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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9月12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
综合性企业丽新集团今天在西班牙班拿贝球
场举行发布会，宣布旗下丽丰控股有限公司
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会合作，在珠海横
琴“创新方”二期项目内兴建及经营一所室内
互动足球体验中心，预计2021年落成。

丽新集团横琴项目总经理谢安建表示，足
球体验中心有助培植横琴体育娱乐文化，让粤
港澳大湾区产业更多元，推动区内旅游经济。

皇马发言人介绍，足球体验中心融合体

育 、 娱 乐 及 高 科 技 元 素 ， 以 虚 拟 实 境
（VR） 和扩增实境 （AR） 带动不同的模拟
足球训练体验，让宾客置身于顶尖的足球世
界，一尝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滋味。

体验中心面积规划约 1.2 万平方米，包
括皇家马德里足球会历史博物馆、各种技巧
挑战游戏及体育娱乐设施等。

据了解，“创新方”位于珠海横琴中心
区域，以文化创意为主题，致力打造成为粤
港澳台的文创孵化基地。

8 月 23 日，超强台风“天鸽”正面吹袭
澳门。一场半个世纪未遇的强台风，适逢天
文大潮，让素有“莲花宝地”之称的小城澳
门，近三分之一的城区顿成汪洋，不少民宅
商铺、地下车库进水被淹。风灾共造成10人
死亡、244 人受伤，上千台车辆被水浸，许
多大厦的配电房、水泵房受到不同程度损
坏，导致大面积停水、停电。全澳门近一半
的大树折断倒下，道路交通严重受阻。澳门
统计局初步估算风灾对经济造成的直接、间
接损失共计114.7亿元 （以下均为澳门元）。

天灾如同一场突然降临的大考，小城交
出了怎样的答卷？

危急时刻 奋不顾身

23日上午，加入警队21年的澳门治安警
察局首席警员曾智明在 8 号风球挂起 （全城
停班停课） 后，驾车巡逻到一条沿河马路
时，发现一个建筑工地的棚架有倒塌危险，
海水还在不断涌进，他当即决定将警车停在
街口进行封锁，并吹响警哨疏散市民到安全
处躲避。短短几分钟内，水深已经及腰，眼
看就要“水浸眼眉”之际，他看到不远处一
个快餐店内有10多人被困，马路边还有两位
市民被困车顶，随时有被吹倒冲走的危险。
曾智明来不及多想，跳下水中前去营救，几
经努力终于将他们送到高处脱困。接着他又
去营救被困快餐店内的市民，将他们一一转
移至安全处。

风暴潮带来的海水倒灌，导致澳门多处
大厦地下停车场被水淹没，不断有民众求救
信息传来：有人被困淹水的停车场内。用澳
门海关潜水队员陈奇峰的话说，在海关工作
11年，做“蛙人”（潜水员） 也有6年，在被
海水淹没的停车场进行搜救却是前所未有，
没有任何经验。但我们见到停车场外有失踪
者家属守候，立刻以最快速度评估现场环境
下水搜救。我们希望不论失踪者生死，都能
尽快将他带出漆黑冰冷的停车场，给家属们
一个交代。

加入海关26年的高嘉辉，在潜水队工作
12年后已于2007年转岗其他工作。风灾第二
天长官征询他可不可以再做蛙人？他立刻回
答没问题。他说自己虽然退役10年，但毕竟
接受过专业训练。澳门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潜水队很需要帮手，没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
无法帮忙，自己一定要竭尽所能。

平日只有16人组成的海关潜水队，为尽

快完成水浸停车场的搜救任务，紧急征招了
已经退役的10名前“蛙人”，3人一组，轮流
下水搜救。人们不难想象，被水淹没的车库
里会是怎样的场景：漆黑一片，防水手电没
什么大用。肮脏混浊的水里漂浮着汽油、死
鱼、死虾，带着钉子的木板甚至是汽车漂来
漂去，有的车辆被海水冲至重叠，还有石墙
倒塌和地面下陷，尖锐的外露金属对潜水员
都是极大挑战。

同样退役被招回的林志文说，车库里水
深没顶，面对从未遇到过的恶劣环境开始时
确实有点紧张，但我们是受过培训的专业人
士，有人困在里面，这工作除了我们没人能
做。我们不仅必须尽力去做，而且要争分夺
秒。家属和记者就守在车库门口，我们一直
在车库不同部位反复搜索，我们在地下一和
地下二层之间找到了被困者的车，但里面并
没有人，最后在地下三层找到了人，很遗憾
已经遇难了。

平时专责打击犯罪的司法警察虽然本职
不负责街头治安，但风灾期间全体出动，除
了派出巡逻队维持街头治安，更组织义工清
理街道、探访独居长者。他们脱下市民熟悉
的黑背心，挽起袖子抬树木，清垃圾，爬上
停电的几十层高楼，为无水无电的居民送水
送饭。为了给独居长者送饭，司警义工们

“托住十几盒饭，行几十层楼”，司法警察局
首席刑事侦查员林振辉说，“没想过要行几多
层楼，只想尽最大努力去行”。

特区政府各部门也纷纷行动起来：民防
行动中心指导、协调民防架构下 27 个成员
的整体行动，接报、分析、处理及跟进由台
风所引致的事故，安排封闭跨海大桥，协调
及跟进搜救因水浸被困人士的行动。卫生局
于 8月 23日上午启动灾难应变方案，安排足
够的医护及后勤人员参与应变期间各项工
作，同时开放 8 间卫生中心提供紧急服务。
民政总署联同其他部门夜以继日地清理倒
树、道路障碍物及各类垃圾，8 天时间里清
理了 16500 多吨垃圾。巡查了 860 间与食品
相关的场所，销毁受停电、水浸等影响变质
的冻肉等食品 360 多吨。灾后数日每天组织
600 多人在各区提供清理社区、派发食物饮
水等义务支援。

天鸽无情 澳门有爱

澳门“黄枝记”是开在十月初五街上的
一家近60年的老店。这条街是本次受灾最严

重的街区之一，驻澳部队支援救灾第一站就
来到这里。9月2日一个“请食云吞面”的告
示在“朋友圈”里广泛流传。原来“黄枝
记”的老板在店外贴出告示，并通过网上社
交媒体广而告之：邀请这条街上和附近的街
坊，9月 5日、6日免费请食云吞面。黄姓店
长告诉记者，9月 5日、6日两天从中午到晚
上，每天免费提供了1300份云吞面、牛腩面
和饮料、矿泉水等，成本大约10余万元。老
板表示，黄枝记在此开店近60年，邻里情怀
胜似亲人。今日同遭风灾水劫，损失惨重

（本店损失相对较轻）。希望大家重新振作，
迈过难关，再续睦邻友爱之情。以此表达微
薄心意，以慰疲累之身心。

由于“天鸽”造成的大范围停水停电，
居民做饭成了难题，不少食肆也暂停营业。
受风灾影响不大的餐厅“西红柿屋”，免费向
周围街坊、老人中心及小区中心派饭。店铺
负责人彭先生原本在香港陪太太待产，台风
后第二天马上赶回澳门，3 天共派出 1500 多
个饭盒。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副理事长刘佐春灾
后第三天，学习借鉴周边地区经验，联同义
工伙伴创设了风灾地图网站，提供各区垃圾
分布、物资站、临时供水点、道路信息、急
救站、避风中心乃至塑料瓶回收点等信息，
网站上线当天就有9万多人次浏览。

陈国强等两位新青协信和医疗中心的医
生，诊所所在的大厦位处水浸严重的筷子基
一带，由于停水停电，诊所一时无法恢复营
业，他们就在楼外搭起帐篷，连续 4 天冒着
风雨，为近200位病人提供服务。

澳门各大社团积极组织居民救灾，向需
要帮助的市民伸出援手。澳门工联总会、妇
联总会、民众建澳联盟等派出义工到街区清
理垃圾，尽快恢复小区环境与交通秩序。街
坊总会“平安通呼援中心”、学联总会组织青
年义工为因停电受困的独居长者送食物，解
决燃眉之急。许多社团开放属下场地，让受

停水、停电影响的市民进来休息。
由于风灾后不少传统街市停电，导致街

市内的鲜活食品通通报销，摊贩损失惨重。
渔民也是受灾严重的一群，不少渔船和运输
艇沉没或损毁严重，部分码头也因损毁无法
运作，不少渔民“手停口停”。澳门日报读者
公益基金会为帮助他们暂渡难关，先后向澳
门渔民互助会、市贩互助会、街坊总会等社
团捐款1230万元。社会各部门也各尽所能帮
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生产：工银澳门成立
了“风灾重建支持贷款方案”。祖国内地紧急
组织并调运应急物资，保证了救灾工作顺利
进行以及农副食品等供应稳定。经济财政司
设立受风灾影响的“中小企业特别援助计
划”及“中小企业灾后补助金措施”。澳门基
金会重点推出针对水电补贴、医疗慰问金、
家居修复援助金等特别援助计划。

痛定思痛 标本兼治

澳门三面环海，地势较低，一直以来深
受水患困扰，不论暴雨还是风暴潮都会为城
市带来水浸问题。这次风灾带来的人员伤亡
和经济损失，主要也是由于海水倒灌造成。
总结这次应对台风的各项工作，政府坦诚承
认存在不足，行政长官为此批示设立检讨重
大灾害应对机制委员会并亲自挂帅，广泛听
取社会意见。在“重大灾害应变机制”意见
收集的15天里，社会各界反应热烈，通过网
页、电邮、电话留言等多种渠道，收到关于
重大灾害预警机制，民防工作统筹及信息发
布，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1264份。

修建挡潮水闸提上议事日程。8 月底，
中央有关部委原则性同意挡潮闸工程。9月12
日，行政长官崔世安亲率相关官员到广州与广
东省有关部门共商建闸挡潮大计。会议决定在
粤澳合作框架下，两地对口部门加强沟通，继
续协调，开展挡潮闸工程的深度论证。

设立预防应对自然灾害、安全事故专责
部门。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黄少泽表示，未
来在民防应变及救灾统筹方面将展开短、
中、长期的系列针对性计划，包括将设立专
门预防应对和善后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的专
责部门——民防及应急协调局，推行恒常公
民教育，增强部门和民众应对灾难和安全事
故的危机意识和自救意识。警察总局局长马
耀权表示，国家减灾委员会专业团队近日将
来澳协助检视“天鸽”风灾情况，为澳门编
制防灾减灾中长期规划提出建议。

建章立制修订法律。特区政府将研究灾
难等级机制，除自然灾害外，也包括公共卫
生及突发事件，当灾难等级上升到特定程度
时启动相应措施。由于涉及突发情况下限制
人身权利及自由等措施，在新一届立法会开
始运作后会提案立法。

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
所讲师吕开颜对此评论认为，这次“天鸽”
来袭，虽然为市民带来严重财产损失和人员
伤亡，但是也让澳门社会的危机防范意识有
所提升。特别是政府吸取教训后，已采取连
串措施，例如对受影响商户的援助，成立独
立委员会调查防灾救灾工作中是否有过错责
任，同时认真聆听社会各界意见。但是目前
只是度过灾后清理的艰难阶段，未来要克服
的困难仍有不少，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
就。不过，这些积极的举动让人看到政府的
决心和魄力，也希望政府短期内将台风的负
面影响降低的同时，可以把握机遇将其成为
长期推动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水平的契机。

时隔10多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曾经遭受
重创、垃圾满坑满谷的十月初五街，这里已
经基本恢复了旧日的正常景象，九成商铺已
经复业。这里上世纪曾是澳门最繁华的商业
街，也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街区。它正是澳
门的一个缩影，小城顽强的生命力和正能量
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将为世人展现一个更
美好的明天。

“天鸽”超强 吹不走小城大爱
——澳门社会各界救灾重建纪实

本报记者 苏 宁

“每次来台湾演出，都像回家一样！”
国家京剧院近日第 21度来台演出，大陆当
红老生于魁智和梅派青衣李胜素再度合
作，率领80余人来台为观众献上连场大戏。

“我第一次来台演出是 1993 年，台湾
民众对大陆艺术家非常热情，观众纷纷涌
入剧院看演出。当时张学良将军也来看演
出，并邀请我们到他府上做客。”面对记
者，于魁智对第一次赴台演出的经历仍记
忆犹新。

1993年，国家京剧院代表团首次赴台
演出，由京剧大师袁世海率领 100多人连
演 16场，场场爆满，轰动一时。当时为尽量
让所有戏迷都能看到戏，主办方甚至还在
剧场的后方摆上折叠椅，增加位置给买不
到票的人，成为两岸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从 1993 年开始，国家京剧院几乎每年
率豪华阵容赴台演出。台湾知名剧作家王安
祈曾表示：“每年观赏京剧院的演出，对许多
台湾戏迷来说已经是一种仪式。20多年来，
不只是看戏，也是看着演员们的成长。”

一晃20多年过去了，如今，于魁智已

经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几
乎年年率团赴台演出。他对记者回忆说，
多年的演出让他们和台湾观众成为朋友，
每次来台都能见到很多老戏迷。

现年90岁的台湾老戏迷范琏女士就是
其中的一员。她告诉记者，国家京剧院来
台演出，她追戏就追了20多年，去年连看
了7场，今年也将一场不落。

随着两岸戏曲文化界的持续交流，许
多台湾观众爱上了京剧。于魁智说，两岸
同文同种，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认
同，希望通过来台演出，让台湾观众更加
了解京剧。

每次来台演出，最让于魁智感动的是
当地观众的热情和支持。每场演出结束
后，总有戏迷守在后台，给他们送花送夜
宵，争着请他们签名。

“有很多老观众一路支持了我们 20多
年，现在带着小观众一起来看戏。也有愈
来愈多大学生、青年观众加入。”于魁智
说，去年甚至有名 8岁的小观众，跑到后
台向演员们要签名。“他家人不看戏，只

有他爱看，拉着大人陪他来，还自己上网
看影片学动作，学着甩水袖，还说这次也
要来看。”

于魁智说，京剧中包含着忠孝仁爱、
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文化，对青少年有
很深的启发和教育作用。这些年来，观众
对中华传统文化愈来愈熟悉，一开始演出
的都是武生戏，这几年一些经典的大戏、
文戏都可以演出，并且受到欢迎，可见观
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今年，国家京剧院带来的戏码除了每
回必演的 《龙凤呈祥》《群英会·借东风·
华容道》 等，还有梅派经典戏码 《洛神》
和《太真外传》以及由实力新人演出的武生
戏《金钱豹》等。演出的流派纷呈，观众买一
张票，梅派、袁派、马派、叶派、裘派、杨派等
可以一次看齐，过足戏瘾。

“京剧是老祖宗留给中华儿女最经典的
传统文化，非常值得中华儿女珍藏和传播。”
于魁智说，在这一点上，两岸都是相通的。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齐湘辉 何
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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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来台湾演出都像回家”
——京剧名家于魁智的两岸情缘

香港企业携手皇马打造足球体验中心香港企业携手皇马打造足球体验中心

图为澳门民众在台风过后清洁家园。 （资料图片）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丁梓懿） 香港敬师
运动委员会日前举办“向老师致敬2017——
敬师日庆典暨表扬状颁发典礼”，表彰近
1400位优秀教师。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典礼
上致辞表示，良师如巨人，在学生的成长路
上给予支持，帮助他们望得更远、更广。老
师具有百年树人的志向，育人的心血像长流
细水，润物而无声，受过良师教诲的学生都
会一生铭记良师的无私奉献。

杨润雄表示，特区政府极为重视教育，
新增约36亿港元教育新资源拨款已获得立法
会通过，相关的新措施会于本学年相继推
出。特区政府希望与老师共同努力，创造一

个稳定、关怀、具启发性及富满足感的学与
教环境，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

香港敬师运动委员会主席黄锦良表示，
社会的持续发展有赖一群充满使命感、敬业
乐业的教师努力不懈、以身作则，为社会培
育多元精英。他期盼大家携手迈步，继续为
香港的下一代而努力。

9月 10日是香港的敬师日，由敬师运动
委员会举办的“表扬教师计划”已踏入第二
十二年，至今已有超过 2.7 万名优秀教师获
表扬。

该项计划旨在提倡尊师重道的精神，每
所中小学、幼稚园及特殊学校可提名两名热
心教学、表现卓越的教师接受表彰。

香港表彰近1400位优秀教师香港表彰近1400位优秀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