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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六十三周年國慶及中秋佳節將至，以 「傲視世
界、情繫亞洲」 為服務理念的 「澳門銀河」 綜合度假
城，將再度舉辦獲社會各界好評的 「粵港澳國慶花燈設
計比賽」 ，慶祝這兩個對中國人舉足輕重的節慶。

網上投一票 銀河捐五元
是次比賽由 「澳門銀河」主辦、澳門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

及星際酒店協辦，並得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的支持。籌
辦是次別出心裁的活動，目的是與賓客同慶國慶及中秋佳節、鼓
勵公眾發揮創意及增進社群歸屬感。活動分為公眾競賽（8 月 6
日至 8 月 27 日）
及 優 秀 作 品 展
（9 月 21 日至 10
月 7 日 ） 兩 部
分，公眾可發揮
創意，製作花燈
參賽，贏取豐富
獎金。為令節慶
更添意義， 「澳
門銀河」更於網
上舉行 「我最喜
愛國慶花燈」慈
善投票，大家於
網上每投一票，
「澳門銀河」將

會捐出澳門幣 5
元 給 澳 門 奧 比
斯，以支持其眼
疾治療工作。

「澳 門 銀
河」市場發展高
級副總裁簡珮瑜
表示： 「『亞洲
新皇殿』矢志為
澳門居民及旅客，帶來各式各樣精彩的文娛節目。去年舉辦的花
燈比賽獲得社會各界好評，故今年我們欣然再次籌辦此活動，希
望通過花燈設計提高粵港澳三地青年人對創作的興趣，亦藉此弘
揚中國傳統工藝。」

即日起可遞交參賽作品
由8月6日至27日， 「澳門銀河」將接受香港、澳門及廣州

居民遞交參賽作品。評審小組將從合符資格的候選作品中，按作
品造型、創意及主題呈現為準則，選出八件入圍作品。公眾可在
9月3日至16日，透過 「澳門銀河」的Facebook及微博專頁，從
入圍作品中投票選出 「我最喜愛國慶花燈」。評審小組則會從入
圍作品中選出冠、亞及季軍，獲選者將得到現金獎和獎座。（有
關參賽細則，請瀏覽promo.galaxymacau.com/lantern）

此外，參與投票的人士，更有機會參加幸運大抽獎，贏取最
熱門的三星Galaxy S III智能手機一部。花燈工藝的愛好者可於9
月22日至10月7日，蒞臨澳門最新綜合消閒娛樂熱點──東翼廣
場，欣賞最優秀的八件入圍花燈作品。有意參加花燈比賽的人
士，請盡早報名，以免錯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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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屆澳門國際音樂節將於十月
五日至十一月七日舉行，來自美國、英
國、德國、意大利、匈牙利、俄羅斯、奧
地利、葡萄牙、立陶宛，以及中國內地、
香港及澳門的優秀音樂家及團體，將於期
間呈現二十三場精彩節目。文化局局長吳
衛鳴表示，澳門國際音樂節經過四分之一
個世紀的打磨，已經成為亞洲地區享有卓
越聲譽的優秀音樂節慶活動，今屆音樂節
內容豐富，包括歌劇、音樂劇、交響樂以
及當代、流行、融合和爵士音樂風格的合
唱和室內樂表演，為市民帶來又一東西方
音樂文化交匯碰撞的美好接觸。

耀眼奪目歡樂開篇
歌劇雙重好禮呈獻

音樂節以老少咸宜的百老匯音樂劇
《小飛俠》作為。這套曾經兩度奪得艾美
獎及東尼獎提名的音樂劇，以 「追尋夢
想、勇於歷險」的主題歷演不衰、大受歡
迎。演出由著名百老匯演員、東尼獎提名
人凱茜．雷格比擔當主角，精英幕後團隊
強勢打造舞台道具，逼真再現鐵鈎船長、
吃人鱷魚、夢幻島奇麗幻景，神奇時刻令
人應接不暇。

音樂節旗艦之作歌劇，今年呈獻雙重
好禮，樂迷得以同時飽嘗歌劇的隆盛華麗
以及趣味盎然。普契尼不朽經典《托斯
卡》，重金力聘意大利普契尼音樂節的製
作團隊，合力打造國際級歌劇製作。特邀
國際知名優秀歌唱家聯袂演出，光彩照
人。另一小型歌劇《管家女僕》，將在世
界遺產崗頂劇院上演，詼諧劇情、專業唱
腔以及輕鬆演出，配合劇院瑰麗氛圍，為
觀眾帶來悠遊雅致的藝術甜點。

本地樂團風采斐然
大搖大擺以藝會友

音樂節引入世界各地頂級節目之餘，
亦同時推出本地音樂精英作品，煥發本土
文化光彩。澳門樂團音樂總監呂嘉率團傾
演《歌劇雙雄》，以歌劇中的經典作品烘
托樂團日漸成熟的雄厚實力；澳門中樂團
邀請了多位中樂名家將帶來《中樂新
風》；著名澳門音樂家林品晶亦將推出
《以藝會友》音樂會及展覽，展示中華傳
統文化與音樂滲透互融的美麗華彩。

爵士樂方面，富傳奇性的美國貝西伯
爵大樂團將帶來陣容龐盛的《光輝歲
月》，奧地利 Georg Gratzer & Beefólk 樂
隊跨越國土和流派，《戲樂》音樂會奏演
「現代奧地利世界音樂」，德國 Pure

Desmond 以《華燈起時》呈獻二十一世紀
引領時尚的新穎爵士樂，大炮台迎來爵士
樂盛會《大搖大擺大炮台》，香港太極樂

隊紅極一時，多首金曲膾炙人口，今年首
度參與澳門國際音樂節，《極愛樂》音樂
會以血脈沸騰的搖滾魅力熱爆全場。

第26屆澳門國際音樂節精彩紛陳

「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閉幕禮日前
假星際酒店宴會廳舉行，期間除向完成培
訓計劃的學員頒贈證書外，更向優勝隊伍
頒發新加坡遊學獎項。閉幕禮邀
得教育暨青年局局長梁勵、勞工
事務局副局長林美美、澳門管理
專業協會會長崔世昌以及澳門管
理專業協會理事長劉永誠，聯同
銀娛副主席呂耀東、董事程裕昇
以及多名嘉賓出席，與學員們一
同見證這個別具意義的時刻。

程裕昇致詞時表示，學員們
透過 「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學
習到課堂上不會教授的實務知識
和技能，為自己增值、為光明前
途打好基礎、為將來成為傑出的
青年領袖而做好準備；澳門管理
專業協會理事長劉永誠則表示，
培訓計劃使年輕人更了解市場動
向和發展趨勢，以應對未來的挑
戰與考驗，他寄望協會與銀娛能

繼續合作，為澳門培育更多管理人才。
閉幕禮同時公布贏取到新加坡遊學的

得獎者，結果由李德江、周敏昌、黃偉

強、梁詠婷和蔡斌輝組成的 「起動組」奪
得，部分組別獲頒優異獎獎座和現金獎，
而每位完成了至少 3 個工作坊的學員則獲
頒贈證書，以表揚他們在培訓計劃中付出
的努力。 「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旨為透
過多元化的培訓課程、集學習與分享於一
身的工作坊以及社會義務工作，協助年齡
為 18 至 25 歲的年輕參與者發掘個人潛
能，並建立團隊合作精神。

「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 圓滿閉幕
「成功的背後最欠缺的就是機會和鼓勵」 。為讓澳門青少年了解市場動

向，從而啟發他們對自己未來事業發展的方向，銀河娛樂集團與澳門管理專
業協會聯合舉辦 「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 並於日前圓滿結束，最終由 「起動
組」 奪得最佳成績，五位小組成員分別獲贊助前往新加坡遊學。

記者 丁曉萍

「澳門弦樂協會第一屆理監事就職典
禮暨成立音樂會」將於今天晚上假澳門理
工學院禮堂舉行，音樂會邀得美籍台灣小
提琴家林品任、澳門青年指揮家廖國敏，
將聯同澳門、香港、以及內地樂手同台演
出。該會理事長鄧淑美表示，協會的成立
將為澳門本地愛好弦樂及樂手提供一個交

流平台，並有助提升澳門弦樂演奏者的水
準。會員大會主席關偉霖表示，協會將致
力為會員提供更多演出機會，協助及組織
會員參與及舉辦澳門的音樂盛事。

澳門弦樂協會日前舉辦新聞發布會，
協會會員大會主席關偉霖、理事長鄭淑
美、副理事長洪永健等分別介紹了協會的

概況和發展目標，成立音樂
會的一眾表演嘉賓亦到場支
持。鄭淑美表示，該會成立
於去年十月，是專為愛好弦
樂及弦樂演奏者而設的非牟
利組織，目的除了提升澳門
弦樂演奏者的演奏水準、技
術及訓練質素，亦希望能加
強會員之間的友誼以及在音
樂上、職業生涯等方面的交
流。

她又表示，協會成員均是
一班年輕人，大部分更是音樂

專業出身，希望各人能透過開展會務工作的
同時能接觸音樂範疇以外的知識，以及累積
不同的經驗。而協會主要面向大眾，只要對
弦樂音樂有興趣、熱心於弦樂音樂事業發展、
志同道合的人士均歡迎加入。

關偉霖指出，澳門每年舉辦藝術節、
國際音樂節等國際性盛事，為提升澳門的
國際城市地位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音
樂節，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樂團來澳表
演，本地樂團參與的機會相對較少，因
此，該協會未來除積極為會員提供更多表
演機會，亦將努力為會員爭取作為澳門本
地樂團出演澳門舉辦的國際盛事。

今晚舉行的 「澳門弦樂協會第一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暨成立音樂會」，將有兩岸四地
樂手聚首一堂及表演，表演曲目包括有韓德
爾的 「帕薩加利亞舞曲」、皮亞左拉的 「布
宜諾艾利斯的四季」、柴可夫斯基的 「C大
調弦樂小夜曲」等世界經典名曲。

記者 丁曉萍

澳門弦樂協會成立音樂會今舉行

協會理監事成員與音樂會的表演嘉賓合照

《DIVA華麗之後》是一部匯聚當紅巨
星、集激情及浪漫元素於一身的現代愛情
故事，由今日起於澳門UA 「銀河影院」隆
重登場。《DIVA華麗之後》由英皇電影製
作、麥曦茵執導、杜汶澤監製。電影以容
祖兒的演藝事業為藍本，讓她於大銀幕上
盡展歌藝及演技。其他主角包括胡歌、樂
壇新貴林欣彤、杜汶澤、陳家樂及冼色
麗。

容祖兒除了出席電影首映禮，更聯同
導演麥曦茵及銀河娛樂集團總裁及首席營
運總監萬卓祺主持由 「澳門銀河」隆重呈
獻的 「華麗天后雲裳展」揭幕儀式。容祖
兒精挑八套曾於個人演唱會穿着過且別具
意義的舞衣，首度在內地、港、澳公開展
覽，讓遍布世界各地的容祖兒樂迷有機會
近距離觀賞被視為潮流指標的華麗衣飾，
更可拍攝留念。 「華麗天后雲裳展」由 8
月 10 日至 19 日，上午 11 時至晚上 10 時假
度假城的綜合消閒娛樂熱點東翼廣場舉
行，參觀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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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容祖兒領銜主演的《DIVA華麗之後》日前於澳門最豪

華的UA 「銀河影院」 舉行首映禮，為暑假檔期的猛片熱浪掀
起高潮。出席首映禮的巨星陣容強勁，包括主角容祖兒、導
演麥曦茵，以及胡歌、杜汶澤、陳家樂及冼色麗等一眾紅
星，為澳門最受歡迎的消閒度假旅遊熱點─ 「澳門銀河」
綜合度假城，再添一項華麗紅地氈盛事。

主禮嘉賓主持亮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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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祖兒精挑八套舞衣於 「華麗天后雲裳展」 上展出

粵港澳國慶花燈設計比賽歡迎香港、澳門
及廣州居民參加

主禮嘉賓與 「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 參賽者合照

國際知名男高音莫華倫為本屆音樂節的
藝術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