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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 AB 面：摩天大楼与街巷烟火

悦旅TRAVEL



澳门的 AB 面：摩天大楼与街巷烟火
编撰 _ 冯安兴 图片提供 _ 图虫创意

当音乐还不以数据的形式传入耳朵，迷人的旋律在此

时被刻录在磁带上，以 A 面与 B 面的形式共存。有时

候，一座城市其实也像是一盘古早的磁带，它的 A 面

与 B 面唱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故事，却又是如此密不可

分，澳门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



澳门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多少还

是一片令人向往的土地。它似乎存在于

历史中，但也时刻在当下被提及。史书

中的“澳门”，更多地还是指澳门半岛，

它是诗歌中的“七子”之一，唱着令人

潸然泪下的泣血乡愁。珠江口西南部伸

入海域的这块土地，原本仅有 2.78 平

方公里，其上上演的波云诡谲的故事，

或许本是它不能承受之重。

葡萄牙人等“西洋人”的到来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澳门的符号意义，也带来

了所谓现代性的印记，但他们不是最早

抵达澳门的外国人。东南亚、琉球群岛

等地的居民在葡萄牙人抵澳之前，已乘

着帆船、渔船，掐着季风的时间表抵达

澳门。所以，现在澳门文化的庞杂多元、

立体丰满，是因为诸多画笔都在其上涂

抹了好几下。



摄影 _雷鹿茸

当 下 的 澳 门， 是 从 历 史 中 走 出， 突

破重重迷雾才来到我们面前的，而这过程

其实并不简单。从 1979 年中葡建交，到

1987 年中葡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再到

1999 年中国正式对澳门行使主权，看似史

书上寥寥几字的记录，都是迎接新生的澳

门小心翼翼踏出的每一步。这段路程在历

史长河中看似并不遥远，而其中的苦难与

辉煌，或许澳门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法轻易

遗忘。

现在的澳门由澳门半岛和氹仔、路环

二岛组成，经过填海工程、城市扩张，“澳门”

不再等同于 2.78 平方公里的小小半岛。在

面积得到扩张的同时，人口密度也以更快

的速度增长着。“摩肩接踵”与“寸土寸金”，

历史风貌与现代表征，造就了澳门的 AB 面。

此时，澳门是霓虹映照下，无谓黑夜白昼

的摩天大楼，看似很近却难以触及；彼时，

却又成为街头巷尾被一盏简易灯具照亮的

糖水铺子，昏暗灯光下的那碗糖水虽加了

冰，吃起来却很温暖。



极高的人口密度与极稀缺的土地资源，让澳门在现

代化建设中不得不向上“野蛮生长”，“欲与天公试比高”的

结果自然是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澳门观光塔

高 338 米，新葡京酒店高 258 米，“海擎天”住宅建筑高

185 米……如果有一座高 100 米的建筑，那么以它的高

度在澳门将无法排进前十名。

冷面都市

摩天大楼理所当然是现代城市最理想的地标符号，它

们往往是汇集最优越的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的艺术品。这

些高耸入云的建筑通过多种材质的组合，拥有了靓丽的外

形和普通民居无法比肩的丰富功能，更重要的是，有了它

们一个城市才能够称为“都市”。澳门的这些大楼，充满着

美学意义上的“庄严”意味。

在白天你不用奋力远眺，就可以欣赏到“寰宇天下”们

的“英姿”，它们那充满科技感的建筑“外壳”往往能够映出

澳门的“风雨阴晴”。蓝天白云会在各种玻璃上留下身影，

阴天光线不足之时，建筑也会跟着稍微暗下来一些。倒是

夜晚，建筑们总是出奇地一致——不约而同地散发着绚烂

的光芒，整个城市被照得恍若白昼。



一座都市当然不能没

有这些建筑，甚至要感谢

这些建筑。高楼的存在，

不仅容纳了更多的企业和

人口，使土地的利用率得

到质的提升。更重要的是，

它们使澳门充满摩登气质，

让人心生向往。旅行者对

于澳门的好奇，有时恰巧

存在于这些大楼里。就拿

澳门新口岸高达 154 米的

“美高梅”举例，它是“生长”

在填海区的建筑，也是澳

门博彩业形成“六分天下”

局面的见证者。仅是这两

个标签，“美高梅”就足以

吸引游人无数，游人或许

不一定要进入建筑之中，

但总是难掩想与其见一面

的念头。

不过，一座都市不能只有大楼，因为能在摩天大楼里生活与工作的人通常也要具有与这些建筑相对称的特质，这多少让城

市显得没有温度，让人显得过于渺小。东野圭吾对于冷面城市的描写，或许也同样适用于澳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周围又挤

满了大小不一的各类建筑。这里是怀着野心和希望的人造就的城市。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人就像是在这些建筑物的缝隙中生活，

整日疲惫不堪。”不过，现实中比小说里还是更幸福些，因为那些狭窄街巷的温暖守候，让疲惫能够在每个夜晚归零。



有人戏称澳门为“澳门街”，一方面道出了澳门的狭小，

另一方面道出了澳门的城市特点：由大大小小的街道所组成。

澳门街道的命名是中西合璧、异彩纷呈的。其中有以行业命

名的，诸如“工匠街”“苦力围”；有以城市命名的，诸如“北京

街”“广州街”“马六甲街”；还有以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命名的，

诸如“恋爱巷”“卖鱼巷”“果栏街”……

温暖城池



早期澳门的街道大多比较狭窄，道路依地

形而设，所以蜿蜒曲折、错综复杂、甚不起眼，

但真正的“旅行家”却最爱“钻进”这些狭窄巷弄，

因为这里最能感受从街头流至巷尾的澳门市井

文化。置身这些五花八门、各有特色的街道，

与在朴素民居与狭窄店铺里乐观生活的人们攀

谈，可以更加真切地触及旧时的澳门。

在葡萄牙人未进入澳门时，澳门最早期的

街道散落在中国式的村落里。澳门从古至今，

都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清朝时，在澳居住的中

国人在不同的小村落生活，往日的澳门村落有

“望厦村”“沙梨头村”“新桥村”“塔石村”等。“望

厦村”在明朝时已有人家在此搭屋居住、聚而

成村，村民大多是闽潮人氏，而村庄取名为“望

厦”，有回盼福建、厦门之意。

至 16 世纪中叶，已有一些葡萄牙人和其

他国家的传教士在澳门定居，此后的澳门街道

就有了浓浓的西式风格，城市规划开始遵循“以

广场或教堂为中心”的原则。这在澳门早期的

建筑和街巷的命名中，很容易看到，如“大三巴”“三

巴仔”“圣保罗上街”“圣保罗下街”，都是这种

影响的直观体现。

澳门旅游线路推荐

1. 第一天：澳门半岛

澳门渔人码头→东望洋灯塔→疯堂斜巷→澳门博物馆→大三巴牌坊→ 恋爱巷→玫瑰堂→议事亭前地民政

总大楼→邮政大楼→澳门旅游塔

2. 第二天：氹仔岛、路环岛

十月初五马路→路环岛→澳门黑沙滩营地→官也街→澳门巴黎铁塔→妈祖塑像→澳门大学

TIPS



澳门的许多街道和建筑都具

有浓厚的葡萄牙色彩，这一点在今

天也无法抹去，当然这也成为吸引

游人的“异国风情”。澳门商业最集

中和繁华的街区，是澳门的城市灵

魂。尤其是从大三巴牌坊到新马路

民政总署的区域更是已开辟为步行

街区，石子路上每天从早到晚游人

如织，而铺路的石子都是从葡萄牙

远道而来。

古色古香的建筑，遍布澳门的

大街小巷，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

它们是澳门的文化遗产。充满摩登

气质的地方固然值得游览，而那些

普通的老街遍布各处，却最能反映

出当地的民生。街道狭窄，楼宇残

破，街市及大排档混集其中，它们

的招牌都旧旧的，有的或许比游览

者的“年纪”还大。这些稍显局促甚

至脏乱的不那么完美的小店铺，正

轮番展示属于温热人间的那份毛茸

茸的生活触感。

厦门 - 澳门

澳门 - 厦门

厦门 12:35   澳门 14:10 MF8681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澳门 15:10   厦门 16:30 MF8682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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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复飞、增飞多条港澳台航线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的通知》，自 2 月 6 日起，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

员往来。近期出行的朋友，请留意最新政策变化。

自 2 月 7 日起（表定航班抵台时间），大陆入境来台旅客、大陆启程经港澳转机入境来台旅客，均无需进

行核酸采检措施。

厦门航空 2 月起复航、增飞多趟

内地飞抵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航班。

杭州 - 澳门航班加密至每日 1 班，

2 月 20 日起，新增泉州 - 香港航班，

2 月 26 日起，恢复厦门 - 高雄航班。

期待与您开启全新旅程！



中国香港

* 泉州 - 香港航线，自 2 月 20 日 -3 月 25 日执行每日一班。

福州 - 香港航线，自 2 月 13 日起，时刻调整为：福州 10:30-12:10 香港，香港 13:10-14:50 福州。

以上航班如遇变动，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中国澳门

* 如遇航班变动，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中国台湾

* 如遇航班变动，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https://www.xiamenair.com/zh-cn/home.html?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Baidu_Brandzone20&utm_content=title


购票后您还可选择以下便捷服务

让您的旅程更加舒心！

额外行李额 预付费行李

提前选座

留学生、劳务、海员、移民这四类旅客，在购买厦航机票前提出申请并提供相

应证明，经审核后可额外增加一件免费行李额。详情可咨询厦航线下各直销机

构或客服热线 95557。

无需在值机柜台排队办理，线上操作方便快捷。

想坐在窗边看云展云舒，还是想坐在过道旁方便进出？提前选定心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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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更渴望一段旅行，为追寻美，也为一窥别样的人生。寻找至美景观，将艺术融入旅行，

厦航国旅推出全新子品牌“厦航艺旅”。绘画，雕刻，建筑，诗歌，音乐，舞蹈，皆是艺术，一场

高品质的旅行，也应当充满艺术。

厦航艺旅将坚持“AIR”旅行理念。A：Artistic，用艺术与文化引领旅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动文化、艺术与旅游深度融合。I：Interconnected，深入链接当地文化，创造更多旅行者与当地人、

当地文化之间的交流体验，不再步履匆忙，让每一次旅行有温度。R：Responsible，坚持负责任的

旅行，对环境负责，尊重当地文化与传统，推动旅行可持续发展。

厦航艺旅 | 西藏远古冰川之旅限量发售



# 这一程

走进来古冰川，亲手触摸一眼万年的蓝冰，与一位隐世高僧对谈，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在

晴好的冬日更有几率看见难露真容的南迦巴瓦日落，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漫步，在雪山环绕中享用一

顿午餐。

厦航艺旅推出首支产品【藏东秘境】



# 这一程

住在藏式风格的松赞酒店豪华房里，在高海拔的来古山居享受全酒店弥散式供氧带来的心安。乘

坐路虎越野车队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感受原始、狂野的藏地风光。



# 这一程

配 备 厦 航 旅 行

管家与松赞管家的双

管家服务，以高标准

服务为您带来舒适的

体验。



# 这一程

我们刻意“留白”。虽然路途遥远，我们希望您仍然有宁静舒适的空闲时间，看一部关于雪山的

纪录片，或者抬头望望高原的璀璨星河，亦或在雪山下的泳池边用一场瑜伽，致敬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

未来，厦航艺旅还将推出一系列特色线路。在皑皑雪山下探访从不对外开放的葡萄酒庄；跟随“采

菌猎人”在密林间寻找珍贵的菌子；在东非草原上学习如何“像动物一样生活”；站在船头看着巨轮冲

破南极洲厚厚的冰层，2023，“艺”起向世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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