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文图整理 伍芷莹

本版文图除注明来源外均据澳门媒体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责任编辑：陶哲 美编：张一凡 校对：董敏 组版：池东
08 观澳 2022年8月26日 星期五

每当你走进博物馆，会否觉得灯光
总是暗暗的；在你举起相机要拍下展柜
里的文物留念时，工作人员总是善意地
提醒要把闪光灯关掉；而馆内又为何随
处可见温湿度监测仪器……这些疑问
都与文物的保养有关。

本期，我们将会带大家走进澳门博
物馆文物修复团队的工作室，看看他们
如何协助文物“养生”，致力于保留文物
的历史信息和艺术美感。

澳门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室目前共
有4位专业修复人员，他们是所有馆藏
的“家庭医生”，为文物治病并制定合适
的养生方案。每位修复人员各有专攻
的领域，有人专注于古籍、书画等纸质
文物，亦有专注于金属类和陶瓷类等文
物。此外，他们还需照顾木器、纺织品
以及石器等藏品。不得不提的是，文物
修复是一项极需耐心的工作，经常需要
日复一日地重复一个动作才能把一件
文物修复好。

●养生法则一：修复

据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人员介绍，

文物按材质主要分为有机文物和无机
文物两大类：有机文物指有材质取自
动物或植物，如纸质、皮革、纺织品、象
牙、油画等；无机文物包括金属、珐琅、
石头、陶瓷、玻璃等。相比之下，有机
文物对温湿度变化及虫害较为敏感，
所以需要经常检查馆内的环境变化。
一旦发现文物出现损坏或败坏的情
况，修复团队就会先检查损坏程度，从
藏品系统中找出该文物的“病历表”，
以文字及图像记录文物修复前的状
态，检查文物需要作出修复的地方，根
据文物的损坏程度制定不同的“治疗

“方案。
在众多文物中，古书画及古籍是经

常需要被修复的有机文物之一，原因是
它们也有自己的寿命，即使是储放于良
好的环境，阻挡了诸多虫害，但纸张也
可能老化，所以定期修复是必须的。值
得一提的是，修复工作不存在固定的方
法，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材料，而是按修
复人员的专业技术和经验作出判断。

中国书画文物的修复流程包括揭
裱、清洗、托背、修补、托绫、镶边、复背、

下墙、磨画、方裁等，修复人员在对藏品
情况作出评定后，会按合适的步骤进行
修复。

至于无机文物的修复，以圣若瑟修
院藏珍馆内的十字架铜质底座及配件
为例，经历岁月洗礼下底座及配件的表
面受到氧化，也因被长年供奉余留油
渍，修复人员用了近半个月，利用各种
方法进行修复。

●养生法则二：保存

除了修复，维持文物处于稳定状态
也是修复人员重要的工作之一，因此要
经常监测文物的保存状况，特别是纸
质、皮革、纺织品、象牙、油画等有机文
物。日常工作包括温湿度及光线的亮
度的检测，以防文物出现各种劣化状
况，如氧化、虫菌滋生，以及褪色等。这
也就是为什么博物馆里的灯光比较暗，
而且不宜用闪光灯拍摄文物。与此同
时，修复团队还要定期清理展柜，确保
存放环境良好。

文物的日常维护也很重要。图为
修复人员小心翼翼地量度一件馆藏旗

袍，并为之除尘。
文物修复人员定期透过温度、湿度

等数据检查文物所处的环境，监测文物
的健康状况。

●养生法则三：观众的理解

文物的养生法则，除了有文物修复
人员的努力以外，还得要有你我这些观
众对文物修复的理解。

文物修复是一项耗费时间和资源
的工作，故修复人员需要遵守以可识别
性原则、真实性原则、最小干预原则、可
逆性原则以及持续性原则，以制定恰当
的方案，以待更佳方法出现时可以再次
修复。因此，很多时候文物修复没有达
到焕然一新，而是倾向保持原有的古朴
感觉。

每一件文物都是前人留下来的具
有历史、艺术以及研究价值的珍贵记
载，因有修复人员的努力，一代又一代
文物的故事才得以传承下来。

文物的传承，并一直得到观众的理
解的赏析，将永续它们的生命，这就是
修复文物的意义，也是博物馆的使命。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澳门文化发
展咨询委员会日前召开2022年度第三
次全体会议，通过成立产业发展研究、
文化活动项目、文化资源开发利用3个
专门负责小组，并向各委员介绍2023
年度的重点工作计划。澳门文化局局
长梁惠敏表示，2023年将以郑家大屋、
岗顶剧院、海事工房作为试点，引入具
有澳门特色的常驻品牌演出项目，并
开放海事工房和荔枝碗船厂片区等，
让业界利用历史建筑商业化营运。

会后，梁惠敏引述会议内容称，
2023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将继续推动澳
门本地与外地拍摄团队的合作，吸引
制作团队来澳取景。2021年，澳门文
化局共收到逾190个来澳拍摄的申请，
逾150个申请获通过，其中澳门本地占
七成，内地占两成多，其余申请为其他
地方，不获通过申请者通常为该拍摄
团队自身计划改变。

当前由于疫情关系，部分外地拍摄
团队来澳受到一定影响，但特区政府表
示，他们正逐步优化多方面条件吸引内
地或外地团队来澳拍摄，包括推出一站
式拍摄流程及完善各部门沟通机制、加
快审批程序等。“未来希望可以设立更多
鼓励措施，吸引更多拍摄团队来澳取景。”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还提到，希望
可以借拍摄团队来澳取景的新机遇，
给予澳门本地影视团队加强与各地拍
摄团队交流的新平台，从中向外界推
广澳门形象。

在推动澳门文艺表演发展方面，
梁惠敏称，2023年将促进文化产业与
其他产业联动发展，包括善用澳门文
遗空间，优先以郑家大屋、岗顶剧院及
海事工房作为试点，引入具有澳门特
色的常驻品牌演出项目，打造复合式
体验文旅景点。当前澳门文化局正初
步构想，实际操作仍需交由专门负责
小组进行商讨，待日后有相关详情会
向外公布。

梁惠敏补充道，选择郑家大屋等3
个文遗景点优先作为试点，是因为它们
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亦是绝佳的演
出场地，“我们希望有系统地安排具有澳
门特色的表演，全方位运用文化场所。”

当前，澳门文化局共发出800张
“艺游人”卡，以澳门表演人员为主。
“相关项目的演出场地具有一定限制，
并非每个场所都可以表演。”梁惠敏表
示，未来将向优化场地的开放性与多
元化方向努力，提高艺人演出的灵活
度。

谈及荔枝碗船厂片区，梁惠敏表

示，当前已开展活化工程（意指“激活”
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文化意义，将传统
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计划年底前完
成整个修复工程的结构，之后再按计
划设置休闲功能设施。

澳门文化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邢
荣发补充，会上有委员关注到街头艺
人的发展至今仍未见起色，认为其与

场地限制及法律制约等因素有关。
在听取多名委员提出想法后，澳

门文化发展咨询委员会主席、社会文
化司司长欧阳瑜回应称，未来政府应
会着重解决街头艺人的发展问题。欧
阳瑜还提到，有意通过部分文化活动
引入葡语系国家的表演团体来澳交
流。

据澳门劳工事务局消息，8月29
至30日，澳门劳工事务局、澳门银行
公会与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组织18家
银行将在澳门美高梅大宴会厅联合
举办“银行业大型专场配对会”，提
供235个职位空缺，涵盖82个工种，
有意投身银行业发展的澳门居民，
可于劳工局官网进行预约。

据介绍，本次“银行业大型专场
配对会”提供的职位空缺，涉及银行
内多个业务范畴，包括柜员、文员、
客户经理、市场分析员、资讯科技专
员、财务及信贷专员等岗位。

在“银行业大型专场配对会”举

行期间，同场每日还设有两场讲座，
分别为“澳门金融业在粤港澳大湾
区的发展定位”及“为青年人解构澳
门银行业人资需求”，由澳门银行公
会委派资深的业界代表主讲。

此外，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还将
委派专业导师主讲“职场面试技巧
工作坊”及“入职素养增值工作坊”。

澳门劳工事务局表示，有意投
身银行业发展的求职者，可通过“个
人一户通”登入劳工局行业专场配
对会专页的“银行业专场配对会”，
投递个人简历，报名从即日起截至8
月27日。

澳门劳工局与团体合办“银行业大型专场配对会”

提供235个空缺职位 涵盖82个工种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中秋佳节
将至，为了让市民认识传统节日及
感受节日气氛，澳门文化局辖下澳
门博物馆将于9月 10日举办两场

“中秋节柚子灯笼工作坊”，欢迎市
民报名参加。

中秋节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
统节日之一，亦是澳门非物质文
化遗产清单项目，为推动市民认
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澳门博物馆
将持续举办“非遗零距离”工作
坊，让市民通过对非遗项目的亲
身体验，加深对澳门历史文化的

认识。本次“中秋节柚子灯笼工
作坊”为“非遗零距离”系列活动
之一，工作坊由澳门资深导师现
场示范，指导市民手制柚子灯笼
以欢度中秋，并通过制作别具特
色的灯笼，让市民感受非遗的传
承及再创造。

本次活动将于9月10日在澳门
博物馆礼品店举行，分为上、下午
班，两场工作坊均以粤语进行教学，
有兴趣的市民可于即日起通过文化
局网页“网上活动系统”了解详情及
进行网上报名。

澳门文化局推出非遗零距离中秋节工作坊

手制灯笼感受非遗传承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澳门赛区
组织委员会（下称“全运会澳区组委
会”）日前举行2022年度第一次会
议，由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全
运会澳区组委会主席欧阳瑜主持，
会议向各委员介绍全国运动会概况
及澳门赛区筹备情况。

欧阳瑜表示，第十五届全国运
动会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共同承办
的全国性大型综合体育赛事，对澳
门社会和经济发展、体育事业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澳门参与举办第
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丰富大型体
育盛事元素，促进湾区城市协同发
展，以及体育、旅游、文化等产业深

度合作，有利于加快推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她希望，通过体育赛事平台，
推动本地体育产业发展，带动旅
游、文创、酒店、餐饮、运输等关联
行业的协同发展，展现澳门社会的
竞技精神与凝聚力，塑造体育旅游
盛事之都的形象，充分发挥全运会
的综合价值。

会议介绍办赛要求、拟承办项
目的考虑因素、体育场馆介绍、志愿
者工作计划及接待等相关工作。会
上，澳门特区各政府部门代表充分
讨论交流，提出多项宝贵意见。

（据人民网）

第十五届全运会澳区组委会
召开第一次会议

“2022 澳
门 青 年 创 新
创业大赛”总
决 赛 及 颁 奖
礼24日举行，
主 办 方 为 冠
军项目颁奖。

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赛果出炉
夺冠项目代表：希望推动澳门产业多元发展

8月24日，由澳中致远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青
年创业创新培育筹备委员会联合举
办的“2022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总决赛及颁奖礼于澳门科学馆会议
厅举行。22支创业队伍经轮番路
演、专家及投资人评审后，最后由澳
门金融科技项目“金融计算加速平
台-为芯片产业构建应用生态环境”
夺得冠军。项目代表表示，期望能为
产业多元发展添动能，为澳门经济转
型作出贡献。

澳门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局长
陈汉生致辞时提到，今年报名刷新
纪录，超过140个项目参与报名，报
名项目涉及领域比以往更为广泛，
包括高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疗、
大健康和人工智能等。“我很高兴见
证这项活动的逐步成长，近年来，澳
门优秀科创项目也在国际及全国性
比赛上屡获佳绩。”陈汉生表示，希
望参赛青年勇于创新求变，抓紧市
场新业态以及大湾区和合作区的发
展机遇，研发更多具有创意及科技
含量的产品和服务，为澳门经济注

入新的发展动力。
作为评委之一的深港湾区互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志坚表示，今
年是第三年担任该比赛评审，欣喜发
现参赛项目质量、水平等各方面都在
逐年提升，整体水准基本上能与国际
并肩。“今年最为亮眼的是，参赛产品
均与大湾区有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在
产品的生产或设计上都涉及到大湾
区资源，即使是澳门团队亦能善用到
大湾区的技术支援等各方面。”

夺冠项目代表受访时表示，此次
参赛项目结合了“芯片产业”和“金融
计算”的元素，为芯片产业构建金融
计算应用生态环境，提供优化的异构
计算平台，其特点是能耗少、计算速
度快，且技术自主，同时未来可以为
不同行业搭建应用生态环境。“我们
期望通过产品项目为澳门地区未来
的高端制造发展打出一片新天地，让
澳门未来在芯片半导体行业中有一
定话语权。”项目代表补充道，希望能
为补缺澳门在芯片半导体行业的空
白尽一份力，为澳门的经济转型作出
贡献。

澳门打造复合式体验文旅景点
郑家大屋岗顶剧院海事工房将引入常驻品牌演出项目

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惠敏表示，2023年将以郑家大屋、岗顶剧院、海事工房作为试点，引入具有澳门特色的常驻品牌演出
项目。 澳门文化局供图

修复。 保存。 澳门文化局供图

澳门文化发展咨询委员会召开2022年度第三次全体会议。

走进澳门博物馆：揭秘文物的“养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