甲类及乙类消费物价平均
指数分别上升0.75%及1.47%。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介绍，甲类
及乙类消费物价指数分别涵盖约
50%和30%的住户，每月平均开支分
别为1.2万至3.6万澳门元及3.6万至
6.3万澳门元，而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则
涵盖上述所有住户。

7月24日，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
局发布消息，预计澳门未来数日天气
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将达36度以上，
市民需谨防中暑，避免在烈日下进行
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

24日上午，气象局发出橙色高

温提示。下午3时实时天气显示，各
气象站普遍录得35度以上气温，其
中大潭山更是录得最高气温 37.4
度。酷热天气下，不少途人使用防晒
装备，市面冰块需求增多，工人忙于
送货。

澳门未来数日天气持续酷热
气象局提醒市民谨防中暑

漫步于澳门的大街小巷，在阳光
下欣赏不同建筑散发的迷人魅力，目
之所及，都是一场色彩、曲线与光影
交织而成的盛宴。今天要为大家推
介的打卡点，是位于塔石广场的几座

“红黄屋”——澳门中央图书馆、澳门
档案馆和塔石艺文馆。

塔石广场为昔日练兵场地，2007
年完成改建，地面铺满葡式碎石，开阔
的广场融合周边的文化设施，富有文
化和艺术气息，成为重要的活动举办
场地，也是澳门居民主要的休憩空间。

广场西侧有三幢色调统一但又
各具特色的“红黄屋”，其中一座便是
澳门中央图书馆。

澳门中央图书馆建于1895年，初
期附属于利宵中学，馆址设于圣奥古
斯定修道院。该馆发展历程艰辛，于
1917年至1929年间先后搬迁至圣约
瑟修院、峰景酒店大楼、塔石残疾人
收容所及市政厅（市政署前身）大
楼。1983年，迁至荷兰园大马路一幢
古典建筑物内，发展壮大至今。

现在澳门中央图书馆的服务已趋
于多元化，除了基本的服务如读者证办
理、资料影印、查阅《澳门特别行政区公
报》、图书资料借阅及报刊阅览外，还增
加了微缩资料查阅、澳门资料参考咨
询、逾期报刊阅览、宽带上网、电子化新
闻信息、电子资源数据库等服务。

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该馆于2007
年初进行了内部改善工程，扩大使用
空间及座位数量、重置家具及增加阅
览设施等。两层面积共1371平方米，
阅览座位约271个，藏书约9.7万余册
（包括澳门资料馆藏约 33659 册）、缩
微资料672卷、影音资料4329件、各
地报纸92种、各类杂志600种。整体
上，其馆藏以资讯科技类图书、英葡
语书籍、澳门资料及葡萄牙在远东的
历史文献为主。

与中央图书馆一样拥有红黄色
调的，还有旁边的澳门档案馆和塔
石艺文馆。这些两层高的楼房始
建于二十世纪初，具有典型的欧陆

风格，经过重新修建、活化改造，于
1982 年获太平洋亚洲旅游协会的
文物奖。如今，荷兰园塔石区这片
风格特别的建筑群，已经成为澳门
具有文化特色的地标和旅游热点。

典雅精致的建筑和葡式碎石路
交相辉映，令人仿佛置身于某个欧洲
小镇。鲜黄色、砖红色等鲜艳的颜色
在蓝天白云之下，显得格外优雅迷
人，十分适合拍照。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塔石广场
的风情都自成风格。沿着建筑群往
前走，就会感受到一股令人迷醉的澳
门文艺风。如果喜欢的话，以后可别
忘记来这里打卡！

为了让服装业界和有兴趣的市
民了解最新时尚资讯，澳门生产力
暨科技转移中心将于 7月 27日（周
三）19时，举办“元宇宙新时代：虚拟
时尚发展趋势及应用”线上讲座，探
讨时尚行业在元宇宙的发展及新趋
势。

讲座邀请到(RE) Create市场策
略顾问公司朱素谊以及著名设计师杰
夫担任主讲嘉宾，他们将围绕元宇宙
的概念、时尚行业在元宇宙中的发展

及新趋势，探讨区块链技术如何影响
产业，以及设计师如何面对新技术的
改变。讲座同时将邀请XR Space艾
克萨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的陈安婕分享
个案经验，让业界人士了解虚拟时装
技术等新兴科技，借机思考如何提升
产值及竞争力。

讲座将通过ZOOM平台以视频
会议形式进行，全程使用普通话，有兴
趣人士需先到该中心网页报名，届时
再登入平台参与。

澳门生产力中心将办线上讲座
探讨时尚行业在元宇宙的发展

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艺术人
才培养资助项目“岭南侨乡建筑艺术
创新人才培养”开班仪式日前在广东
技术师范大学举行。本次研习活动汇
聚来自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
城市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美术学
院、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
东财经大学、五邑大学、广东技术师范
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行
业内的精英人士，以及全国各地的学
员，共同探讨岭南侨乡建筑艺术创新
人才培养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副院
长王伯勋副教授在开班仪式上致辞。
他表示，此次项目开班恰逢其时，项目
聚焦艺术与科技，紧跟大湾区经济发
展建设，体现出战略性、创新性、融合
性和发展性，以及共同构建高质量人
才培养体系的宗旨。澳门城市大学作
为澳门高校的代表参与其中，体现出
澳门融入粤港澳高等教育发展和国家
发展大局的姿态，将发挥其设计与艺
术相关学科领域的优势。参与此次研

习的澳城大设计学研究生，将在世界
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进行重点调
研，深度挖掘岭南侨乡建筑艺术设计
的特色。

随后，王伯勋以《文化遗产之学术
研究与艺术设计》为主题，结合学术研
究、艺术设计和跨界融合等方面，指出
侨乡建筑艺术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
战。“单一的知识结构已无法满足当下
的发展与需求，更无法产出优秀的成
果。要了解侨乡历史及侨乡建筑形成
的脉络，侨乡村民的当下需求和情感
归属，尊重历史文化本体，把保护放在
首位，坚守底线，之后再寻求合适的手
段进行艺术介入创新。”

据悉，澳城大共有3名设计学研
究生通过甄选，获得参与此次研习
活动的机会。同学们表示，在澳门
的学习经历，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以
岭南文化、闽南文化、葡国文化等为
基础的澳门多元文化对城市景观建
筑的深远影响，他们对本次研习活动
充满期待。

记者从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
变协调中心获悉，自6月18日澳门出
现本土疫情以来，截至7月20日，电
话、电邮、短信、网站等四个政府查
询平台累计处理101803宗查询和求
助个案。澳门有关部门结合疫情发
展，优化流程，持续提升回复速度和效
率以满足市民需求。

据介绍，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加
强与居民的沟通，自2020年1月起，
应变协调中心分别启动24小时热线
电话、查询电邮。同年8月及9月，因
疫情查询需求增加，又增设短信查询

系统、建立“新冠肺炎防疫事宜查询
和求助”网上咨询及求助系统，以便
向居民提供更便捷高效的讯息接收
途径。

近期查询和求助内容主要涉及申
请解除红黄码、核酸、快速抗原检测、
健康码问题，以及申报接触史或共同
轨迹等。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为应对大量
的查询求助，热线已由成立之初的12
条线增至24条，并将持续优化网上咨
询求助平台界面及功能、提高效率以
满足市民需求。

澳门特区政府持续优化疫情信息服务
四个平台1个月处理逾10万宗查询求助

工作人员对街市进行消毒准备迎客。

不少居民到街市买菜，菜肉档、熟食店及生果档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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