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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常常可以发现一
些特别的墙。有很多五颜六
色的墙面，斑驳老旧、藤曼枝
缠；有一些贴满了旧时的老海
报，仿佛写满了这个城市的故
事。

澳门包容又开放，不同的
人都可以在这个城市找到他
的兴趣点，可以是书香、树影
的小清新，也可以是细碎、平
凡的市井烟火，甚至是纸醉金
迷式的生活。澳门有太多的
个性，不如我们来一场色彩斑
斓的旅行，从视觉之美的角度
认识一个全新的澳门。

今天，我们将要走进澳
门舒适放松的“绿色花园”，
在绿色的簇拥下感受澳门的
生机勃勃。

●推荐打卡地：龙环葡韵
地址：澳门氹仔海边马路

很多来自澳门的明信
片上，常常会印着一幢绿色
的房子，阳光洒在斑驳的绿
色墙面上，光影之间显得尤
其好看，这里就是能代表澳
门闲情雅致的龙环葡韵。
龙环葡韵由海边马路的五
栋葡式住宅博物馆、嘉模教
堂、氹仔图书馆、氹仔市政
花园和十字花园两个小公
园组成. 为了避开游客高
峰，可以早晨前往龙环葡
韵，你可以悠闲地在葡式建
筑小型别墅群里漫步，薄荷
绿的视觉将会为你的夏日
带来阵阵清新。

●推荐打卡地：岗顶剧院
地址：澳门半岛冈顶前地

想要感受澳门的葡式情
怀，那岗顶前地是个不错的
选择。相比于老城区里的其
他热门景点，岗顶前地显得
低调而宁静，广场由葡国灰、
白、黄的彩石铺成海浪图案，
周围的建筑圣若瑟修院大楼
及圣堂、岗顶剧院、何东图书
馆、圣奥斯定教堂都拥有典
雅的色彩感。其中，岗顶剧
院更被称作中国第一所欧式
剧院，建筑主色调是绿色，配
上墨绿色的门窗、天气晴朗
的时候，显得尤其精致。

●推荐打卡地：路环
地址：澳门路环戴绅礼

街、环廉慕士街

和澳门豪华酒店娱乐城
的氛围相比，距离市区大概
15分钟车程的路环显得尤为
不同，常常有朋友开玩笑说，
这是澳门的崇明岛。如果你
想要体验不一样的澳门，那么
路环非常欢迎你来走走逛
逛。路环除了能让人感受到
悠然自在，身边还有很多绿植
环绕。在安静的小马路上，不
仅有马卡龙色的古老建筑，还
有颇有设计感和情怀的店铺，
比如跨界艺术作品和咖啡美
食的Cafe Dos Amigos，还
有葡式蛋挞的鼻祖安德鲁饼
店。

文图/澳门旅游局

据澳门警察总局消息，8月20日下
午，警察总局在澳门凼仔北安出入境事
务大楼举行“2022年民防志愿者”迎新
仪式，并嘉奖在过去一年积极参与民防
活动的志愿者。仪式由澳门保安司司
长、联合行动指挥官黄少泽主持，参与民
防志愿者培训的部门领导、代表及民防
志愿者出席活动。

“民防工作必须按照由政府主导和
统筹、社会多元参与的现代模式来开展，
才能最大程度凝聚各方合力，实现更高
效的灾害事故预防及应对效果，更有效
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市民的安居乐
业。”保安司司长、联合行动指挥官黄少
泽致辞时表示，第11/2020号法律《民防

法律制度》的正式实施，为澳门民防工作
中政府、社会和公众的高效协同参与创
造了现代模式和有利条件，当中法律所
确立的民防志愿者和协防制度，就是现
代民防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仪式上，澳门保安司司长、联合行
动指挥官黄少泽、澳门警察总局局长、
辅助联合行动指挥官梁文昌、澳门海关
关长黄文忠分别向 8位民防志愿者颁
授嘉奖状，以表扬他们在过去一年的积
极参与。随后，三位获嘉奖志愿者代表
亦分享成为民防志愿者的感受和个人
体验。仪式后，新一批民防志愿者参观
民防行动中心，实地了解中心的设施和
运作情况。

澳门警察总局举行
“2022年民防志愿者”迎新仪式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澳门文化局
辖下恋爱·电影馆主办的“《何小涌的关
键格》角色动画创作展”于8月19日晚举
行开幕式。“何小涌”动画形象的创作人
岑健恒表示，这是澳门本地年轻一代动
画创作创业者首次单独举办展览，得益
于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全力支持推广。“我
们的目标是让‘何小涌’在澳门家喻户
晓，还要走向粤港澳大湾区，走向全国。”
岑健恒信心满满地说。

据介绍，“何小涌”是一只卡通龟的
名字，来自澳门鸭涌河公园。全身淡淡
的绿色，特色是龟壳——澳门美食菠萝
包、杏仁饼、蛋挞等都是它的壳。它从岑
健恒笔下诞生至今已逾10年，“何小涌”
玩偶、贴画、手袋、靠枕、T恤衫、口罩等
一系列文创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本次展览主要呈现澳门原创IP“何
小涌”的动画短片及作品，首次全面公开
展示该角色相关的关键格及手稿。“帧格
是制作动画的最基础单元，关键格指角
色、物体变化中的关键动作帧格，是创作
过程中至为关键的部分”。岑健恒介绍，
展览以创作手稿展示的形式，介绍动画
创作的概念设计、角色规划、氛围设定、
分镜表、动画制作等全过程，有助于公众

加深对手绘动画的基本原理及幕后制作
的了解。

同时，展览还现场播放《百锦龟集》
《何小涌作品集》《何小涌动画短片》等录
像，以及包括抗疫主题在内的一系列平
面作品，巨型“何小涌”公仔展示介绍“何
小涌”眼里的澳门故事，呈现澳门本地动
画文化特色。

据悉，该展览展期截至10月27日，
供游客免费参观。

澳门首个原创动画作品个展开幕
展期截至10月27日 游客可免费参观

据澳门理工大学消息，为发挥澳门
“中葡平台”作用、加强世界范围内高等院
校学生之间中葡语言翻译技术的交流，进
一步推动中葡翻译教学与科研的最新成
果在澳门、中国内地以及“一带一路”国家
的应用，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和澳门理
工大学合办的“第六届世界中葡翻译大
赛”由即日起接受学生报名。

“第六届世界中葡翻译大赛”新闻发
布会日前通过线上方式举行。澳门教育
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丁少雄表示，为助力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落实澳门“一
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发展定位，并进
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大
力支持各高等院校推动中葡教学及科研
工作，促进中葡经贸、文化、法律等领域的
发展。“这项国际翻译盛事的举办，将有助
于澳门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扩展中国与葡
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持续推动
中葡翻译教研交流合作，对深化澳门的

‘中葡双语人才培训基地’建设起积极正

面作用。”
大赛学术委员会主席张云峰介绍，

“世界中葡翻译大赛”作为全世界规模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深远的中葡翻
译赛事，五年来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亚洲、
欧洲、南美洲及非洲众多高等院校报名参
赛，并取得优异成绩。今年，为鼓励更多
优秀队伍参赛，奖项设有冠、亚、季军各一
队。另外，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葡语国
家在中葡交流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大赛设
有“粤港澳大湾区高等院校特别奖”及“葡
语国家高等院校特别奖”各两队奖项。

据介绍，“第六届世界中葡翻译大赛”
支持中国内地、澳门、香港、葡语国家、加
入语言大数据联盟（LBDA）的高等院校
及其他国家或地区设有中葡翻译、中葡语
言或相关领域的高等院校本科学生、以及
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学生参加。各参赛
队伍须于2022年9月30日前于大赛网
站线上方式提交报名表及所需文件，主办
单位收件后将以电邮方式予以确认。

“第六届世界中葡翻译大赛”
开始接受报名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澳门文化局主
办的文化艺术普及计划《文化讲堂》，将于
9月推出3场公众讲座，包括《镜海雄镇—
澳门城市发展历程》《一名走在IP路上的
师奶》以及《卖猪仔——澳门苦力港的血
与泪》。3场讲座均以粤语进行，澳门市
民8月22日可在澳门文化局网页“活动
报名系统”报名。

据介绍，讲座《镜海雄镇—澳门城市
发展历程》将于9月17日下午3时举行，
澳门城市规划师林翊捷将以澳门城市规
划与发展历程作为主轴，浅析澳门现存
文物、社区、城市规划与历史事件的关
系，增强参与者对现存文物与澳门城市
规划的理解；本年全新专题讲座《一名走
在IP路上的师奶》则将于9月23日晚上
8时举行，由澳门原创 IP品牌“半岛师
奶”创作者梁健通过亲身经历，向公众分

享知识产权如何成为自我表达及创作核
心理念的良好工具，以及在日常生活中
的影响。

此外，讲座《卖猪仔——澳门苦力港
的血与泪》将于9月24日下午3时举行，
澳门本土历史研究学者劳加裕将介绍澳
门19世纪中叶时期，大批华人契约工出
洋打工的血泪史，以及澳门成为苦力贸易
港的历程。上述讲座均于澳门纽曼枢机
艺文馆（澳门得胜斜路55号地下）举行。

澳门文化局表示，本次活动致力于以
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公众分享丰富多元的
专题内容，年满13岁或以上的市民可于
8月22日上午10时起，通过文化局网页

“活动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若报名
人数多于指定名额时，将以抽签形式录
取，获录取者将以短信或电邮通知，未获
录取者则不另作通知。

澳门文化讲堂9月公众场讲座
今日接受报名

澳门原创IP“何小涌”。 澳门文化局供图

据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消息，
为加快推动经济复苏，改善社区商户
经营状况，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将
再次与地区商会合作，在凼仔旧城区
一带举办“悠凼仔”活动，并引入AR
（增强现实）技术，结合消费优惠及礼
品奖赏，吸引市民和游客玩乐消费，盘
活社区经济。

据介绍，“悠凼仔”活动将争取在
9月底前推出，以迎接“十一”黄金
周。当前，澳门经科局正联同商会密
锣紧鼓地进行活动的技术开发、装置
搭建、商户培训等一系列筹备工作。

此外，澳门经科局与地区商会合
办的“关前荟”及“悠路环”两项活动也
将续办至本年10月底结束，以延续活
动影响力。

此前，澳门经科局联合不同地区
商会从去年底开始，先后推出“关前荟”

及“悠路环”两项活动。通过AR技术
应用与社区消费场景结合的模式，提
升市民与旅客的游览及玩乐体验。

数据显示，截至8月17日，“关前
荟”网站录得近 38.3 万人次浏览，
有近4.7万人次参与了“关前荟”活动
的AR互动，澳门经科局还通过该活
动向参与者发放了逾9.5万张商户优
惠券。此外，“悠路环”网站也录得近
33.1万人次浏览，有近1.6万人次参与
了AR互动。通过“悠路环”活动，澳
门经科局向参与者发放了19.2万张
电子现金券。

根据问卷数据，约有84%受访者
表示因“关前荟”活动或“悠路环”活动
延长了游览时间，约80%表示因这两
项活动增加了消费。

澳门经科局表示，各项活动的开
展有助于延长居民及游客在社区停

留以及刺激消费，这对促进社区商户
经营起到积极作用。“我们将持续善
用线上线下多个渠道，包括不同的新

媒体及平面媒体工具，为各项活动进
行广泛宣传增强曝光，吸引人流量前
来消费。”

吸引游客玩乐 盘活社区经济
澳门举办“悠凼仔”等系列活动迎“十一”黄金周

龙环葡韵

据澳门旅游局消息，在澳门和内
地通关利好措施下，澳门旅游局近日
重启线下宣传工作，8月下旬正式启
动“感受澳门·乐无限”大篷车巡回路
展，9月初正式启动“山东·青岛澳门
周”大型路展。同时，澳门旅游局将利
用多渠道宣传，计划推出幸运旅客推
广活动，为其提供礼遇行程并将游历
过程制作成短片，以真实旅客的新体
验宣传澳门旅游。

据悉，今年8月至12月的9个周
末，“感受澳门·乐无限”大篷车巡回路
展将走访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海、中山、
深圳、广州、肇庆、惠州、江门、佛山及
东莞9市。首站将于8月27日在珠海
市奥园广场开幕，以期招徕临近的大
湾区旅游消费客群。

同时，澳门特区多个部门与多家
企业机构携手商会，于9月8日至12
日，举行今年首个“澳门周”——“山
东·青岛澳门周”大型路展，向当地业
界及居民展示澳门的旅游、商贸、文
化、文创、体育及娱乐等特色元素。届
时，澳门旅游行业将提供多项优惠，吸
引更多内地旅客到澳门旅游及消费，
促进旅游经济复苏。

为更好吸引游客前来参与澳门各
项旅游活动，旅游局还计划推出幸运
旅客推广活动，为其提供礼遇行程并
将游历过程制作成短片，以真实旅客
的新体验宣传澳门旅游。据悉，旅游
局近期已在不同旅游景点，寻觅幸运
旅客率先试玩。来自广东江门的一对
年轻夫妇成为首批幸运旅客，体验全
新旅游礼遇行程，旅游局如实记录幸
运旅客的真实体验和感受，以“真人
秀”形式宣传澳门旅游特色。

据澳门旅游局透露，疫情基本稳
定的情况下，已在各个官方线上平台，
包括微信、微博、抖音和小红书等渠
道，陆续推出最新系列短视频及推文
宣传，结合“感受澳门乐无限”月月精
彩活动，加推酒店和机票优惠，并为目
标客户群打造营销活动。“当前珠澳通
关利好，我们会努力把握机会，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情况下，全力扩大客源，推
动澳门旅游业复苏。”

重启旅游宣传 全力扩大客源

澳门旅游推介大篷车开进大湾区

首批幸运旅客体验全新旅游礼遇行程。澳门旅游局供图

“感受澳门·乐无限”大篷车巡回
路展效果图。

色彩澳门：舒适放松的“绿色花园”

“悠凼仔”活动效果图。
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供图

路环

岗顶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