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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班底打造本地電影長片，《過雲雨》今年與觀眾見面——專訪澳門導演陳嘉強

曉角喚醒戲劇界，致力推動戲劇發展——專訪澳門劇作家李宇樑

專注，成就漫畫夢想——專訪少女漫畫家李絢

厚積薄發，沉澱出經典——澳門皮草世家『THEO 菲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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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積薄發，沉澱出經典
——澳門皮草世家『THEO 菲澳』

欄目合作單位：

記者：QQ CHAN

初識「THEO菲澳」是在2015年「澳

門服裝節」在威尼斯人舉辦的品牌匯演秀場

上，「THEO」的十四款高端皮草定制在整

個青春洋溢、個性十足的秀場中顯得與眾

不同，一度引起整個秀場畫風變化，這不

得不讓人對「THEO」產生了強烈的好

奇。

對此，「THEO」新晉設計師駱敏鋒笑言，1993年「THEO」已由父親那一輩創立了，多年來

一直專注於高檔皮衣皮草服裝的加工生產。因為祖籍廣東中山，因此家族也將工廠總部設立在中山市，

產品遠銷國內外市場，但在澳門一直鮮有宣傳，才導致了很多澳門人不熟悉「THEO」。但其實經過多

年的沉澱積累，「THEO」在外貿航母企業丹爾麥斯的大力支持下，與國外多家原材料供應商建立了將

國際流行資訊和中國市場流行風格兼容的服裝設計合作開發關係，先後為多家國際大品牌提供皮衣加工

生產服務。後來隨著業務的逐漸擴大和運作的逐漸成熟，憑藉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對流行元素的把握能

力，「THEO」適時推出自己的同名原創服裝設計品牌，融合歐美經典風格，研發適合亞洲市場的系列

產品，接受客戶高端定制，開啟了「THEO」發展新的一頁。

「THEO」在「澳門服裝節」上的與眾不同而給人留下的深

刻印象，駱敏鋒也坦言因為皮草本身的材質與一般的時尚產品不

同，受因於數量有限和成本高昂，皮草本身就承載了足夠的高貴

和華麗的特質。「THEO」以意大利風格的皮衣皮草為產品特

色，奉行實用主義，顧客群定位在30歲以上的成熟女性和男性，

通過精美設計和高質量的手工藝術彰顯客人尊貴的身份，結合這

種特性，在服裝節上能讓人印象深刻自然無可厚非了。雖然皮衣

皮草產品受季節影響較大，但「THEO」每年仍

均推出三百多種款式進入市場，囊括皮衣皮草外

套、裙子、皮褲、短褲等種類，滿足不同客戶的

需求。

經過家族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THEO」

現已分別在廣東三鄉、坦洲、中山、小欖、虎門

等地開設有8間專營店鋪，兼營批發和零售。由

於皮草成衣的高成本生產以及「THEO」本身的

高端市場定位，駱敏鋒解釋每開設一間店鋪他們

均需花大量時間對鋪面地理位置、實用大小、商

圈環境等進行考察研究。現時「THEO」每間店

鋪的面積均在200平米以上，成本動輒在三四

百萬，其中包括裝修成本的投入、服裝的生產成

本等，雖然「THEO」店鋪擴張的速度受到制

約，但相對於快速擴張店鋪，他們更想穩紮穩打

做好每一間店鋪，穩定每一個客戶市場。

當 然 ， 作 為 澳 門 人 創 立 的 澳 門 品 牌 ，

「THEO」並不滿足於長期在外發展，澳門是

家，打造廣為人知的澳門皮草品牌，建立澳門的

高檔皮衣皮草的批發市場是「THEO」兩代人的

共同願望。過去「THEO」也曾嘗試與其他企業

合作拓展澳門市場，但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未

能如願。直到2015年，作為「THEO」第二代

中堅力量的駱敏鋒在澳門銀座開設了「THEO」

的第一間實體店鋪，且在「澳門服裝節」

上舉辦「THEO」產品秀，以十四款高檔

皮衣皮裙定制秀服向澳門介紹「THEO」

皮質品牌，令人印象深刻。作為澳門區域

的負責人，駱敏鋒表示非常慶幸能夠參與

「澳門服裝節」，有幸結識了很多業內人

士，也能有了更多機會與更專業的行業內

人士交流，取長補短。雖然秀演結束後已

經有很多的澳門人開始關注「THEO」，

但 駱 敏 鋒 卻 表 示 因 初 涉 澳 門 市 場 ，

「THEO」也面臨諸多難題，包括高昂的

舖 租 和 狹 小 的 市 場 ， 種 種 因 素 都 讓

「THEO」舉步艱難，所以要更努力尋找

更好的發展渠道，充分利用澳門這個國際

市場平台，傳遞澳門的高級皮草定制。

現時，作為澳門的皮衣皮草製作世

家，「THEO」為順應時代發展，在以駱

敏鋒及其姐姐為中堅力量的家族第二代負

責人的帶領下，在堅持以實體店鋪為主的

同時，還開設了「THEO」微信公眾號和

網店等傳遞品牌形象，拓展客戶群體，期

待能再開創一個新的「THEO」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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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兒戲劇團不兒戲劇團
記者：李嘉昇

引言
澳門戲劇界曾謠傳澳門處於「編劇荒」的狀態。意思即劇團大多數只會利用現有的劇本或外國的翻譯劇本

去演出，而原創劇本相對較少。縱使有，其質量也不算太高。「不兒戲創作劇團」由2015年11月成立至今，

其劇作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原創，劇團班子每一位成員都希望可以通過原創劇作品彌補澳門在這方面的缺失，

呼籲更多人參與原創繁榮澳門戲劇界。

要創辦一個劇社，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必不可少。「不兒戲創作劇團」的十多位成員從中學時期就已經相

互認識了，他們同一屆畢業，都參加過戲劇農莊主辦的「黑盒計劃」，而且彼此年齡相差不大，想法一致，話

題也相近；直到2013年再度參加戲劇農莊「黑盒計劃」——「同學咪玩野」後，他們便萌生創作劇目的想

法，更將該想法付諸實踐。其作品「課室」就是代表。

「課室」的恐怖

劇團作品「課室」，雖然延續「同學咪玩野」的角色名字，但他

們還在原來的基礎上加入了查案等懸疑元素，改變了人物之間的關

係。原劇中男女主角是一對戀人，而在「課室」中，男主角因報復女

主角而將其殺害，成了殺人兇手。在劇本中，他們更利用本地插畫家

的作品以動漫形式進行大膽創新，以此來呈現死亡的畫面，讓觀眾仿

佛進入鬼屋一樣。這種恐怖的戲劇元素第一次在黑盒劇場呈現。

「課室」背後的辛酸

「課室」劇情設計十分大膽，但這種大膽創新的想法並不是純粹

想想而已，其背後綜合考量了該設計對劇本的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劇

團成員辛雅詩曾說過，他們的的難點就在於這些創新的想法能否在劇

場中表現出來，且原作邏輯性較強，他們的改編是否能令觀眾看懂其

劇情安排？甚至還有演員的想法、觀眾是否會覺得沉悶等等因素，都

是創作該劇的難點。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到資金問題，若是公演少

了，成本則無法回籠，甚至容易打擊演員、創作人的熱情。這些種種

困難都是該劇在創作、演出上不能避免的問題，都需要他們團隊一起

去面對解決。

未來的發展

而關於不兒戲創作戲團未來發展的問題，其會長表示還未考慮要

與其他劇社進行合作，甚至對大製作的戲劇也未有意願去籌劃；他們

認為需要時間積累經驗，吸納更多觀眾，先行在戲劇界立足，做好自

己，以期蓄勢待發；等到將來有足夠的能力達到某一階段了，才會考

慮與他人合作。因為第一部作品已經創作出來了，他們正準備向政府

相關機構申請資助，他們更希望在此之後，可以有更多機會創作並演

出更多戲劇。戲劇團會長透露，他們將計劃在今年暑假再籌劃一出黑

盒戲場的演出，是一出澳門從未有人嘗試過的戲劇，主題十分吸引，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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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大合照

左起 會員鄧嘉敏, 會員辛雅詩, 會長林銳雄

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必不可少

十多位成員從中學時期就已經相互認識了

萌生創作劇目的想法,「課室」就是代表。

籌劃一齣黑盒戲場的演出

是一齣澳門從未有人嘗試過的戲劇

2015年11月成立「不兒戲創作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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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小房間》陳蔚藍個人作品展——2016年度藝術
家駐園計劃

展覽日期：2016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展覽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逢週一休園)

展覽地點：澳門望德堂區瘋堂斜巷10號──瘋堂十號創意園

主辦：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瘋堂十號創意園

贊助：澳門基金會

《春—木》雕塑藝術主題展——2016年度藝術團體
駐場計劃

展覽日期：2016年4月1日至5月28日

展覽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逢週一休園)

展覽地點：澳門望德堂區瘋堂斜巷10號──瘋堂十號創意園

主辦：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瘋堂十號創意園、澳門雕塑

學會

贊助：澳門基金會

AP37《遺城．共存》馬倩瑜、余永耀藝術作品展——

2016年度藝術團體駐場計劃

展覽日期：2016年4月10日至5月28日

展覽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逢週一休園)

展覽地點：澳門望德堂區瘋堂斜巷10號──瘋堂十號創意園

主辦：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瘋堂十號創意園、澳門國

際版畫藝術研究中心

贊助：澳門基金會

生命之花——蕭雅雯藝術作品展——2016年度藝術

家駐園計劃

展覽日期：2016年3月22日至6月12日

展覽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逢週一休園)

展覽地點：澳門望德堂區瘋堂斜巷10號──瘋堂十號創意園

主辦：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瘋堂十號創意園

贊助：澳門基金會

Hi 假期漫畫繪本作品展——2016年度藝術團體駐園

計劃

展覽日期：2016年5月3日至5月31日

展覽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逢週一休園)

展覽地點：澳門望德堂區瘋堂斜巷10號──瘋堂十號創意園

主辦：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瘋堂十號創意園、澳門業

餘漫畫社

贊助：澳門基金會

澳門漫畫插圖作品展——2016年度藝術團體駐園計劃

展覽日期：2016年2月14日至5月29日

展覽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逢週一休園)

展覽地點：澳門望德堂區瘋堂斜巷10號──瘋堂十號創意園

主辦：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瘋堂十號創意園、紅葉漫畫

同人會

贊助：澳門基金會

《麵塑》林毓海作品展

展覽日期：2016年5月15日至5月29日

展覽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逢週一休園)

展覽地點：澳門望德堂區瘋堂斜巷10號──瘋堂十

號創意園

主辦：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瘋堂十號創意園

贊助：澳門基金會

《美好時光》蔣素雯作品展 ——2016年度藝術家駐場計劃

展覽日期：2016年2月14日至5月29日

展覽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逢週一休園)

展覽地點：澳門望德堂區瘋堂斜巷10號──瘋堂十號創意園

主辦：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瘋堂十號創意園

贊助：澳門基金會

13 14

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8時（逢星期一休館），免費入場

地點：澳門時尚廊/澳門聖祿杞街47號

查詢： (853) 2835 3341  www.macaofashiongallery.com 

展期：「春季期限店」- 至5月8日結束

「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絲綢手繪》技藝展——裘海索的絲綢手繪藝

術」展 - 至5月22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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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澳門時尚廊繼續為公眾帶

來精彩絕倫的展覽以及期限店，讓喜歡時裝的朋友在

欣賞到藝術與服裝結合而成的精品的同時，又可選購

到心儀的原創時裝品牌服飾。

以華麗與藝術結合見稱的「AURALO ARTE」

自創藝術插畫圖案及玩味獨特剪裁的「ella épeler」

詮釋中性美學的「JADE. L」

散發文藝青春氣息的「MACON」

創意好玩兼備的「POURQUOI」

展覽方面，為大家帶來了「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項目《絲綢手繪》技藝展——裘海索的絲綢手繪藝術」

展，展出15套珍貴的傳統絲綢手繪技藝融合現代設計的服

飾，讓公眾和本地設計師有機會近距離地欣賞非凡之作。

「春季期限店」帶來的是五個本澳原創品牌服裝

20 16年
5、6月

份

 展 覽 
及 活 動

澳門
時尚廊



(853)2835 4011
12:00 - 22:00

(853)2848 2848

12:00 - 23:00

(853)2836 1601 

11:30 - 15:00, 18:00 - 23:00

http://www.albergue1601.com/
12:00-19:00 

https://www.facebook.com/
hanahana.cafe

(853)2835 8866

11:00 - 20:00
9:00 - 20:00

lvcs.mo@gmail.com

(853)2835 2121

10:30 - 20:00

brandaodesigns@gmail.com
11:30 - 17:50

https://www.facebook.com/
artbox.8a/

(853)28354461
https://www.facebook.com/
Balloo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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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堂婆仔屋

澳門時尚廊                

中央圖書館

G32 Gallery影藝廊         望德聖母堂

音樂學院

望德堂創意產業促進會     

澳門故事館

大瘋堂藝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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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海通

將澳門攝影與世界接軌
「1844澳門攝影線上平台」

1844澳門成為攝影術在中國的開端

說到「1844 澳門攝影線上平台」取名的原因，楊文彬表示因為1844年對本澳的攝影行業

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攝影術在1839年由法國人達蓋爾發明，在1844年，法國攝影師于

勒 ‧ 埃及爾在澳門拍下了一批中國最早的照片，使澳門成為攝影術在中國的開端。」=該平台

希望可以將澳門的攝影資源整合起來，並且與國際接軌，推動澳門攝影藝術發展。

平台結合兩大元素組成

這個本地的攝影線上平台，主要由「照片資料庫」和「攝影資訊」兩大元素組成。平台有

大量珍貴的澳門經典老照片，組成「照片資料庫」。用戶找到自己喜歡且需要的攝影作品後，

可以通過網路即時付款，便能以免版稅圖片形式，取得高質量數碼文件。買家購買一次後，便

可以不限時空正版合法地使用。

七成收益交到賣家手上

對於攝影師的利益，「1844 澳門攝影線上平台」非常重視攝影師的利益。與其他

外地的平台不同，一旦有買家購買作品，平台並不會收取攝影師大量的費用，而是只收

取30%的收益作為運作經費，而剩餘的70%將交到攝影作品持有者的手上。通過這種分

配比例，讓更多的攝影工作者的作品收益得到保障。

未來將會持續改善平台

「1844 澳門攝影線上平台」肩負著推廣澳門攝影的責任，讓從事攝影工作的人士

可以專心於創作。楊文彬認為就是因為這份責任，讓整個團隊充滿激情，不斷工作，努

力完善平台。從系統設計、色彩運用，到整體運作的測試，團隊中每一個人都不敢掉以

輕心，務求使交付到平台的作品得到最好的展示。而在未來團隊會繼續努力，通過

「1844 澳門攝影線上平台」，將澳門攝影與世界接軌。

• 1844macau.com •

攝影資料庫對一個地區攝影的長遠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除了可以讓攝影師擺放自己的作品，也能讓需

要攝影資源的人集中在一個平台上找到所需要的資源，有利攝影行業的發展。這次介紹的「1844澳門攝影線

上平台」，是一個澳門照片C2C電子商貿平台。透過這個網路平台，各個用戶能自由互動，或進行攝影作品的

交易。平台的負責人之一楊文彬表示，有了這個平台後，世界各地的人都能輕易通過「1844澳門攝影線上平

台」來到這個攝影資料庫，接觸本澳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攝影作品。楊文彬和他的團隊花了超過2年的時間籌備

這個平台。除了在平台上進行照片交易外，他們還搜集了不同的與澳 門攝影相關的資訊放到平台上供大家閱

讀瀏覽，例如：澳門的攝影書籍、兩岸四地的攝影展覽資訊，以及澳門攝影名家的訪談等；讓用戶透過「

1844 澳門攝影線上平台」獲得豐富的攝影資訊。

楊文彬和他的團隊曾於4月16日在瘋堂十號創意園舉辦「澳門攝影，延承1844」展演會，這意味著「

1844 澳門攝影線上平台」的正式啟用，並利用互聯網把澳門攝影與世界接軌。當天展演會即場演示了平台的

運作流程，得到現場出席人士很大迴響。楊文彬指當天氣氛相當不錯，現場設有古董相機展示區，以及古典懷

舊即影即有相機拍攝區，讓到場的人士能夠對攝影有更深、更生動貼心的體驗。現場的古董相機，以及懷舊即

影即有相機，正與平台的核心理念相配合，將澳門珍貴的舊照片加入平台，從而建立本澳影像資料庫，實現平

台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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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園」之歷史鉤沉 八間屋

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又名荷蘭園大馬路、

荷蘭園正街，位於澳門半島中部，東北——西

南走向。南端在東望洋街口接水坑尾街，北端

至美副將大馬路。從北到南沿途街道有雅廉訪

大馬路、高士德大馬路、羅利老馬路、美的路

主教街、高偉樂街，與水坑尾街連接一起，貫

穿南北，是澳門半島主要交通命脈之一。可見

此大馬路是澳門半島重要的南北通道。

荷蘭園的產生，與歐洲近代史上「葡荷澳門之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

係。 

葡人剛來澳門不久，荷蘭人也覬覦澳門，企圖將之發展成為向遠東擴

張的據點。早在明萬曆二十九年（西元1601年）時，就曾數次向明朝提

議，欲借地通商，但都遭到拒絕，於是屢次偷襲澳門，無奈結果都是無功

而返。有相關史料稱，「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荷蘭聞而慕之，萬曆

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炮，直薄呂宋，呂宋人拒之，轉薄香山澳。澳中

人數詰之，言欲通商，不敢為寇，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遊

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

[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

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資料彙編》第5卷，1999年，第9頁。] 後又過

數年，荷蘭人仍不死心，終至1622年荷蘭大軍浩浩蕩蕩的向澳門殺來，

「澳門之戰」爆發。澳中葡人及天主教教徒，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一舉擊破來

犯的荷蘭人，俘獲了荷兵近七百多人。這是一場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而

俘虜的數百名荷兵，全都囚禁在「雀仔園」旁邊，「進教圍」坊外，遠離古澳城

的一處蔡姓地主的廢棄莊園裏，為澳葡修城牆築炮臺。該處便是現在的「荷蘭園

」。

最初在荷蘭園居住的是華人，還有一些非葡籍的外國教士。到了清同治年間

，澳葡拆除水坑尾城牆，開闢荷蘭園，將荷蘭園規劃爲一分為二的街區，並以兩

條大街橫劃之，即荷蘭園大馬路（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與荷蘭園二馬路（亞卑

寮奴你士街）。

如今，荷蘭園在進敎圍與華士古達伽瑪花園之間，後人都誤以為指塔石球場

附近一帶。19世紀後半葉，在塔石球場附近開馬路，因為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的

名稱很不順口，不易記憶；另外由於1622年荷蘭入侵澳門失敗，戰俘安置於

此，此處便有荷蘭園之稱，市民便叫此街為荷蘭園大馬路或荷蘭園正街。

沿著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漫步，你的眼球一定會被一些極有特色的古建築所

吸引。這些建築就是現為文化局總部新大樓、澳門中央圖書館、歷史檔案館、東

方基金會葡萄牙語言中心等所在的八座建築物。位於羅利老馬路與飛良詔街之

間，以中文名「八間屋」而聞名，是澳門最具代表性建築展示區。1982年，這

些建築獲得了亞太旅遊協會（PATA）的文物大獎。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在此興建了一些住宅用途的樓宇，從前是貴族家庭的住

宅和學校，且是澳門建築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樓宇，表現出受新古典主義建築影

響的歐陸建築風格，大部分房屋都是以紅黃色為主，極其鮮豔搶眼，其格局亦十

分有特色。

其中衛生局大樓正面長長的拱形長廊，體現了受歐洲和熱帶地區影響的揉合

式建築特色，即以黃色和白色為主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物，它是這裡最引人注目

的標誌。大馬路這一地區曾是澳門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環境惡劣，人口增加，

鼠患加劇。1895年澳門一帶爆發鼠疫時，這一地區成為了疫症的中心，後鼠

疫被消滅，這一地區的衛生得以改善，此地區又被重建並得以城市化。可見衛

生司設在那裡並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

而中央圖書館大樓和歷史檔案館大樓都是典型的澳門貴族家庭建築。如今

在歷史檔案館內，還珍藏著大量葡萄牙海外探險、澳門與歐洲、中國、日本、

以及東南亞國家質檢有關信函、書籍和手稿，其中從1587年至1786年間最

具價值的歷史資料都以縮微膠捲存放。

八間屋前面是一個碎石鋪成的廣場，經常這裡會有大型的文化娛樂活動，

熱鬧非凡。這裡深沉的文化氣息和強烈的生命色彩，為這條馬路增添了一道優

美的輪廓和線條，讓人難以忘懷。

現如今，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前段街道兩側多是經營運動物品、服裝的商

鋪，比較繁盛；在中段因葡萄牙式花園住宅極具歷史性，且著名的盧廉若公園

在馬路中段西側，又有「八間屋」在此「坐鎮」，是值得遊客樂於遊覽一番的

好去處。所以，這條大馬路成為結合了購物、旅遊兩項功能，街道人流量很

大，人氣很重，一片繁華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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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熊反擊戰 貪婪測試 掩飾身分

　　二十多年前，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眾漫畫人，我便開始接觸澳門的
漫畫創作。後來因為工作，漸漸遠離了這個圈子，不覺已二十年。
　　當年我們以每人一份稿的形式，集合起來出版了一本漫畫集，就是
這樣我第一次將所創作的漫畫展示給讀者。後來更有機會走出去參展，
與鄰近地區的漫畫人交流創作經驗，接觸其他地區的作品。我還記得兩
地在於技術方面差異不大，可算本澳作品跟得上軌道，但都局限於業餘
範疇，未能創造一個完整的產業制度。正因如此，澳門的漫畫人靠「畫
公仔」賺不了三餐一宿，又怎能夠將創作心血完全地投進去？
　　二十載後的某一晚上重遇其中一位漫畫人，我打算走去打個招呼、
問個好，他竟然第一句問我：「還有畫漫畫嗎？」他對漫畫的熱誠一直
都沒改變，好像二十年前的熱誠仍未熄滅。
　　我重回澳門漫畫世界，再遇當年的漫畫人，在於我來說他們都是大
師級，一直撐着雨傘為澳門漫畫從暴雨中護航至今。現在，本土漫畫有
政府大力支持，漫畫人有很多機會展示作品，製作完整，規模亦完備，

正正是當代漫畫人，尤其年輕一代展現才華的時期。再者，更多的風
格、題材出現於本土作品中，可見本澳的漫畫已經十分成熟。
　　文創發展初期必須有政府的支援，務求引發更多有理想、有熱誠的
漫畫人投進當中。若要漫畫成為一個產業，務必讓參與者感受到有未
來、有成就感，雖然一開始未必有報酬，最起碼有作品面世，向外展
現。所以我個人認為比賽對發展有幫助，優秀的作品可參加更高水平的
國際比賽。得獎便是最好的報酬。
　　澳門這個小城暫未容納到漫畫作品長期出版，漫畫事業需要自己去
尋求一條出路：以什麼媒體展示，以什麼形式向外地發放。澳門漫畫需
要進入精品時代，從畫功、劇本，還要走出去海外。市場不在本地是現
實的，漫畫事業應該工作坊在內、市場觀在外。否則好的創作人也會跑
到外面發展，最終作品都只是別人地方的作品了。
　　漫畫的「漫」意思係如水般不受約束、不斷流動、任意縱橫，它代
表一個無限想像的世界，你想到的，便繪到一連串漫漫的插畫。

漫畫與我：過去、現在、未來　文：米璐

今期漫畫人
　米璐

從最初畫漫畫，以至寫小說，都是以生活的事情、好奇心、不斷思
索的方式來創作，還有一個很重要部分：熱誠。
今次四格漫畫並非是米璐的繪畫風格，但四格漫畫必須畫面簡單、
有趣味。「我們的地球」講的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擊行動，直接採
用其他生物的角度嘗試表達大自然究竟受着有多大的傷害。

我們的地球

如今街道景象

荷蘭園的產生，與歐洲近代史上「葡荷澳門之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

係。 

葡人剛來澳門不久，荷蘭人也覬覦澳門，企圖將之發展成為向遠東擴

張的據點。早在明萬曆二十九年（西元1601年）時，就曾數次向明朝提

議，欲借地通商，但都遭到拒絕，於是屢次偷襲澳門，無奈結果都是無功

而返。有相關史料稱，「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荷蘭聞而慕之，萬曆

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炮，直薄呂宋，呂宋人拒之，轉薄香山澳。澳中

人數詰之，言欲通商，不敢為寇，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遊

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

[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

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資料彙編》第5卷，1999年，第9頁。] 後又過

數年，荷蘭人仍不死心，終至1622年荷蘭大軍浩浩蕩蕩的向澳門殺來，

「澳門之戰」爆發。澳中葡人及天主教教徒，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一舉擊破來

犯的荷蘭人，俘獲了荷兵近七百多人。這是一場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而

俘虜的數百名荷兵，全都囚禁在「雀仔園」旁邊，「進教圍」坊外，遠離古澳城

的一處蔡姓地主的廢棄莊園裏，為澳葡修城牆築炮臺。該處便是現在的「荷蘭園

」。

最初在荷蘭園居住的是華人，還有一些非葡籍的外國教士。到了清同治年間

，澳葡拆除水坑尾城牆，開闢荷蘭園，將荷蘭園規劃爲一分為二的街區，並以兩

條大街橫劃之，即荷蘭園大馬路（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與荷蘭園二馬路（亞卑

寮奴你士街）。

如今，荷蘭園在進敎圍與華士古達伽瑪花園之間，後人都誤以為指塔石球場

附近一帶。19世紀後半葉，在塔石球場附近開馬路，因為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的

名稱很不順口，不易記憶；另外由於1622年荷蘭入侵澳門失敗，戰俘安置於

此，此處便有荷蘭園之稱，市民便叫此街為荷蘭園大馬路或荷蘭園正街。

沿著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漫步，你的眼球一定會被一些極有特色的古建築所

吸引。這些建築就是現為文化局總部新大樓、澳門中央圖書館、歷史檔案館、東

方基金會葡萄牙語言中心等所在的八座建築物。位於羅利老馬路與飛良詔街之

間，以中文名「八間屋」而聞名，是澳門最具代表性建築展示區。1982年，這

些建築獲得了亞太旅遊協會（PATA）的文物大獎。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在此興建了一些住宅用途的樓宇，從前是貴族家庭的住

宅和學校，且是澳門建築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樓宇，表現出受新古典主義建築影

響的歐陸建築風格，大部分房屋都是以紅黃色為主，極其鮮豔搶眼，其格局亦十

分有特色。

其中衛生局大樓正面長長的拱形長廊，體現了受歐洲和熱帶地區影響的揉合

式建築特色，即以黃色和白色為主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物，它是這裡最引人注目

的標誌。大馬路這一地區曾是澳門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環境惡劣，人口增加，

鼠患加劇。1895年澳門一帶爆發鼠疫時，這一地區成為了疫症的中心，後鼠

疫被消滅，這一地區的衛生得以改善，此地區又被重建並得以城市化。可見衛

生司設在那裡並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

而中央圖書館大樓和歷史檔案館大樓都是典型的澳門貴族家庭建築。如今

在歷史檔案館內，還珍藏著大量葡萄牙海外探險、澳門與歐洲、中國、日本、

以及東南亞國家質檢有關信函、書籍和手稿，其中從1587年至1786年間最

具價值的歷史資料都以縮微膠捲存放。

八間屋前面是一個碎石鋪成的廣場，經常這裡會有大型的文化娛樂活動，

熱鬧非凡。這裡深沉的文化氣息和強烈的生命色彩，為這條馬路增添了一道優

美的輪廓和線條，讓人難以忘懷。

現如今，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前段街道兩側多是經營運動物品、服裝的商

鋪，比較繁盛；在中段因葡萄牙式花園住宅極具歷史性，且著名的盧廉若公園

在馬路中段西側，又有「八間屋」在此「坐鎮」，是值得遊客樂於遊覽一番的

好去處。所以，這條大馬路成為結合了購物、旅遊兩項功能，街道人流量很

大，人氣很重，一片繁華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