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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賀勉【大公報】

記協、記聯：澳媒同受鼓舞
公、文章報國”，作為迄今發行
時間最長的華文媒體，《大公
報》以其不凡歷程和卓越成就，
堪為標杆，值得鏡鑒。從中國現
代新聞出版而言，澳門作為發軔
之地有著悠久歷史，澳門媒體事
業持續發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
色的媒體生態，至今活躍一批文
脈綿長的報刊，並與新媒體潮流
緊密融合，齊驅並進，為澳門不
同時期的發展發揮了應有的積極
作用，這是屬於澳門媒體的光
榮。澳門回歸祖國後，特區社會

呈現和諧局面，整體發展取得舉
世矚目的成就，這其中包含了媒
體所作出的貢獻。
媒體從來與時俱進，力求引
領社會推動新的發展。誠如習近
平主席在賀信中所提出的希望，
“不忘初心，為‘一國兩制’實
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
時代篇章”。面對新的時期，澳
門正面對世紀疫情帶來的嚴峻挑
戰，也迎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
新機遇，媒體如何發揮自身所

長，匯賢聚智，為經濟發展突圍
提供方向和良策，這是一個重要
課題。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趨
勢格局下，媒體需要立足澳門，
跳出澳門，以更高站位和更廣視
野，展現未來的發展路徑和和前

景，擔當瞭望者和推動者角色。
記協、記聯表示，不忘初
心、不負重托，始終需要媒體重
視自我建設，誠如習近平主席囑
託，以創新發展不斷擴大傳播力
影響力。

澳門特 區 政 府 承 認 刊 登 法 律 廣 告 之 有 效 刊 物

【本報訊】在即將迎來香港
回歸祖國廿五周年之際，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特意向《大公報》創
刊一百二十周年致信祝賀，充分
肯定該報在各個歷史時期發揮的
積極作用，指出了愛國愛港媒體
在“一國兩制”下應有的使命擔
當。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澳門
記者聯會認為，賀信對澳門媒體
事業有適用意義，澳門傳媒人同
受鼓舞、得到啟示，值得學習。
記協、記聯表示，“立言為

寬關寬聚暑期市況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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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隔離核檢全陰可享“10+7”
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核檢結果呈陽性的人
士，衛生局將根據具體情況處理。
有關措施詳細資訊可瀏覽“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抗疫專頁”欄目“防疫
指引”內的“醫學觀察”的《縮短集中隔離
醫學觀察日數至十天計劃說明》及《完成醫
學觀察後自我健康監測的注意事項》。

文綺華

旅遊局局長文綺華表示，會評估
“10+7”政策實際對客量的刺激作用，不過
相信該計劃可以幫助有需要人士順利回澳。
當下珠澳放寬七日核檢，只要疫情保持穩
定，料暑假客量會有所增
長。另外，疫情平穩
的前提下，澳門周
的活動方面，最快
要在八月在內地舉
辦，暫定八月在青
島、九月在武漢、十
月在長沙。

氹仔舊城區官也街28-30號
訂座電話：2882-5323、2882-7589
營業時間：週一至日11：30—23：30

餐聚放寬四百人有利提振經濟

入境隔離核檢全陰可享“10+7”

針後超過七個月，還須出示已接種至少一劑
加強劑的證明。

“10+7”人士需健測綠碼七天五檢
符合條件的人士可在接受十天集中隔離
醫學觀察後，即在
入境後第十一天
（入境當日至翌
日上午六時為第0
天，之後每24小
時為一天）離開
醫學觀察酒店，
進行七天自我健
康監測。自我健康

監測期間健康碼為“綠碼”，但須於入境後
第十一、十二、十四、十六及第十七天接受
核酸檢測。若未按預定時間檢測，則健康碼
將轉為“黃碼”。如超過預定時間24小時仍
未檢測，則健康碼將轉為“紅碼”。由香港
特區、台灣地區或外國地區入境的人士，不
可在入境後第十四天的核酸檢測有陰性結果
前，經澳門前往內地。

未打疫苗者維持隔離半月
應變協調中心表示，因健康、年齡等任
何原因未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程序人士，
又或在入境時或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間核酸
檢測結果呈陽性人士，則須接受至少十四天

餐聚放寬至四百人（資料圖片）

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 」接受報名

粵澳核檢有效期恢復七日已有一段時日，遊客明顯增多。

應變協調中心日前公佈，衛生局更新了
舉辦或參加餐飲聚會活動的防疫措施，由公
共部門或由機構、團體舉辦的餐飲聚會活動
中，參加者及工作人員核酸檢測要求由針對
二百人的餐飲聚會，放寬至四百人的餐飲聚
會。
四百人或以上的餐飲聚會，參加者和工
作人員核檢要求維持為強制性。四百人以下
的餐飲聚會，舉辦者應鼓勵參加者（尤其是
主家人）和工作人員，在當日參與活動前進
行抗原快速檢測，或由舉辦者根據風險評估
決定是否要求參加者和工作人員出示核檢陰
性證明。措施詳細資訊可瀏覽“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抗疫專頁”欄目“防疫
指引”內的“其他業界及場所”(https://
www.ssm.gov.mo/apps1/PreventCOVID-19/
ch.aspx#clg17668)的《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舉辦或參加餐飲聚會活動須知》。
政府近日因應疫情穩定相繼放寬防疫措
施，有利提振經濟。即日起將外地入境的隔
離期放寬至“10+7”後，餐飲聚會強制核檢
亦放寬至四百人或以上，對澳門旅遊業及餐
飲業都是利好訊號，有助恢復信心。隨着本
澳疫苗接種率持續提高、疫情平穩，澳門政
府能夠進一步放寬措施限制，那麼澳門的經
濟復甦指日可待。

「

應變協調中心日前公佈，鑑於新冠病毒
Omicron變異株感染潛伏期短，感染者一般在
接觸後七天內可透過核酸檢測發現，經分析
近期內地經驗和澳門特區的數據，自本周三
零時起將縮短由香港、台灣地區或外國地區
入境澳門並符合一定條件人士的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日數至十天。但有關入境人士必須符
合以下所有條件：一是在入境前已完成新冠
病毒疫苗接種程序；二是在入境時及於集中
隔離醫學觀察期間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三是同意遵守相關防疫要求。完成新冠病毒
疫苗接種程序是指完成初種系列接種（一般
為兩劑）十四天。十八歲或以上人士，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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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疫情持續平穩，寬關
恢復七日已有一段時間，新
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日
前又公佈兩項措施放寬本澳防疫政策。第一，自
六月十五日零時起，由香港、台灣或外國地區入澳符合
一定條件的人士，將實施十天集中隔離及七天健康監測的
防疫措施；第二，針對本地防疫，澳門衛生局更新聚餐防
疫措施，由原來二百人餐聚的參加者及工作人員均需要核
檢，放寬至四百人。除此之外，本澳還推出一系列優惠引
客活動，例如澳人食住游，針對旅客的酒店優惠，將於7
月舉行的粵澳名優展及9月舉行的首屆“五都薈萃創意城
市美食之都美食節”，冀吸引更多遊客來澳體驗多彩文
化，同時也希望即將到來的暑期可以迎來人流小高潮，藉
此讓澳門的旅遊經濟平穩恢復，蒸蒸日上。

JORNAL FOCO MACAU

【本報訊】由文化和旅
遊部港澳台辦、全國青年聯
合會秘書處、香港中聯辦青
年工作部、澳門中聯辦教育
與青年工作部、香港青年聯
會及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的
2022年“港澳大學生文化實
踐活動”即日起至6月27日
期間接受報名。
“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
活動”是由文化和旅遊部港
澳台辦倡議舉辦的內地與港
澳青少年交流重點品牌項
目，旨在促進港澳大學生專
業知識與實踐能力的協調發
展，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和
祖國國情的認知和了解。活
動已連續舉辦了16年，每年
組織近150名港澳青年大學
生赴北京、上海重要文博機構、文
旅企業參加工作實習和交流活動。
今年的實習機構有故宮博物
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美術館
等，一共提供46個實習名額。招收
對象為在讀本澳或外地高等院校全
日制課程的澳門居民，實習日期為
2022年7月18日至8月19日(實際日
期由實習機構落實)。
活動章程及有關表格現已刊載
於澳門基金會網站https://www.
fmac.org.mo。申請者請填妥《報
名表》，連同有關文件，於報名截
止前親臨或郵寄到澳門基金會，地
址：澳門新馬路61-75號永光廣場
七樓。有關活動查詢致電：基金會
87950919林小姐。

A2

澳聞

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

農曆壬寅年五月十九日

大三巴哪吒誕慶賀活動精簡精彩
值理會同仁護駕哪吒太子聖座出巡採青，隆重熱鬧。

葉
達

【本報訊】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昨舉行壬
寅年恭祝三十三天哪吒太子寶誕暨慶祝特區成
立廿三周年活動，下午安排飄色巡遊。疫下活
動精簡，仍不失隆重熱鬧。值理會會長葉達、
理事長楊國雄冀透過系列活動，包括復辦飄色
巡遊及出巡採青，更好傳承與發揚列入國家級
非物質文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哪吒信俗”，
並祈疫情盡快結束，社會恢復正常運作。
祈福儀式昨日上午九時半在廟前舉行，中
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吳輝、旅遊局長文綺華、澳
區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立法議員、文遺委員
胡祖杰，澳門霍英東基金會總幹事史濠、文
化局文遺廳長蔡健龍、澳廣視代表陸鋼、永
利澳門有限公司副主席兼執行董事陳志
玲、廟宇節慶文化促進會創會會長梁慶
庭，該廟值理會永遠名譽會長林光達
以及各廟宇代表等出席。
葉達稱，昨藉農曆五月十八日哪
吒誕舉辦賀誕祈福活動，祈求疫情結
束、國泰民安。由於疫情持續，僅
復辦部份項目，以減群聚，響應

各界嘉賓在哪吒廟前主持祈福儀式

政府防疫政策。冀明年疫情好
轉，讓更多旅客來澳感受“哪
吒信俗”魅力。
重頭戲之哪吒太子飄色巡遊暨
醒獅採青，昨日下午二時半在大三巴牌坊啟

動，文化局長梁惠敏及各界嘉賓出席。從牌坊
起步，沿街區步行至茨林圍，再原路折返，期
間向商戶及街坊、旅客等送福，大受歡迎。
昨晚七時，該廟值理會假大龍鳳茶樓設慶
功宴，筵開多席，達至神人同樂。

嘉賓喜切金豬恭賀三十三天哪吒太子寶誕

一戶通 」提供《親屬關係證明書》申請服務

「

【本報訊】為持續拓展網上辦證服務，身份證
明局即起在“一戶通”手機應用程式上提供《親屬
關係證明書》申請服務，並可發出電子證明，實現
全程網辦的申請模式，令市民足不出戶便可辦理與
指定親屬的關係證明書。
年滿18歲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持
有人透過“一戶通＂提出申請時，須按系統指示輸
入關係人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編號及
上載相關身份證影像（同一申請最多可提供8名關
係人），之後進行面容識別確認身份及網上付款便
完成申請。同時，市民還可在申請時選擇以紙本證
明或電子證明的方式接收《親屬關係證明書》。根
據法律規定，該電子證明與紙本證明具同等法律效
力，將儲存在當事人的“一戶通”帳戶內，可作為
當事人向其他政府部門出示的證明文件。
請注意，倘需在辦理《親屬關係證明書》前先
確認其澳門居民身份檔案內與父母、子女或配偶的
關係資料，市民可透過自助服務機或“一戶通”手
機應用程式提出核實親屬關係的申請，申請後5個
工作天內收到核實結果。有關核實親屬關係服務詳
情，請參閱www.dsi.gov.mo/QAndA_c.jsp#CH7。
有關《親屬關係證明書》網上申請服務詳情，
請瀏覽www.dsi.gov.mo/webservice_c.jsp。
如有查詢，請致電身份證明局熱線（28370777或2837-0888）或電郵至info@dsi.gov.mo。

參與巡遊隊伍與嘉賓等在大三巴牌坊前留影

第六屆文遺小小導賞員即日招募
【本報訊】文化局主辦的“第六屆澳
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培訓計劃”將於8
月1日至8月15日舉行，課程費用全免，
由即日起至7月1日期間接受報名，歡迎
年齡10歲至14歲的澳門在讀學生報名參
加。
為加強青少年對本澳及中華文化內涵
的認識，建立文化傳承的責任感和服務
社會的使命感，文化局自2016年起於暑
假期間舉辦“澳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
培訓計劃”，至今已培訓超過150名的青
少年學員，培訓計劃除讓青少年認識澳
門歷史和文化遺產知識、訓練講解和溝
通等導賞技巧外，更著重為學員提供實
地考察及實踐所學的機會，部分完成課
程的學員更持續參與澳門文化遺產導賞
及宣傳工作，成為傳承與推廣澳門歷史
和中華文化的重要青年力量。
“第六屆澳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
培訓計劃”將於8月1日至8月15日期間，

每天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進行（8月8
日、13日及15日除外），合共36課時，
以粵語授課，課程內容包括理論培訓、
實地考察及導賞。完成課程及評分合格
的學員將獲頒發結業證書，正式成為
“澳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此外，
完成是次培訓計劃後，學員可接續參與
下一階段的“小小導賞員實踐培訓”及
未來的“小小導賞員成長計劃”，於澳
門各世遺景點向公眾介紹和宣揚澳門的
文化遺產，以及參與文化局組織的文遺
普法及宣傳工作，並與本澳其他青少年
團體進行交流，擴闊眼界和拓展文化視
野。有興趣參加的澳門在讀學生可由即
日起至7月1日透過文化局網頁“活動
報名系統”（www.icm.gov.mo/eform/
event）報名，名額為30名，倘報名人
數多於錄取名額，將以電腦抽籤方式錄
取。計劃詳情可瀏覽文化局網站www.
icm.gov.mo，或於辦公時間致電6668

旅院與聯合國世旅合辦培訓課程
【本報訊】澳門旅遊學院世界旅遊
教育及培訓中心與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於2022年5月24 日至26日合作舉辦了第
十三次培訓課程，課程以“以節日盛事
促進可持續旅遊發展的能力建設”為主

題，以線上形式進行。
是次培訓是為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成員國推薦的政府旅遊部門的決策者而
設計的，並邀請了粵港澳大灣區人員參
加。課程共有41位來自孟加拉、汶萊、

線上旅遊培訓課程演講者和主持人合照（左下為澳門旅遊局局長文綺華）

1097（龐先生）。
文化局一直嚴謹按照衛生部門相關防
疫指引，對活動作出妥善安排，為配合
特區政府防疫工作，參與活動之學員必

須佩戴自備口罩、接受體溫探測，掃描
行程記錄的場所二維碼（簡稱場所碼）
及出示健康碼。由7月1日起參加興趣班
的人士須於課程首次活動前，向工作人
員出示已完成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初種系
列的全程接種達14天的證明（澳門健康
碼上顯示“金框”圖示）或每次活動進
行前出示7天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自
費）。

文化局招募第六屆澳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
朝鮮、斐濟、印度尼西亞、伊朗、馬爾
代夫、蒙古、緬甸、尼泊爾、巴基斯
坦、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斯里蘭
卡、越南和本澳的代表，以及13位來自
粵港澳大灣區的旅遊業相關人士參加。
另外亦吸引了來自澳洲、孟加拉、西班
牙、泰國、中國內地和本澳的旅遊業界
或教育界人士。
鑑於節日盛事的多樣性，世界各地
的領導者已將其轉化為可豐富和多樣化
旅遊目的地組合的先天資源，從而創造
出獨特的旅遊目的地。這些活動為旅客
提供了寶貴的選擇，同樣重要的是，它
們是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的催化劑，
可有助於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UNSDG)。
課程第一天，由來自荷蘭蒂爾堡大
學的Greg Richards 教授打開序幕，
概述如何利用節日和活動作為旅遊目的
地的先天資源；並由澳門特區政府旅遊
局局長文綺華女士向學員介紹了如何利
用節日盛事作為澳門旅遊資源的一部
分。第二天，來自英國伯恩茅斯大學的
Richard Shipway 教授討論了體育賽事

的多樣性及其在社區和世界舞台上的作
用。 澳門本地企業 MR.J體育及娛樂活
動策劃有限公司創辦人趙文龍先生分享
了他在發展澳門體育文化方面的持續工
作和如何針對社區的體育賽事，帶來可
行的收入來源。第三天課程由昆士蘭大
學的Judith Mair 教授對活動的可持續
性進行了深入的講解，特別是關於活
動如何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貢
獻。澳旅院的 高迪龍博士與聯合國世界
旅遊組織代表 Julian Michel先生亦討
論了綠化活動的驅動因素和障礙，並分
享了一些有趣的案例以結束為期三天的
培訓。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亞太部主任
Harry Hwang先生，以及澳旅院院長黃竹
君博士在開幕致辭中，強調了節日盛事
對旅遊目的地的重要性，並有潛力被開
發及推動旅遊產品的可持續性。澳旅院
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主任葉占雄教
授亦補充，這個主題為可持續旅遊發展
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以及與建設人
力資本的相關性，這也是澳旅院與聯合
國世界旅遊組織合作的一個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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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印發《南沙深化粵港澳合作總體方案》
粵港澳當代水墨藝術展週日閉幕

臆象展場，圖為王紹強的《千米》及劉子
建的《天蠶》。
【本報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
化局與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聯合主辦，文
化局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與廣東美術館共
同籌辦的“臆象──粵港澳當代水墨藝術
譜系（2000–2022）”展期至6月19日結
束，現已推出線上VR虛擬展廳，公眾可透
過澳門藝術博物館網頁（www.MAM.gov.
mo）或文化局線上虛擬參觀網站（vr.
icm.gov.mo），瀏覽展場實景、高清展品
影像及說明，隨時隨地參觀及重溫展覽。
“臆象”為第三十二屆澳門藝術節項
目之一，公眾可在展期內把握機會親臨澳
門藝術博物館，欣賞56位粵港澳藝術家共
79件套當代水墨作品。明後日（6月18及
19日）下午3時將進行最後兩場粵語公開
導賞，展期內於藝博館禮品店購買《臆象
──粵港澳當代水墨藝術譜系（2000–
2022）》畫冊可享8折優惠。“臆象”自
開幕以來吸引逾一萬六千人次入場欣賞，
期間舉辦了由本澳藝術家劉春紅親授的
“當傳統邂逅當代”工筆畫工作坊、澳門
藝術家梁藍波主持的“從當代水墨到數位
水墨──走進藝術家工作室”，以及由策
展人、資深當代藝術評論名家皮道堅教授
主講的“數字化時代的當代水墨藝術”線
上講座等延伸活動，有興趣人士亦可於
澳門藝術博物館Youtube頻道重溫講座內
容。
澳門藝術博物館開放時間為上午10時至晚上7
時（晚上6時30分後停止入場），逢周一休館，公
眾假期照常開放，免費入場。文化局一直嚴謹按
照衛生部門相關防疫指引，對藝文活動作出妥善
安排，為配合特區政府防疫工作，參觀之市民必
須佩戴自備口罩、接受體溫探測，掃描並出示行
程記錄的場所二維碼，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並配
合有關防疫及現場的人流措施安排。

【轉自澳門中聯辦】日
前，國務院印發《廣州南沙
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
合作總體方案》（以下簡稱
《方案》）。《方案》指
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
和十九屆歷次全會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
格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推動
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定
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深化粵港澳互利共贏合
作，厚植歷史文化底蘊，加快建設科技創新產業合作
基地、青年創業就業合作平臺、高水準對外開放門
戶、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高地和高質量城市發展標杆，
將南沙打造成為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
重要載體和有力支撐。
《方案》明確，到2025年，南沙粵港澳聯合科技
創新體制機制更加完善，產業合作不斷深化，區域創
新和產業轉化體系初步構建；青年創業就業合作水準
進一步提升，教育、醫療等優質公共資源加速集聚，
成為港澳青年安居樂業的新家園；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營商環境基本形成，攜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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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明顯成效；綠色智慧節能低碳的園區建設運營模
高質量城市發展標杆。加強城市規劃建設領域合作，
式基本確立，先行啟動區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到2035
穩步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和粵港澳教育合作，便利港澳
年，南沙區域創新和產業轉化體系更趨成熟，國際科
居民就醫養老，強化生態環境聯建聯防聯治。
技成果轉移轉化能力明顯提升；生產生活環境日臻完
《方案》要求，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加強資金、
善，公共服務達到世界先進水準，區域內港澳居民數
要素等政策支持，創新合作模式，支持港澳積極參與
量顯著提升；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完善，在粵
南沙開發建設。要加強組織實施，各有關部門在重大
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合作競爭中發揮引領作用，攜手
政策實施、重大專案安排、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給予
港澳建成高水準對外開放門戶，成為粵港澳全面合作
指導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加強統
的重要平臺。
籌協調、跟蹤服務和督促落實，廣東省與港澳加強溝
《方案》從五個方面部署了主要任務。一是建設
通協調，廣州市落實主體責任，切實推動各項任務落
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強化粵港澳科技聯合創新，
實。
打造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培育發展高
新技術產業，推動國際化高端人才集
聚。二是創建青年創業就業合作平
臺。協同推進青年創新創業，提升實
習就業保障水準，加強青少年人文交
流。三是共建高水準對外開放門戶。
建設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
地，增強國際航運物流樞紐功能，加
強國際經濟合作，構建國際交往新平
臺。四是打造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高
地。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有序推
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提升公共服務
《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出爐
和社會管理相互銜接水準。五是建立

引領灣區智能創新 共譜零碳深合樂章

家節能中心、
廣東省、澳門
特別行政區以
【本報訊】國際清潔能源論壇（澳門）聯合國電
及橫琴深合區執委會等相關政府部門領導、科研院
投·清華珠三角研究院橫琴聯合創新中心，於日前在
所、行業協會、學術團體、頭部企業的院士和專家，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舉辦“引領大灣區智慧能源創
以線上、線下聯動和會議探討分享相結合的方式彙聚
新、共譜零碳島粵澳深合樂章”座談會。科技部、國
一堂，共同探討建設橫琴零碳島的實現路徑和為建設
國家智慧能源技術創新中心建言獻策。國
際清潔能源論壇（澳門）秘書長周傑主持
會議。
九至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國際清潔
能源論壇（澳門）理事長蘇樹輝代表澳門
國際清潔能源論壇對參加本次會議的各位
領導、院士、專家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的
感謝。他介紹到，澳門國際清潔能源論壇
在全國政協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力
“引領大灣區智慧能源創新、共譜零碳島粵澳深合樂 支持下，現已發展成為推動能源革命、雙
章”座談會日前舉行。
碳目標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國家

銀娛鼓勵新生代貢獻力量共建社區
【本報訊】銀河娛樂集團（下稱「銀
娛」）秉承「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
念，多年來積極透過不同舉措，助力推動
本澳青少年的全面發展，培育年輕人才成
為澳門未來的社會棟樑。自2011年起，銀
娛與澳門管理專業協會（下稱「管協」）
合辦「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下稱「成
就計劃」），旨在為本澳青少年提供自我
認識、事業發展及關懷社會的機會。
為進一步提升本澳青少年對社服事務
的參與度及社會責任感，銀娛於近日安排
「成就計劃」學員參與由銀娛組織的社區
服務活動，包括連續第4年與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下稱「特區政府」）多個部門合
辦之「長者民防知識講座」，以及連續第
10年支持澳門仁慈堂社服店（下稱「仁慈
堂社服店」）之食物籃派發活動等；為加
深對本澳民防應急體系的認識，「成就計
劃」學員亦與銀娛義工一同參觀澳門民防
行動中心。銀娛冀讓本澳青少年透過一系
列的社服活動，從多方面了解大型綜合度
假城營運商的企業社會責任工作，鼓勵其
發揮新生代力量，向社會上有需要之人士
提供適切援助，推動澳門社區的可持續發
展。
因應本澳雨季及颱風季節臨近，為協

助長者提升防災知識及應變能力，銀娛早
前與澳門特區政府警察總局、治安警察
局、社會工作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及澳
門「平安通」呼援服務中心（下稱「平安
通」）合辦「長者民防知識講座」。當
中，一眾「成就計劃」學員與銀娛義工陪
同40名「平安通」長者了解一系列颱風相
關資訊，包括《民防法律制度》、疏散撒
離的方式及路線等；更於講座結束後，將
配有不同生活物品的家庭箱送至長者家
中，冀協助長者為颱風季節做好準備。銀
娛冀透過活動，讓年輕一代深入了解長者
的日常需要，加強彼此間的溝通及互動，

電投集團是論壇的核心骨幹成員，雙方圍繞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綠色低碳發展合作已
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未來將形成和創建國家技術創新
中心的研發實體，共同來推動國內外技術交流合作、
高端人才和專案的引進。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副主任符永革在
致辭中表示，橫琴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將推動合作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此次會議，澳門、橫琴兩地攜
手，產、學、研多方合作彰顯了澳門國際清潔能源論
壇、國家電投集團、清華珠三角研究院的使命擔當。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工商聯會會長何敬麟指
出，作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
一，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更高質量綠色低碳發展具有深
遠而重大意義。隨著能源消費的剛性增長，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建成綠色、低碳、安全、高效、智慧的現代
能源體系，促進粵港澳三地能源區域合作，將是大灣
區城市群低碳協同發展的主要方向與關鍵。

實踐長幼共融的理念。此外，「成就計
劃」學員與銀娛義工亦前往澳門民防行動
中心參觀學習，透過觀看「水晶魚2022宣
傳短片」、參與「民防知識講座」以及模

擬民防消息播報的互動體驗，從中了解中
心的運作機制及綜合預警功能，提升自身
的安全意識及避險能力。

「成就計劃」學員與銀娛義工前往澳門民防行動中心參觀學習

金沙加強社區防疫及應對災害工作
【本報訊】金沙中國有限公
司近日再度與澳門紅十字會合作
開展金沙關懷防疫防災社區推廣
及應急包項目，旨在進一步助力
本澳社區抗疫工作，並加強應對

優惠套餐
(特惠價Mop$320元)(足2人用)
B餐

A餐
馳名水蟹粥（小）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花菇扒西蘭花（西生菜）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瑤柱扒西蘭花（西生菜）

醬爆雞
鮑魚冬菇伊麵

(特惠價Mop$600元)(足4人用)
A餐

B餐
咖哩牛雜
椒鹽鮮魷
乾燒伊麵

馳名水蟹粥（大）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瑤柱扒生菜（西蘭花）

豉椒蒸大鱔（20兩）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鮑貝扒西蘭花（西蘭花）

醬爆雞
鮑魚冬菇伊麵

(特惠價Mop$800元)(足6人用)
A餐
馳名水蟹粥（大）
豉椒蒸大鱔（20兩）
咖哩牛雜

B餐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鮑貝扒生菜（西蘭花）
瑤柱扒豆腐

豉椒蒸大鱔（24兩）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瑤柱扒西生菜（西蘭花）

醬爆雞
鮮蟹肉撈伊麵
椒鹽鮮魷

(特惠價Mop$900元)(足8人用)
A餐
馳名水蟹粥（大）
豉汁蒸大蟮（20兩）
咖哩牛雜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B餐
豉椒炒花甲
醬爆雞
蠔油西生菜
乾燒伊麵

古法扣鮑魚（8隻）
咖哩牛雜
酥炸墨魚丸
蟹肉扒西蘭花

荷葉蒸走地雞（半隻）
豉椒炒花甲
瑤柱金菇伊麵
白灼腰肝腸

(特惠價Mop$1000元)(足10人用)
A餐
B餐
招牌水蟹粥（1大）
豉汁蒸大蟮（24兩）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咖哩牛雜

西蘭花炒鮮魷
荷葉蒸走地雞（半隻）
瑤柱金菇伊麵
瑤柱扒豆腐

地
址:氹仔官也街28-30號
營業時間:11:30-23:30

清蒸游水大龍脷
酥炸鯪魚球
瑤柱扒生菜
醬爆雞

豉椒炒花甲
椒鹽鮮魷
瑤柱金菇伊麵
鮑貝扒西蘭花

訂座電話:28825323、28827589

颱風及其他緊急情況的準備措
施。
是次活動包括製作及派發防
疫颱風應急包、舉辦民防講座以
及推出全新線上互動遊戲，藉以

加強本澳社區對防疫的意識，以
及應對緊急情況的能力；活動亦
得到社會工作局的全力支持。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總裁王英
偉博士表示：「金沙中國植根澳
門近廿載，一直視回饋本澳
社區為履行社會企業責任的
重要一環。公司希望透過製
作防疫颱風應急包等舉措，
提高社區的應急能力及防範
意識，讓澳門隨時作好準備
應對颱風及疫情，以及突如
其來的災害等。感謝特區政
府帶領各界持續完善防災防
疫的工作並給予指導，亦感
金沙中國加強社區防疫及應對災害工作製作防疫颱風應急包舉辦 謝 澳 門 紅 十 字 會 的 積 極 配
民防講座
合。」

約50名金沙中國關懷大使於
6月7日前往澳門紅十字會總部製
作共800份防疫颱風應急包。應急
包以多用途防水收納包製造，內
含一系列防疫、防災及逃難應急
物品，包括外科口罩、消毒搓手
液、消毒劑、哨子、毛巾、封箱
膠紙、雨衣、電筒、急救包、支
裝水、餅乾以及澳門特區政府印
製的居民留意事項及避險中心宣
傳單張等。應急包內的物資種類
是由澳門紅十字會按過往防災救
災經驗而特別設定，並由金沙中
國於本地採購並予以捐贈。
此外，為配合特區政府的防
疫工作，今年的應急包內新增快
速抗原測試包；檢測結果可直接
上傳到澳門衛生局的快速抗原檢
測結果申報平台，為防止病毒於
社區傳播起了關鍵作用。
本澳五間社福機構，包
括澳門明愛、澳門街坊會聯
合總會、澳門工會聯合總
會、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及澳
門母親會於六月份內派發應
急包予本地800戶家庭，而
低窪地區居民、獨居老人
及低收入家庭等弱勢群體
則獲優先派發；金沙中國關
懷大使亦協助派發應急包予
行動不便的長者。今年是金
沙中國第四年支持澳門紅十
字會的應急包舉措，至今共
2,900戶有需要家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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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育雛鳳 粵劇正青春
粵劇考級 粵劇進校園 粵劇電影引發“國潮熱”—粵劇在守正創新中發
【轉自廣州日報】粵劇是廣東文化的瑰寶，大灣區文化的共同根脈，海內外華人共同的精神紐帶。不唯廣州，廣
東乃至大灣區多個城市的文化生活都和粵劇息息相關。
粵劇電影斬獲金雞大獎，吸引大批年輕觀眾，甚至引發了戲劇“國潮熱”；粵劇考級引來熱烈社會反響；“粵劇
進校園”開展得如火如荼，從小學到大學，粵劇社團興盛。年輕一代對鄉土文化、嶺南文化愛得熱烈而深沉。
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可以在粵劇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吸取養分，並將這一傳統文化繼續傳承好、發揚好。

粵劇電影美到“破圈” 引發“國潮熱”
舞台粵劇版本的《南越宮詞》，有30
多年的歷史，曾經代表廣州多次到海外展
演，深受粵劇迷的歡迎，成為搬上大銀
幕的基礎。粵劇電影《南越宮詞》於2020
年11月在第八屆羊城粵劇節首映，吸引了
眾多觀眾戲迷前往觀看。有大學生觀眾表
示，“戲曲與電影完美融合，有很強的電
影質感。在電影裏看歐凱明演南越王，每
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甚至每一個眼神都
看得清清楚楚，真的和看舞台上的表演很
不一樣。”

2018年9月，“廣州市粵劇電影精品工
程”計畫啟動，廣州撥出專項資金，計畫
在三年時間裏完成十部粵劇電影的拍攝。
事實上，近幾年，粵劇電影蔚然成
風。從《傳奇狀元倫文敘》《柳毅奇緣》
《睿王與莊妃》《白蛇傳·情》《刑場上
的婚禮》《南越宮詞》，多部經典粵劇被
拍成電影。
2021年5月，曾獲第三屆平遙國際電影
展類型之窗單元“最受歡迎影片”大獎等
獎項的首部4K全景聲粵劇電影《白蛇傳·

番禺羅邊小學
的孩子們在中國戲
劇梅花獎獲得者吳
非凡的指導下學
習粵劇。

擁抱年輕人 就是擁抱未來

“觸電”蔚然成風：

情》上映， 仙俠國風刷爆視頻網站，美到
“破圈”，引發戲劇“國潮熱”。
粵劇電影，通過電影加戲曲兩種藝
術形式的美學融合加以展現，讓更
多的觀眾瞭解中國傳統戲曲藝術，
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這種
創新的方式，吸引了無數年輕觀
眾。
作為《刑場上的婚禮》
《南越宮詞》《睿王與莊
妃》三部電影的男主角，歐
凱明表示，“希望用這種創
新的藝術形式，豐富粵
劇的生命力，讓更多的
觀眾關注粵劇、愛上粵劇。”

沒有觀眾的劇種是沒有未來的，從某種
意義上說，培養粵劇觀眾比培養粵劇演員
更重要。青年觀眾是粵劇的未來，粵劇進校
園，粵劇考級，在普及粵劇藝術的同時，一
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培養粵劇觀眾。在這一
方面，粵劇人一直都很努力，他們不斷地創
新，吸引年輕觀眾，前述粵劇電影只是冰山
一角。
堅定文化自信，弘揚優良傳統，堅持守
正創新，以傳統藝術展現時代風貌，探索古
老戲曲的傳承新路。2021年啟動的曾小敏粵
劇藝術全國巡演便是對粵劇藝術傳播的一次
全新嘗試，將粵劇帶到全國，展現嶺南文化
守正創新成果，並且和多個劇種進行交流、
互相借鑒，碰撞出璀璨火花。巡演所到之
處，吸引了無數年輕人走進劇場。
擁抱年輕人就是擁抱未來，粵劇人從被
動觀望到主動研判、擁抱、創造與年輕人可
以共鳴的文化情感，與年輕人一起學習，一
起成長，粵劇正青春。“現在的粵劇觀眾年
輕化了，素質都很好，有很高的鑒賞能力，
這讓我們對粵劇的創新更有信心了。”曾小
敏說。
各界群策群力，粵劇煥發活力，流派唱
腔得到發揚光大，優秀劇碼和優秀演員層出
不窮。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可以在粵劇深
厚的文化土壤中吸取養分，並將這一傳
統文化繼續傳承好發揚好。

粵劇進校園：
在年輕一代心中種下熱愛的種子

圖為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蘇春
梅飾演的女扮男裝的小生造型。

粵劇考級：
孩子在系統化學習中品味粵劇魅力
去年12月11日，在廣東粵劇藝術中
心，100名小學員作為首批考級學員參加了
首屆粵劇考級活動，考試內容為唱功和身
段。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丁凡盛讚：“首
批考級的孩子們表現都挺好，唱念和動作
都比較規範。”
這是經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同意，文
化和旅遊部核准的全國首個“粵劇社會藝
術水準考級機構”。從新一代粵劇領軍人
物、廣東粵劇院院長曾小敏首次在全國人
大會議上提出《關於建立業餘戲曲考級制
度的建議》，到正式啟動，經歷了近3年時
間。
《粵劇社會藝術水準考級教材》（表
演篇）樣書首次亮相，這是我國第一套為
推廣、普及粵劇教育而編寫的教材，共分
為1-10級，本著“傳承、開拓”的宗旨，
集結了具有代表性的粵劇唱念做打元素，
結合戲曲的四功五法及多種粵劇表演藝術
形式，從淺到深、從易到難，循序漸進，
科學地進行編排。
這套教材歷經兩年的編纂，並在廣州

市荔灣區青少年宮的粵劇培訓班
上試用，得到了老師、家長和
學生非常好的回饋與評價。
首次參加粵劇考級的
100名學員就是荔灣區青
少年宮在其粵劇培訓學
員中選取的。首批考級
學員的優秀表現充分證明
廣東粵劇院編寫的考級教
材發揮了積極作用。
去年12月29日，第
二批粵劇考級在順德職
業技術學院舉行。該
學院近60名在校大學
生及順德區各大麯藝
社團成員參加，讓更多粵劇愛好
者及青少年在系統化的粵劇學習
中品味粵劇藝術的魅力。
粵劇可以考級了！曾小敏說：“希望
讓所有喜愛粵劇的群眾、特別是青少年兒
童能夠參與其中，品味粵劇藝術的魅力，
為粵劇藝術的傳承與發展助力。”

去年11月27日下午，“少兒粵劇親子推普大課堂”暨“傳統文化與科普知識
體驗專場”系列活動在海心沙紅船碼頭開課。台上，小學生跟著老師體驗“一揮馬
鞭走千裏”，台下，孩子們躍躍欲試，興致勃勃……
現場，石牌小學四年級的學生池愷樂表演了折子戲《小放牛》。他的父母都喜歡粵
劇，家庭氛圍的薰陶讓他從小也喜歡粵劇。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池愷樂加入了學校的粵劇
社團，“這出《小放牛》我練了半年。學習粵劇，對我的語文學習很有幫助，也鍛煉了我堅
毅的品格”。
近期，星海音樂學院教育部普通高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粵劇）傳承基地首部
原創融合跨界作品實驗舞劇·舞蹈劇場《帝女花》在粵劇藝術博物館劇場內正式首
演，以全新方式闡釋粵劇經典。該實驗作品取材於粵劇經典劇碼《帝女
花》，將其粵劇元素與當代舞蹈語彙結合，用電子音樂創作表現手法，
在舞蹈劇場的構思中完成戲曲核心要素的呈現，用全新的表達方式闡
釋經典粵劇劇碼中所蘊含的家國情懷及人文意義。
事實上，近年來，“粵劇進校園”在廣州開展得如火如荼。廣東
粵劇院、廣州粵劇院、紅線女藝術中心等粵劇藝術機構走進小學、中
學、大學，面對面、手把手地指導學生學習粵劇，粵劇社團在校園中
蔚然成風。比如，僅2019年至今，廣東粵劇院就已在粵港澳大灣區大
中小學及幼稚園完成了200多場進校園講演活動，開展近2000課時的粵劇培訓課程。僅
在2019年12月，廣州粵劇院就舉辦“粵劇進校園”活動20場。
粵劇傳承出少年，南國紅豆發新芽。去年10月29日下午，“粵劇進校園”廣州市中
小學高水準團隊粵劇交流展演，在廣東粵劇藝術中心舉行。西關培正小學四年級學生羅
偉銘在《擔凳仔睇大戲》裏出演張飛，上台前在後台化妝勒頭時，他都疼哭了，但是一
上台馬上精神抖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表示：“和同學們一起演出，要有責任感，把
自己的角色演好。張飛正義、俠義、勇猛。張飛不能哭。”
戲曲表演專業副教授黃燕近年來專注於在中小學指導學生學習粵劇，在她看來，“有好
的苗子，我們會建議他去少年宮繼續學，學得好就會建議他去考粵劇學校。但我們主要的方向
是培養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瞭解，培養未來的粵劇觀眾。”她認為，戲曲的劇本、唱詞很有文學性，
能提升孩子的文學修養，練功要唱要跳還要刻畫人物，學粵劇很辛苦，有意志力才能堅持下來，
“是非常綜合的藝術，對孩子全方位的素質培養大有好處。”
廣州市天榮中學有一部原創作品《國士與名醫》，講述林則徐和名醫王澤邦探尋中華民族未來的
故事，12個女孩全女班扮演台上12個男性角色，很有特色。天榮中學的音樂老師、粵劇社創始人李凱
茵是廣州人，小時候學過粵劇。“曾經也抗拒，後來在老師的帶領下發現了粵劇的美。2014年，李凱茵一
進天榮中學，就創辦了粵劇社，這也是天河區的中學組建的第一個粵劇社團。我想通過同樣的方式，讓學
生發現粵劇的美。”讓李凱茵欣慰的是，有些學生畢業了還想回粵劇社玩，“粵劇的種子是真正在他們心
中種下了。”
一直以來，粵劇、粵曲私夥局活躍於城市街區、鄉鎮村集。私夥局是廣東人完全憑
著自己對粵劇的熱愛自發組織的粵劇、粵曲社團，最遲在清代已經出現。
如今，各方努力讓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對粵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讓粵劇發展的群
眾基礎更加堅實廣泛。
粵劇，是海外無數華人共同的鄉愁，年輕一代對鄉土文化、對嶺南文化愛得熱烈又
深沉。植根於我們血脈的粵劇藝術，也融入了年輕一代的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