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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南京感觸深 繁榮傷痛共存

科大學者掌國際岩土力學學會
首位華人主席 吳宏偉盼助「帶路」地區預防泥石流地震

圓玄二中陸運會 友校接力賽增交流

距離南京旅程完
結，已十來天了，
我應該好好靜下來
寫一下感受。
最先浮現腦海

的，自然是南京大屠殺江東門遇難
同胞紀念館。日軍的暴行，是對近
代南京的最大傷害，幾十萬中國同
胞遇難，南京的文化遺蹟也被毀
壞。我感到痛心，也很疑惑，為什
麼當時的政府如此荏弱，要人民飽
受外敵屠殺與凌辱。
一條苦路，沿途重現着南京大屠

殺的慘狀，妻離子散，婦女被強
姦，孩子被炸死，媽媽抱着遺骸嚎
哭。看着雕塑上悲慘的面容與扭曲
的肢體，令人窒息。一個比足球場
還大的萬人坑遺址，堆滿了碎石，
下面埋的，就是當時遇難者的遺
骨。更難以釋懷的是，日軍在佔領
南京時，把中國、朝鮮婦女抓起來
供日本士兵發洩獸慾，而這些婦
女，大多有去無回，不是染病死
了，就是被折磨致死。
日本到現在仍不承認在南京的暴

行，不斷為自己洗脫。中國人要
的，是認真的道歉，德國人可以向
猶太人道歉，為什麼日本就不可
以？

明孝陵中山陵景色怡人

我們也去看了明孝陵和中山
陵。 明孝陵景色怡人，走道兩旁
放着許多動物石像，周圍枝葉扶
疏，環境清幽，使人心曠神怡。陵
的左側有一櫻花林。我們都進去觀
賞拍照。櫻花在陽光的照耀下越發
粉嫩。
櫻花林旁邊有一個小湖，湖面上

飄滿了櫻花瓣，水光瀲灩，鳥聲細
碎，叫人不忍遽去。導遊帶我們走
過金水橋，到達明樓面前。城牆很
高，可以想像士兵們爬牆、撞城門
的激烈畫面。看着修復過的城牆遺
蹟，在歷史長河裡，人是何其渺
小。就算曾經留下多麼輝煌的東
西，終會被時間帶走。
中山陵糅合了中國與西方風格

的建築。導遊說，在天空中往下
看，中山陵是一個鐘的形狀。走
上中山陵往下看，都驚呆了，景
色是無話可說的。藍空清澈，陽
光和煦，雲層透薄，樹木茂盛，
整個南京就是那麼的美。祭堂
外，有三道門，分別寫着民生、
民族和民權，是孫中山先生的革
命綱領。緬懷先賢的豐功偉績，
也是一種洗滌。
到南京，怎能不走走秦淮河。整

個秦淮河段充滿了古典美，有中國
式的建築和道路，讓我如同置身千
年前的中國。江南貢院前，立着寫

上「天下文樞」的牌門。導遊說，
江南以往是中國的文化樞紐，所有
有識之士都會來到這裡。院裡擺放
着歷朝歷代科舉、武舉的資料。我
看了一下試卷，才知道以前的考試
實在太厲害了。不僅字要寫得漂
亮，而且又要寫得多，寫得好。要
從這些人才中脫穎而出實在不容
易。

當地中學生參與度高
第四天我們到了一所中學參觀。

那裡的學生都很活潑健談。我們觀
摩課程，發現南京學生與香港學生
不同的是，他們的參與度很高，老
師問什麼，他們都會回答。下課
後，他們又會跑到操場放鬆下，因
為這樣能夠利於課堂上集中注意
力，不會發睏。那天的自由活動時
間，我們說想要打羽毛球，那裡的
學生便陪我們打。他們一位男生打
羽毛球技藝高超，每一球都很有
力，實在精彩。
在南京這幾天，雖然很累，可是

懷抱充實，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想到
南京去。這裡有着中國的光輝與繁
榮，卻又承擔了近代中國的深沉苦
難，一處繁榮與傷痛共存的名城，
已深深嵌在我腦海裡。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盧宜穎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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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日前舉行第二十一屆陸運會。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姜 嘉
軒）香港道教聯
合會圓玄學院第
二中學日前分別

於沙田運動場和北區運動場舉行第
二十一屆陸運會。除了一般的個人
項目和接力項目外，該校還邀請了
大埔區中小學校參加友校接力賽，
並安排校友、家長和教師分別參加
接力比賽和親子競步比賽，以促進
區內學校的體育交流。
陸運會邀得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

埔區小學分會主席盧秀枝擔任主禮
嘉賓，她在致辭時分享格言「運動
帶來健康與智慧」，勉勵該校同學

繼續積極參與體育運動。
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王廣漢亦有

出席頒獎禮，他期望同學藉着運動鍛
煉體魄，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寄語

學生在今屆學界比賽繼續爭取美滿成
績。
陸運會賽事最終由該校「德社」
摘得「全場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現今世界不少
地區均銳意發展成「智慧城市」，以提升市民
生活質素。為提供相關技術、培養人才及配合
社會發展，香港理工大學斥資約100萬元設置
智慧城市及空間數據分析實驗室，當中包含三
維空間數據庫、相關的分析展示及分析系統、
空間大數據庫及分析伺服器、虛擬實境
（VR）展示系統，可分別建立全港城市地理
模型平台、室內空間的數據及以VR多角度展
示城市規劃，而上述實驗室有望在今年底全面
運作。
智慧城市是一個城市發展策略，以城市信息
學作為主要的技術解決方案，達到高服務效率
的城市管理，以提升居民生活質素。
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設立了智慧城
市及空間數據分析實驗室，以提供技術發展智
慧城市，以及裝備該學系學生運用及發展技
術，培養業界人才。

三維數據庫 研熱島效應
上述實驗室包含室內外三維空間數據庫，室
外部分可採用多種地理數據建立全港城市模型
平台，令科研人員可展示、研究或分析數據，
例如研究三維城市熱島效應，該學系科學主任
彭奕彰解釋指，研究人員可從數據地圖顯示出
不同建築物的表面溫度，如建築物顏色為綠色
即溫度較低、黃色即為較高溫度、紅色即溫度

最高。
除此之外，他們亦獲得一社交平台的數據，

了解在不同時間，用戶使用社交平台的趨勢，
好讓研究人員研究城市活動及作出規劃。
至於室內部分，研究人員則可針對不同研究

及應用要求，建立標準化的室內空間數據庫，
例如收集室內的溫度、空氣污染數據、用以規
劃逃生路線等。
另外，實驗室亦有VR城市規劃展示系統，彭

奕彰指，例如學生或建築師想在某個地點進行工
程，就可利用VR設備，模擬工程後情況。

管線儀測地下金屬設施
該學系在2014年7月已設立了全球首個地下

管線測量實驗室，透過管線儀檢測埋藏在地下
的金屬設施如水管、電纜和煤氣喉等位置，同
時藉透地雷達，分析反射雷達訊號，快速檢測
漏水情況和方向，以及掌握路面下空洞的分佈
位置及大小。
學系系主任及講座教授史文中表示，該校是

現時本港唯一一個培養土地測量學系畢業生的
院校；為培訓土地測量、地理資訊科技及管線
設施測繪與管理的專業人才，學系在2018/19
年度，將由「測繪及地理資訊學（榮譽）理學
士學位」改組為「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榮
譽）理學士學位」，將上述3個方面的專業合
併為一。

■彭奕彰介紹理大三維空間數據庫架構。 理大供圖

■左起：彭奕彰、潘鄭淑貞、史文中及賴緯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賴緯樂示範使用管線儀
檢測地下金屬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記者試用VR城市規劃展示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科大協理副校長（研發及研究
生教育）、中電控股可持續

發展教授兼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吳宏偉，剛在今年9月當
選「國際岩土力學及土力工程學
會」(ISSMGE)的主席，是該學會
自1936年成立以來，全球首位華
人主席。上述學會如同地質學界
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般，是集
合了世界各地積極參與土力學與
地質科學工程專家、工程師及業
界代表的專業機構，而吳宏偉正
是土力學及地質學專家。

冀幫學會抓「帶路」機遇
「一帶一路」的國家及地區對
基建有一定需求，有些受着不同
的地質問題影響，因而要進行填
海工程，成本不菲，有些地區如
內地甚至受到泥石流及地震等災
害困擾，需要相關人才處理問
題。吳宏偉表示，期望在當選
ISSMGE主席後，可讓學會把握
「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而專
家及學者會根據其專業組成理事
會，以解決水浸、軟土的問題，
推動研究巨型城市（Mega City）
問題等，提供專業諮詢及進行全

球性的研究，也可為「一帶一
路」國家及地區以更低成本提供
解決方案及進行專業培訓。
吳宏偉多年來致力研究泥石流

的流動機理，以減低受山泥傾瀉
威脅的地區所遭受的破壞。其團
隊研究採用多重柔軟防護網，並
利用纖維製作防護網，減輕其重
量，比起使用從外國引入的專利
材料更便宜。除此之外，其研究
團隊亦正進行「香港泥石流流動
機理及風險控制」研究，早前獲
得研資局撥款近 3,300 萬元支
持，再加上其他逾1,000萬元的
資助，將用以興建首座長達120
米的泥石流模型槽試驗設施。
該設施興建在山坡上，山頭有

泥石流試驗容器，接駁着大型模
型槽位，承接着沉積區，同時現
場設有監控平台和多重柔性防護
網。系統將模擬山坡發生大型泥
石流，以測試防護網抵擋泥沙的
能力，配合防護網下帶有傳感器
的鋼管支架、微型智能土顆粒和
無人機的三維數字地形測量技
術，以計算出泥石流的流量、速
度和流動方向等有用數據，長遠
有助預防山泥傾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

地區對基建的需求高，部分地區更因地理問題而受到不

同的災害影響。香港科技大學協理副校長（研發及研究

生教育）吳宏偉近日當選「國際岩土力學及土力工程學

會」 主席，是該會成立以來首位華人主席，他期望可以

成為學會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橋樑，讓專

家把握發展機遇，同時為這些地區預防災害，其中他與

團隊會研究如何以有效方法，防止因泥石流造成的災

害。

香港學界近年積極
推廣STEM（科學、科
技、工程及數學）教

育，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而施政報告
亦有提到加大創科方面的投資。多年從事科
研及培育人才的吳宏偉認為，特區政府正在
「朝正確方向走」，本地有科研人才，具備
競爭力，否則無法在國際間領先，而STEM
應包含另一個E和M，就是Ethics（倫理）
和Moral（道德），這樣學生才算是全人發
展。
吳宏偉認為，近年學界「發生很多事」，

都是因為學生缺乏倫理及道德教育所致，因
此STEM的E和M，可以由Ethics（倫理）
和Moral（道德）所取代；但STEM並非撇
除工程和數學，只是「科學就包含數學、科
技就包含工程」，加上這額外的E和M，可
令學生有更全面的發展。
他補充指，近年在各地亦有發生科研人員

虛報科研結果而被取消撥款或資格的事件，
令他覺得本港在發展STEM教育的同時，
同時應着重道德與倫理的教育。

勉選科興趣為先
對於現時本港大學的科學、工程學科仍
然未是最多學生選讀的學科，他認為這是
因家長和學生仍顧慮畢業後出路所致，但
他鼓勵學生應以興趣為先，行行亦會出狀
元。
科大不時到內地招生，不少家長都會建議

子女選讀商科，但他認為，不少傑出的商界
人士均非「讀商」出身，具備靈活及有邏輯
的頭腦更為重要。他透露，曾有在投資銀行
工作的老友致電給他，希望他介紹工學院的
畢業生到投行工作，因對方亦認同讀工程的
學生懂得融匯貫通，有尋找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
吳宏偉笑言，兒子考慮在大學主修中國歷

史，他亦大力支持，選科以興趣為先，畢業
後「一定有工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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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宏偉當
選「國際岩
土力學及土
力 工 程 學
會」首名華
人主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忞 攝

■吳宏偉致力
研究泥石流流
動機理。圖為
去年他與研究
團隊成員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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